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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所谓厂商名称 ,是指商品经营者进行营业时为表征自身所使用的标志姓名称 ,它具有显著性、统

一性、公示性、可转让性、稳定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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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理论界与立法界对基本概念的 理解不同 ,在借 鉴
其他法域的立法成果和意译其法律术语 时 ,对厂商名称 的

〔文章编号〕 1000-5587( 2000) 01-0121-04
品、服 务或一种商 业上 ,并且就其名 称已取 得了一 种特殊
的含义 ④ 。

称谓 有着较大差 异 ,出 现了商号、商业 名称、厂商 名称、企

《巴黎公约》成员国 1966年通过的《发展中国家 商标、

业名 称、字号 等概念混 同使用的局 面 ,给 理论研 究和法 律

厂商 名称 及禁止 不正 当竞争 行为 示范 法》第 1条第 1款

实践带来很大不便。 因此 ,有必要对厂商名称的概念作 进

( 4)项对厂商 名称定义为 “识别 自然人或 法人的企 业的名

一步的界定。

称或牌号”。

一、厂商名称的涵义

我国法律 没有对厂 商名称专 门作定义 ,只 是在《民法
通则》第 26条、第 32条、第 37条 分别作了 如下规 定: “个

什么 是厂商名称 ,这是 建构一 个清晰、科学 的厂商 名

体工商 户可以起字 号” ;“个 人合伙可 以起字号 ,依 法经核

称法律制度 ,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我国现行立法没有 一

准登记 ,在核准 登记的经 营范围内从 事经营” ; “法 人应当

个确切规定 ,法学界也未能就此达成共识。 大多文章只 停

有自己的名称”。

留 在对“商号” (我 国法意义 上的 )和“企 业名称”的定义 之

从上述对 厂商名 称的法律 定义来 看 ,德、日、美、法及

研究上。就其他法域来看 ,对厂商名称的定义 ,各国法的表

国际惯例 都认为 ,厂商名称 是商事主 体在经营 活动时 ,为

述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区别其他商事主体而使用的标志性名称。对定义所揭示的

《德国 商法典》第 17条对厂商 名称定 义为: “ ( 1)商 人

厂商名称的内涵并没有差别认识 ,都 认为它是经营活动时

的商 号是一个名 称 ,在 商事活动中 ,商人 依据此 名称从 事

所使用的名称。 但是 ,对厂商名称中的“厂商”的外延却有

其经营及署名。 ( 2)商人可以以商号的名义起诉和被诉。”

着不同的表述。德、日、法的法律在厂商名称的定义中使用

《日本商法》认为 ,厂商名称 (商号 )是指商事经营主 体

“商人”的概念对“厂商”作了概括。而我国及美国法却采用

在从 事单方或 双方的 商事行 为时使 用的名称 ① 。 也就 是

了列举式规定。我国法对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法人的名

说 ,厂商名称是商人的营业名称 ② 。

称分别作出规定 ,美国则认为使用厂 商名称的权利人应包

法国法则认为 ,厂商名称 (广义 )是指商自然人或商 事

括个人、厂商、制造商、工业家、农学家及其他人。 但 就德、

公司从事营业活动时使用的名称。狭义上的厂 商名称仅指

日国家的法律理论而言 ,对“商人”的理解也是 不同的。《德

商人从事营业活动所使用的“祖先名字”③ 。

国商法典》第 1条规定: “为本法所设定之目 的而从事商业

美 国 1946年 Lanhame 商 标 法第 1127 条规 定 , “商

经营活动的人都是商人”。 《日本商法典》更明确规定: “本

号”和“商业名称” ( Comme rcial na me)包括 了个人的姓名、

法所称商 人 ,是指 以自己的 名义 ,以从事 商行为 业者。”日

厂商 名称 ,它 被制造商、工业 家、商 人、农 学家及 其他人 用

本法规定 ,商人可 以以其姓、姓名或 其他名 称作为 厂商名

来认别其业务、行业或职业。 美国 1938年的 《民事侵权 行

称。 与日本法不同的是 ,根据《德国商法典》第 17条和第 4

为法汇编》 ( Resta tement of Law o f To rts )第 716条规定 ,

条之规定 ,厂商名 称仅仅是 完全商人 的商事名 称 ,小商人

厂 商 名 称是 指任 何 一件 标记 ( desig natio n) ,它被 用 作 物

根本不拥有厂商名称权 ⑤ 。 显 然德、日等国 把厂商名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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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商人的营业名称 ,也是不周延的。 而美国法更是将 厂

营业 ; ( 3)从事同一性质的经营活动 ,经营内 容应是固定的

商、制造商、工业家、商人等 相互包 含的概 念并列 使用 ,也

同类活动。 厂商名称的这一特殊含义 ,就将 自然人在进行

是违背逻辑的。《发展国家商标、厂商名称及禁 止不正当竞

一般民事 活动时所用 姓名与自 然人在营业 时所用 名称相

争 示范法》只规定了 “厂商 ”的范 围 ,即 拥有企业 的自然 人

区分。 当自然人或自然人的组合依法从事营业活动 时 ,应

和法人 ,并没揭示出厂商名称的定义内涵。 而我国对此 则

当使用与 其姓名相区 别的特别 文字符号为 其营业 上的名

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定。 由此可见 ,就上述各国的厂商名 称

称。 德国法对此却有例外规定 ,允许厂商名 称与姓名完全

定义来讲 ,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陷。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

相同。 当然企业法人无论从事的是否是营业活动 ,都只使

即都认为厂商名称应是商事主体在营业 时使用的名称。

用同一个名称 ,即厂商名称。

综上 所述 ,结 合我国目 前的立 法现状 和经济 特点 ,我

厂商名称 既然是商品 生产经营 者在营 业上使 用的名

们给 厂商名称作 如下定义 ,所谓厂 商名称 ,是指 商品生 产

称 ,那么可否在厂商名称的名义下为 其他与营业相关的法

经营者进行营业时为表征自身所使用的 标志性名称。这一

律行为呢? 是否可以 ,应根据商品生产经营 者的不同类型

定义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意思:

而有所区别。 一、企业法人可以在厂商名称 下为包括营业

首先 ,厂商名 称是名称 的一种 ,是区 分不同 主体间 的

和营业外的任何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 ,企业 法人既可以在

一种标记。 民法学认为 ,名称是法人及特殊的自然人组 合

其厂商名 称下进行民 事、行 政法律活 动 ,也 可以进 行与刑

等主 体在社会活 动中 ,用以确定和 代表自 身 ,并 区别于 他

事有关的活动。二、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非法人的私

人的文字符号和标记。 它不是自然人的文 字符号和标记 ,

营企业在从事与营业有关的其他法律行为时 ,法律作了不

而是法人或特殊的自然人组合的文字符 号和标记。称特殊

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自 然人组合者 ,是指 个人合伙、个体工 商户等 不享有 法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 称《民法 通则》

人资格 ,但又不是自然人个体的其他 组织 ⑥ 。 而厂商名 称

意见 )第 41条规 定: “起 字号 的个 体工 商户 ,在 民事 诉讼

就特定商事主体用来确定自身的称呼 ,代表自身并区别 于

中 ,应以营业执 照登记的 户主 (业主 )为诉讼当 事人 ,在诉

其他 公民、法 人或其他 组织的一种 文字符 号 ,它 即不是 图

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第 45条规定: “起字号的

形 ,也不是形象 ,与姓名具有相同的作用。

个人合伙 ,在民事 诉讼中 ,应当以依 法核准 登记的 字号为

其次 ,厂商名称是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名称。 也就是 说

诉讼当 事人” ,“未起字号的 个人合伙 ,合伙 人在民 事诉讼

厂商名称不同于商品生产经营者之外的 其他公民、法人 和

中为共同诉讼人。”《行政诉讼法》第 2条规定: “公民 、法人

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名称。而是商品生产经营者 这类特殊主

或其他组 织认为行政 机关和行 政机关工作 人员的 具体行

体用以代表自己的名称。 商品生产经营者 ,是指从事商 品

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经营 或者营利性 服务的法 人、其他 经济组 织和个 人 ,或 者

讼”。 其中“其他组织” ,是指不具备法人条件 ,没有取得法

说是 从事商品经 营或营利 性服务的法 人与特殊 自然人 的

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或经济组织 ⑦ 。 由此可见 ,依照我国法

组合。 按民法理论 ,并非所有的法人都从事商品经营或 营

规定 ,个体工商户、个人 合伙及非法 人的私 营企业 是可以

利性服务 ,如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只有企 业法人从事

在其厂商名称之名义下进行民事、行 政诉讼活动的。 但是

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活动。也并非所有特殊 自然人的组

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它们却不能以 厂商名称为刑事诉讼

合都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 务活动 , 如社会团体。也只

活动。 《刑法》第 30条规定: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有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 业

团体实施 的危害社会 的行为 ,法律规 定为单位 犯罪的 ,应

从事商品生产或营利性服务。可以说 ,我国目前 ,商品生产

当负 刑事责任。”这 里的“公司”、“企业”指的是 国有、集体

经营 者就是指企 业法人、个体工商 户、个 人合伙 以及非 法

所有制的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即企业法人。并不包括

人的私营企业。我们之所以采用“商品生产经营者”这一概

个体工商 户、个人 合伙以及 私有公司、企业 的非法 人的经

念 ,一是防止出现其他类似于私营企业的新的非法人经 济

济组织 ⑧ 。这一 点是与德国法不同的。依《德国商法典》规

组织。 二是为了与现行立法 ,如《反不正当 竞争法》、《商 标

定 ,商人可以以厂商名称的名义起诉 和被诉。 显然这里的

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的相关概念相吻合。

“诉”是广 义的 ,既包 括民 事、行政 的诉 讼 ,也包 括刑 事诉

第 三 ,厂 商名 称是 商品 生 产经 营者 在进 行营 业活 动
时 ,为表征自身而使用的名称。 也就是说商品生产经营 者
在经 营活动中用 以署名 ,或让其代 理人使 用 ,与 他人为 交

讼。

二、厂商名称的特征

易行为的名称。所谓的营业 ,就是从事经营活动。而营业应

厂商 名称 是民 法中 名称 的一 种 ,它不 同于 公民 的姓

当具备三个要素: ( 1)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 利益 ,即使财 产

名。 但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称 ,与非商 事主体的名称

增加并获取利润 ; ( 2)经营要有连续性 ,营业必须是连续 不

有着很大的不同 ,具有自己独特的特 征。

断的经营活动 ,一次性的营利行为 ,虽为营 利 ,也不能称 为

首先 ,厂商名称具有显著性的特 点 ,能够使人识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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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说 ,在一 定区域内 的厂商名称 必须存 在差异 ,以避 免

《企业名称 登记管理规 定》有 关问题的 通知 ( 1991年 )第 6

人们的混淆。有的学者则认为企业名称并不要 求具有显著

条规定 ,“只 有具备法 人资格的企 业可以使 用一个 从属名

特征 ⑨ ,这种认识显然存在着片面性。 《德国商法典》第 30

称。 从属名称不在营业执照上标明 ,不得以 其名义开展经

条第 2款规定: “如 果行为人 与已经在商 事登记 薄上登 记

营活动和招揽业务。 而且私营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不得使

的商人有同样的姓和同样的名 ,并且准备以这个姓名作 为

用从属名称”。

商号 ,那么他 必须在这 个商号中附 加一个 标记 ,以此来 明

第三 ,厂商名称的公示性。厂 商名称必须被公示 ,使人

确区 别于已经登 记的商号。”该条第 10款 又进一 步规定:

人都可以知晓。公示的方式就是核准登记。依照法律规定 ,

“每一个新商号都必须首先与当地或该行政区域内已经 存

厂商名称的设立变更与废止都必须登记并予以公告 ,以维

在的 或已经在商 业登记薄 或合作社登 记薄登记 的商号 有

护交易的公正与稳定。 《德国商法典》规定 ,厂商名称必须

明显区别。”可见 ,德国法要求厂商名称必须具备显著性 的

首先在商事登记薄上登记 ,厂商名称 的登记应当包括初始

特性 ,相同或相似的厂商名称是被禁止的。 《日本商法典》

登记、变更登记和废止登记 ,厂商名称只有在登记后 ,才具

也作了类似规定 ,第 20条规定 ,以不正当竞争为目的而 使

有法律效力。 根据日本法规定 ,只有登记的 厂商名称也才

用与已登记厂商名称相同或类似厂商名 称的人 ,应停止 使

具有排他 的效力 ,厂商名称 的变更、继承、转让、废 止都应

用该 厂商名称 ,法律不 允许任何人 以不正 当目的 ,使用 使

申请登记。 在我国 ,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非法人私营企

人误认为他人营业的厂商名称。 W IPO《发展中国家商标、
厂商名称及禁止不正当竞争示范法》第 48条规定 ,任何 在

业与企业法人进行营业时必须依法进行商业登记 ,申领营

后来 使用与已登 记厂商名 称类似的厂 商名称之 行为都 被

商名称也属商业登记的内容之一。 根据《企 业名称登记管

视为非法。在我国 ,关于厂商名称的显著性要求 ,法律也有

理规定 》第 3条“企 业名称经核 准登记后方 可使用 ” ,未进

明文规定。如《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 6条 ,企业名称:

行登记的厂商名称不得使用。 我国法律还规定 ,企业的印

“在登记主管机关辖区内不得与已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 业

章、银 行账户、文件、会计报表、审计 报表以 及所订 立的合

名称相同或近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内法 ,还是

同、所开出 的票 据、票证 等 ,都应 公开 载明 自己 的厂 商名

国际 惯例 ,都 禁止类似 或相同之厂 商名称 的使用 ,都要 求

称 ,不得故意隐瞒或使用其他商业名 称 ,给人造成误解 1 。

商品生产经营者在选定厂商名称时 ,注重其名称本身的 显

第四 ,厂商名称具有可转让性。依民法通则规定 ,企业

著性。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 ,厂商名称不仅仅是 商品生产经

法人、个人合伙、个体工 商户有权 转让其 名称 ,机关、事业

营者的一个名称 ,还是他区别于他人的一个标志。 选定 厂

与社会团体法人的名称则不得转让。名称的可转让性是厂

商名称也不仅仅是为了表征自身 ,还为了维护整个社会 交

商名称区别于其它非商主体名称的重要特征。 在日 本 ,厂

易秩序的安全与有序。

商名称既可以出借 ,也可以转让。 《日本商法典 》第 23条、

业执照 ,否则 ,就被认为非法经营 ,而受法律制 裁。显然 ,厂

第二 ,厂商名称的统一性。 是指对一个商品生产经 营

第 24条 对此作了 专条规定 ,营业者 可以许 诺他人 使用自

者来 说 ,无论 进行何种 经营活动 ,都只能 使用一 个统一 的

己的厂商名称 ,也可以将厂商名称连 同营业一并转让或废

名称。 一个商品生产经营者同时使用多种 厂商名称 ,是 法

止营业时转让。 《德国商法典》第 22条规 定 ,“从他人或死

律所禁止的。 所以 ,厂商名称的这一特征与公民姓名有 所

者处继受现有商事之经营者 ,在原营 业主或其继承人明确

不同。 法律允许公民在姓名之外 ,拥有另外一个或多个 名

同意商号 被继续使 用时 ,可 以继续使 用该商 号。”我国 《企

字 ,如笔名、别名等。这也不同于某些 机关、事业单位 ,有的

业名称 登记管理规 定》第 23条也 明确规定 : “企业 名称可

单位可以拥有两个名称 (俗称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厂商名

以随企业或者企业的一部分一并转让。”

称必须统一 ,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避免经济交往中的假 象

第五 ,厂商名称具有稳定性。公民对于自己的姓名 ,根

与混乱。 依德国法规定 ,独资商人可以从他人那里继承 获

据个人意愿可以随时进行变更 ,法律 对此并没有实体上的

得商 事经营 ,并可继续 保留原有厂 商名称 ,还可 以同时 经

限制 ,只作了程序性规定。非企业 法人的机关、事业单位的

营由 他自己登记 注册的商 事企业 ,使用自 己的厂 商名称。

名称也可能因政策的变化而发生变更。而厂商名称只要不

但是 ,如果继承获得的商事与自己经营的商事在业务上 相

违反法律 规定 ,就 不会因政 策的变化 而变更 ,法律 也不允

同 ,他必须将两项业务合而为一 ,使用一个 统一厂商名称。

许商品生产经营者擅自随意变更其名称。为了交易的连续

对于人合公司或资合公司来讲 ,不管它们同时经营几个 企

和安全 ,我国 《企业 名称登记管 理规定》第 22条规 定 ,“企

0 。 我国 《企 业名 称
业 ,一个 公司只 能拥有 一个厂 商名 称 1

业名称经核准登记注册后 ,无特殊原 因在一年内不得申请

登记管理规定》第 6条则明确规定: “企业只准许用一个 名

变更” ;第 26条第 2款规定: “擅自改 变企业名 称的 ,予以

称” ,“确有特殊需要的 ,经省级以上登记主 管机关核准 ,企

警告或者 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并限 期办理

业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一个从属名 称”。 但是从属 名

变更登记。”

称之使用要受法律之限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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