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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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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令不涉及刑事制裁。成员国可自行决定是否设立关于盗用商业秘密的刑法规定。

• 本指令与成员国商业秘密盗用民法补救的相关法律一致。

• 盗用：系指在下列情况下获取、使用或披露商业秘密：
1. 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
2. 且违反相关法律、违反合同约定或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

• 通过本指令，可进行民法补救，如警告、赔偿和扣押货物等。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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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指令没有赋予企业任何权利拒绝提供或披露被称之为商业秘密的信息。

A –有提供此类信息的法律义务：
企业仍须遵守

B –没有提供此类信息的法律义务：
企业可视其本身的具体情况而定
本指令没有赋予企业任何权利拒绝披露相关信息，且企业无需
此项权利。



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2016/943号欧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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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秘密及权利持有人的定义与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中的定义相同。

2. 盗用

3. 民法措施和补救办法

4. 向法院披露的所有信息将得到保护。

5. 例外和保障



1.定义（与TRIPS协议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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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秘密”系指满足以下所有要求的信息：

（a）从某种意义上说，通常不为公众所知悉或在接触相关信息的圈子中无法轻易获
取的此类信息或其中某一部分信息，均属于商业秘密。

（b）因其为商业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

（c）在此种情况下，合法掌握此类信息的人员已对其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 2 )“商业秘密持有人”系指合法掌握商业秘密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2016/943号欧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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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秘密及权利持有人的定义与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的定义相
同。

2. 盗用

3. 民法措施和补救办法

4. 向法院披露的所有信息将得到保护。

5. 例外和保障



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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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以下行为均属合法行为：

a. 根据法律要求或取得法律的允许获取、使用或披露相关信息

b. 自主创作

c. 逆向工程

d. 通过任何其他正当手段获取相关信息



第3条 - 合法获取、使用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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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获取、使用和披露商业秘密

1、如果通过以下任何方式获取商业秘密，则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应视为合法行为：

（a）自主发现或创造；

（b）对已向公众发布的产品或物品，或由不具有任何限制获取商业秘密相关法律义务的
信息获取人合法拥有的产品或物品进行进行观察、研究、拆卸或测试；

（c） 按照工会法和国家法律及惯例行使工人或工人代表获取信息和咨询的权利；

（d） 在此种情况下符合诚实商业做法的任何其他惯例。

2、在工会或国家法律要求或允许的范围内，获取、使用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应视为合
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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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



第4条 - 非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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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且采取不正当手段



第4条 -非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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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且采取不正当手段

了解传递商业秘密属违法行为



第4条 -非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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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且采取不正当手段

了解传递商业秘密属违法行为

2.在下列任何情况下，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应视为违法行为：

（a）未经授权获取、盗用或抄袭由商业秘密持有人合法掌握的任何包含商业秘密或从中可推断商业秘密
的文件、物品、材料、物质或电子文件；

（b）在此种情况下，违反诚实商业做法的任何其他行为。

4.如果涉事人员在获取商业秘密时了解或在获取时应该了解，该商业秘密是直接或间接从第3款所提及的
非法使用或披露该商业秘密的另一个人处获取的，则获取该商业秘密也应视为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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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披露



第4条 -非法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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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要求的披露

I.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则披露该商业秘密也属非法行为。



第4条 -非法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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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则披露该商业秘密也属非法行为。

III.了解传递商业秘密属违法行为

II.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要求的披露



第4条 -非法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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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则披露该商业秘密也属非法行为。

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要求的披露

了解传递商业秘密属违法行为

3.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一经发现，任何人员做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商业秘密泄露行为均视
为非法行为：

（a）已非法获取商业秘密；

（b）已违反保密协议的规定或任何其他不得披露商业秘密的义务；

4.如果某人在披露商业秘密时了解或在披露时应该了解，该商业秘密是直接或间接从第3款所提及
的非法使用或披露该商业秘密的另一个人处获取的，则获取该商业秘密也应视为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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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使用



第4条-非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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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则使用该商业秘密也属非法行为。

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要求的使用

了解传递商业秘密属违法行为

工会禁止受理货物的交易

3.未经商业秘密持有人同意，一经发现，任何人员做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商业秘密使用行为均视为非法
行为：

（a）已非法获取商业秘密；

（c）已违反合同约定或任何其他限制使用商业秘密的义务

4.如果涉事人员在使用商业秘密时了解或在使用时应该了解，该商业秘密是直接或间接从第3款所提及的非
法使用或披露该商业秘密的另一个人处获取的，则获取该商业秘密也应视为非法行为。

5.如果涉事人员知道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知道该商业秘密是第3款所指的非法使用，那么，生产、提供或在
市场上出售侵权商品，或处于此目的进口、出口或储存侵权商品，也应被视为非法使用商业秘密。



第4条-非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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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禁止受理货物的交易



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2016/943号欧盟指令

20

1. 商业秘密及权利持有人的定义与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的定义相
同。

2. 盗用

3. 民法措施和补救办法

4. 向法院披露的所有信息将得到保护。

5. 例外和保障



第10条和第11条
临时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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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禁止使用或披露信息

• 禁止生产、提供、在市场上出售或使用侵权商品，或为此目的进口、出口或储存侵
权商品

• 扣押或交付涉嫌侵权的商品

• 替代措施：被告的经济担保

应被告的请求，法院可以授权在法律诉讼进行期间继续使用这些信息，前提是需
要提供确保原告获得赔偿的担保。



第12条至第15条
根据案情决定采取的措施

22

• 停止/禁止使用或披露信息

• 禁止生产、提供、在市场上出售或使用侵权商品，或为此目的进口、出口或储存侵
权商品

• 针对侵权商品的纠正措施：
• 从市场上召回侵权商品
• 剥夺侵权商品的侵权质量
• 销毁侵权商品，或在适当的情况下，将侵权商品撤出市场

• 销毁或交付文件和物品

上述替代措施：进一步使用需作出金钱补偿

• 损害

• 公布司法裁决

• 欧盟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刑事措施。然而，许多会员国都受到了刑事制裁。



其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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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侵权商品”是指其设计、特征、功能、生产过程或销售从非法获取、使用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获益匪浅的
商品。



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2016/943号欧盟指令

24

1. 商业秘密及权利持有人的定义与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的定义相
同。

2. 盗用

3. 民法措施和补救办法

4. 其他定义：侵权商品

5. 向法院披露的所有信息将得到保护。

6. 例外和保障



第9条
法律诉讼和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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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方、律师、法院官员、证人、专家和任何其他参与诉讼或有权查阅文件的人
不得使用或披露通过参与诉讼或查阅文档获得的信息。

要求：

1. 相关方正当合理的申请

2. 司法当局认定为机密

加上具体措施：限制查阅文件和听证



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2016/943号欧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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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商业秘密及权利持有人的定义与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的定义相
同。

II. 提供了有关“盗用”更加详细的的定义

III. 提供了一套民法措施和补救办法

IV. 其他定义：侵权商品

V. 向法院披露的所有信息将得到保护。

VI. 例外和保障



第5条
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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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应确保：如果在以下任何情况下出现所谓的获取、使用或披露商业秘密，则本指令中规定的措施、
程序和补救措施的申请将被驳回:

(a)行使《宪章》中规定的言论和信息自由权，包括尊重媒体自由和多元化；

(b)揭露不当行为、不道德行为或非法活动，前提是被告的行为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

(c)工人向其代表披露信息，作为这些代表根据工会或国家法律合法行使其职能的一部分，前提是这种披
露是这项工作所必需的；

(d)保护工会或国家法律承认的合法利益。



第8条
时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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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时效期

1.成员国应根据本条中的要求制定适用于实质性索赔和诉讼的时效期限规则，以适用本指令中规定的措施、程序和
补救措施。

第一项所述规则应确定时效期限的开始时间、持续时间以及时效期限被中断或中止的情况。

2.时效期限不得超过6年。



其他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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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和预防措施

但需提供足够的担保，以确保必要的赔偿

考虑因素： (a)商业秘密的价值和其他具体特征；(b)为保护商业秘密而采取的措施；
(c)被告获取、使用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d)非法使用或泄露商业秘密的影响；(e)当
事方的合法利益以及批准或拒绝这些措施可能对当事方产生的影响；(f)第三方的合法
利益；(g)公众利益；和(h)基本权利的保障。



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2016/943号欧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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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商业秘密及权利持有人的定义与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的定义相
同。

II. 提供了有关“盗用”更加详细的的定义

III. 提供了一套民法措施和补救办法

IV. 其他定义：侵权商品

V. 向法院披露的所有信息将得到保护。

VI. 例外和保障

什么是超出了指令范围？
一些澄清



第1(1)条什么是超出范围？
言论自由、监管和透明度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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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指令不影响：

(a)行使《宪章》中规定的言论和信息自由权，包括尊重媒体自由和多元化；

(b)工会或国家规则的用途，即：要求商业秘密持有人出于公众利益，向公众或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披露
信息，包括商业秘密，以履行其职责；

(c)工会或国家规则的用途，即：要求或允许工会机构和团体或国家公共当局披露这些机构、团体或当局
根据并按照工会或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和特权所持有的企业提交的信息；

(d)社会合作伙伴的自主权及其根据工会法律及国家法律和惯例签订集体协议的权利。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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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指令没有赋予企业任何权利拒绝提供或披露被称之为商业秘密的信息：

A -有提供此类信息的法律义务：
企业仍须遵守

B-没有提供这类信息的法律义务：
企业可视其本身的具体情况而定
本指令没有赋予企业任何权利拒绝披露相关信息，且企业无需
此项权利。



第1 (2)条什么是超出范围？
员工的经验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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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指令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为限制员工流动的任何理由。特别是，就行使这种流动性而言，
本指令不得为以下行为提供任何理由：

(a)限制雇员使用不构成第2条第(1)款中所述商业秘密的信息；

(b)限制雇员使用在正常就业过程中诚实获得的经验和技能；

(c)除了根据工会或国家法律施加的限制之外，雇佣合同中对雇员的任何其他限制。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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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ec.europa.eu/growth/industry/intellectual-property/trade-secrets/index_en.htm

官方法律文本！

在http://eur-lex.europa.eu/中搜索

立法程序：Legislative procedure: http://eur-

lex.europa.eu/procedure/EN/2013_402?qid=1462203329772&rid=1

联系人
Jorge NOVAIS GONÇALVES: Jorge.Novais@ec.europa.eu

Elena Kostadinova

Elena.KOSTADINOVA@ec.europa.eu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工业、创业和中小企业总司（DG G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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