专利民事诉讼
是否因专利无效行政诉讼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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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时，教告以原告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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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中止审理的问题。另一类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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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

有无效宣告请求，后有专利侵权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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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又以无效宣告请求人为被

民法院将根据不同情形决定专利侵

专利侵权案件应如何审理？原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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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止审理的侵权案件是继续中止

人民法院通常是先受理当事人的诉

专利侵权诉讼是否因为无效宣告请

审理呢还是恢复审理？原来投有中

讼请求，然后中止专利侵权案件的

求而中止审理，当事人不服专利无

止的侵权案件是继续审理呢还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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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请求审查决定）的，都可以提起

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人得向

决定作出后，一方当事人不服并提

行政诉讼。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为宣告该专利权无

起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的，原来已经

专利权被合法授予后，任何人在该

效之请求，而无论有无专利侵权案

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扳诉讼也面临着

专利权有效期内均可以向专利复审

件。教根据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

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

委员会提出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请

行政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的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求，专利复审委员会通过对无效宣

后不同，因专利侵权诉讼的当事人

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

告请求的审理，将作出无效请求审

提起无效宣告请求而中止审理的专

规定》，在专利侵权诉讼过程中被

查决定。依其内容不同，无效请求

利侵权诉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控侵权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

审查决定可分为三种，即维持宣告

在专利侵权诉讼过程中鳗被控侵权

告专利敷无效的，原来的专利侵投

专利权有效的决定、宣告专利权无

人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而中止审理

案件并非一定得中止审理。目前人

效的决定和宣告专利权郄分无效的

的专利侵权诉讼，即先有专利侵权

民法豌的具体做法是：第～，对于

决定。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无效请

诉讼，后有无效宣告请求，这类专

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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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第

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人民

五，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

先行中止的专利侵权诉讼也应自该
三个月期限届满之日之次日恢复审

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第二，对于

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

理。其二：若该专利权被全部寅告

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侵权诉讼，被

告在答辩期间届满后请求宣告该项

为无效，而当事人未就无效请求审

告应当在起诉时出具由国务院专利

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

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已中止

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且其在

止诉讼，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中止

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亦应于上述三

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

诉讼的豫外。第六，对于经专利复

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然与前

无效的请求．可以请求人民法豌中

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侵犯实

述所不同的是，由于专利权已被宣

止审理侵权诉讼。第三，对于外观

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告为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丧失

设计专利侵权案件中，被告在答辩

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

权利依据，故若原中止审理的专利

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无效

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

侵权案件尚处一审期间，则应裁定

的请求，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中止侵

中止诉讼。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若原中止审理

权诉讼。第四，人民法院受理的侵

对于人民法院依据上述司法解

的专利侵权案件已处于二审期间，

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释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当无

则亦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者发

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

效请求审查决定作出后，当事人没

回一审法院重审。其三，若该专利

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虚当

有就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

权被宣告部分无效，即为维持部分

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

讼的，则其一：若该专利权被无效

有效，而当事人未就无效请求审查

的，可以不中止诉讼：（一）原告

请求审查决定维持全部有效，则原

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则应区分部

出具的检索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

来的专利侵权案件应自其起诉期间

分有效之专利权于侵权诉讼之影响

型专利丧失新颖性、创造性的技术

届满后恢复审理。我国专利法规定

而定。若部分有效之专利权不影响

文献的；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足

对专制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枚无效

原告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权利依据，

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８经公知的；

或者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决定不服的，

则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应自

（三）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

上述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

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

人民法院起诉。故如果当事人未对

若部分无效之专利权恰恰是原告提

显不充分的；（四）人民法跷认为

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

起专和侵投诉讼的权利依据．则原

万方数据

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应自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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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俚人

内容具有可执行性，而无效请求审

终审判决确定了原告的专利权利状

民法院应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

查决定仅仅是宣告一项民事权利的

态后才能恢复审理。第四，行政行

裁决。若部分有效之专利权部分否

有效或无效，其本身并不具备可执

为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接受司

定了原告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权利

行性。故与行政诉讼法第“条所指

法监督．是民主和法治社会的标志

依据，则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枚案

的行政行为是有一定区别的。第

和特征，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

件亦应自上述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

二，授予专利权的行为也是一种具

必须遵守的规则。我国行政诉讼法

复审理，但原告有权变更诉讼请求，

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一旦取得专利

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接

但若该专利侵权案件已进入二审程

权，在该专利权被确定宣告为无效

受司法审查，我国专利法特别规定

序，则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改判，也

前，授子专利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应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发明、

可以发回重审。朦告坚持不变更诉

合法有效，但专利侵权诉讼依然可

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或

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基于

以因被控侵权人已请求专利复审委

者维持其专利权有效的决定不服

已被宣告为无效的部分专利权上的

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而中止审理。

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

诉讼请求。

可见授予专利权的行政行为的效力

此外，对于在专利侵权诉讼过

并不影响人民法院中止专利慢权案

程中爨被控侵权人提起的无效宣告

件的审理，也即专利侵权诉讼之所

请求而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

以中止审理是因为专利权处于动荡

盔当事人不服无效请求审查决定并

之中，丽并不顾及授予专利杈的具

依法提起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的．以

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同理，在专利

及在先有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后有

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请求审查决定

专利侵权诉讼，且专利侵投诉讼因

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后，如果当事人

该无效宣告请求中止审理的．当事

依法提起了行政诉讼，则无效请求

人不服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专利

审蠢决定有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可

无效行政诉讼时，原专利慢权诉讼

能，专利权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是继续中止审理呢还是应恢复审

从当初中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宗

理？

旨和目的出发，仍应继续中止专利
作者认为，如果宣告该专利权

侵权案件的审理，而不宜恢复审

无效的行政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不、

理。第三，无效请求审查决定被提

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无效请求·

起行政诉讼的，该具体行政行为必

审查决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须等到行政诉讼最后判决维持其合

政诉讼的，原来已经中止审理的专

法有效后才能确定地产生法律效

利侵权诉讼应继续中止审理。理由

力。权刺公示原则是专利法上的一

是：第一，行政诉讼法第４４条的规

个重要原则，专利权的授予、变

定不能成为恢复审理专利侵权案件

动、无效宣告等都必须由专门机关

的理由。该条的内容是：“诉讼期

予以公告，且专利权的授予、变

问，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动、无效宣告等都是自公告之匪起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其体行

生效，专利法４６条规定：“宣告专

政行为的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

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貌专利行

要停止执行的；

（二）愿告申请停

政部门登记和公告。”而宣告专利

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

权无效的公告都是以专利权的权利

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妁损

状态的稳定为前提，对于已经提虐

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

行政诉讼的无效请求审查决定．国

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时原来已经
中止的专利侵权诉讼继续中止审
理，表明专利权是否应被宣告为无
效虽经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了决
定，但该决定必须接受司法程序的
检验，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
约和监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
之义。
同理，当专利侵权诉讼豹当事
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但未中止审理
的专利侵权诉讼在无效请求审查决
定被提起行政诉讼后是否应中止审
理，笔者认为，对于来中止审理的
专利侵权诉讼，包括先有专利侵权
诉讼后有无效行政程序且专利侵权
诉讼未中止审理的情形，以及先有
无效行政程序后有专利侵权诉讼且
专利侵权诉讼未中止审理的情形，
如果在当事人不服无效请求审查决
定依法提起专利无效行政诉讼时原
专利慢权诉讼尚未审结的，一般应
中止审理，等待专利无效行政诉讼
对专利权有效还是元效的最终确定，
并以此作为恢复审理侵权诉讼的依

据。皿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

（三）法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内容都是以

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可见，

终审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故在

１．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９

该条是针对具有具体执行内容的具

行政诉讼审结前，无效请求审查决

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

体行政行为而言的，如公安机关根

定不能被公告，自然也就不生法律

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

据治安管理处罚条倒绘予他人行政

效力。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也只有继

（２００１）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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