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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8_81_94_E

9_82_A6_E5_BE_B7_E5_c36_328829.htm 第１条一般条款在营

业中为竞争目的采取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者，可请求其制止

或赔偿损害，第２条商品与劳务本法规定的商品包括农产品

，本法规定的劳务及利益亦包括农业方面的劳务与利益。第

３条使人曲解的内容在营业中为竞争的目的，关于营业状态

，特别是关于个别商品，劳务或全部供应就性能、来源、制

造方式、价格构成、关于价格表、商品采购形式或采购来源

、关于得奖、关于卖货的原因或目的，或关于存货数量制作

使人曲解的说明者，可请求其制止。第４条触犯刑法的广告

（１）在公告、对大众的通知上以使人认为有特别有利的条

件；而对货物或劳务的性能、来源、制造方式、价格构成，

关于商品采购形式或采购来源、关于得奖、关于卖货原因或

目的，或关于存货数量存心制作基本上是非真实的、会使人

曲解的说明者，处以一年徒刑或罚金。（２）第１项所指的

不真实的内容如系由营业企业的某一职员或受托人所作，但

是企业的所有者或领导人事先所知道的，所有者或领导人应

随同该职员或受托人同时惩罚。第５条分类标志，图画广告

（１）在营业中使用为一定货物或劳务命名，但不要求标明

来源产地的名称，不属于第３条及第４条的范围。（２）图

式标志内容及其它能代替和适于代替这些内容的事项。同样

视为第３条与第４条的范围。第６条出售破产商品（１）如

在公告或对大众的通知上广告出售一批虽已不属于破产财团

但是却来自于破产财团的商品时，禁止提到该商品本来属于



破产财团的情况。（２）故意或过失违反第１款关于破产财

团商品广告的来源规定是扰乱治安行为。该扰乱治安行为可

处以一万马克以下罚款警告之。第６１条制造商或批发商向

最终用户出售（１）在营业中与最终用户就出售商品以制造

商资格作性能说明者请求制止，除非：１、他只向该最终用

户出售；或２、他以向其零售商或工商用户所使用的出售价

格向该最终用户出售；或３、他已作了肯定无疑的说明，对

最终用户的出售价格高于对零售商或工商用户出售的价格，

或者，此事已成为众所周知、因而最终用户也应该知道。（

２）在营业中与最终用户就出售商品以大批量货物批发商资

格作性能说明者，可制止之，除非他基本上只向零售商或工

商用户出售并符合本款第１项第２、３目的规定。 第６２条

对最终用户出售权利证书在营业中为竞争目的给最后用户发

出权利证书。证明或其他允许购买商品的文件。或凭证件卖

给商品者可制止之。但是只限于一次性购买的证件并每次购

买个别发给的证件例外。第７条停业处理（１）在公告、对

公众的通知上作停业处理广告时，仅限于：ａ 因停止全部营

业；ｂ 因分支机构的停业；ｃ 因个别商品类别的停业而发生

的停业处理。（２）停业处理广告必须说明停业原因为ａ、

ｂ、ｃ中的何者。在ｃ的情况下，须写明停业处理的商品类

别。（３）对未明确标出“停业处理”，但却属第１项所指

情况者，作广告时亦适用第２项的规定。第７１条清仓处理

（１）在公告、对公众的通知上对某种存货作清仓处理广告

时，必须在广告上写明处理原因。如果仅限于处理该企业经

营名目中个别品种，广告上应写明要处理的该种商品。第７

２条停业处理和清仓处理的手续（１）第７条与第７１条所



指处理应在登广告之前，在上级管理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向该

上级管理机关所指定的办公所报告。报告必须将要处理的货

物列出清单并按其种类写明性能、数量；如果在该期限内处

理尚未结束，上级管理机关可要求再写报告。该报告必须包

括第７条第２、３项及第７１条所规定的内容，并写明处理

开始日期，预期结束的日期，地点。应受理该报告的办公所

要求时，还应提供证明处理原因的凭证。（２）为实施以上

各条上级管理机关可另作其它规定。它可以颁布关于处理期

限的命令。对逾越批准期限的处理售货，对第７条第１项不

允许的处理、或第７１条情况下，如果所提理由从贸易习惯

上来讲构不成处理的理由，也可予以禁业。在颁发命令之前

，上级机关必须听取有关的商业、手工业、工业法定代表机

构的意见。（３）上述报告准许任何人查看。除有管辖权的

机关外，商业、手工业和工业法定代表机构所任命的工作人

员也有权调查其内容是否合乎实际情况。第７３条中断期限

（１）第７条所指停业处理完结后，店业主，其配偶以及二

者的近亲属，对于已登广告停业的商店或其一部分不得继续

营业。在停业处理的地方，于一年期限限满之前亦不得就原

先经营的商品种类重新开张营业。如果店业主，其配偶或二

者的某个近亲属有意回避本条第１项规定而直接或间接参加

他人的企业或在他人企业里做工作，也系继续开办营业。在

某法人商业公司内有决定性投资或对其经营管理部门有决定

性影响的人亦视为店业主、近亲属系指尊亲属、卑亲属、同

父母兄弟姊妹、异父母兄弟及姊妹其配偶们。（２）停业处

理开始后，第１项规定以外的他人亦不得在原商店同一房间

或附近房间开张店铺经营来自停业企业的部分商品。（３）



非独立的出售店如果按第７１条通知停业并处理其商品，在

处理结束后一年之内不得在同一地点开设同一商号的新销售

店。（４）帝国经济部部长可决定，本条第１、３项所指的

同一地方包括某些邻近的市、乡。（５）上级管理机关听取

主管商会、手工业会和工业界各行业法定代表机构意见后，

可批准第１、２、３项各规定禁止的例外。第７４条授权颁

发条例兹授权州政府可颁发条例规定第７２条第１、２项，

第７３条第５项以外的主管机关。州政府可将授权转交州政

府部门。第８条私运商品进出，违犯中断期限（１）以下行

为均为扰乱治安：１、按第７条或第７１条登广告进行停业

处理或清仓处理，但专门为此搬运货物作处理品来出售（私

运商品进出）。２、停业处理或清仓处理结束后违反第７３

条第１、３项规定进行营业，或在停业处理开始之后违反第

７３条第２项规定进行营业。（２）扰乱治安者处以一万马

克以下的罚款。第９条换季大处理与存货处理第７１条、第

７２条与第８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普遍允许的换季大处理。该

类许可可以由帝国经济部部长或他决定的某个机关作出。批

准时可规定这类大处理的数量、日期、期间，登广告的办法

及有关货物、也可以禁止或限制如第８条第１项所指的那样

，专门搬运商品进行处理。如果帝国经济部长或其就此指定

的授权机关不作出许可规定，本法所指上级管理机关在听取

主管商会、手工业会和工业会各行业法定代表机构意见后可

发布许可并制定有关规定。第９１条特别活动不属第７条至

第９条所指的特别销售活动。可由联邦经济部制定其条例并

在联邦广告报上公布。第１０条违反对停业处理和清仓处理

的扰乱治安行为（１）故意或过失实行以下行为均为扰乱治



安。１、违反第７条第２、３项或第７１条的规定，在作停

业处理或清仓处理广告时未登出以上各条款所规定的内容。

２、未按第７２条第１项的规定提供报告、凭证，或是违反

按第７２条第３项第二、三句已颁布施行的命令，或是虽然

遵守了这些规定和命令但提供不正确的说明。３、按第９条

第９１条或第１１条所制定的条例规定应适用本条处理的各

种行为。（２）以上各项扰乱治安行为可处一万马克以下的

罚款。第１１条出售单位（１）联邦参议院可决议，在零售

或在商店橱窗陈列某些商品时必须按规定的数量单位，尺寸

单位或重量单位出售或陈列，或者必须在商品或其包装上写

明数量，规格尺寸或重量，制造地或货物来源地。（２）可

以制定条例规定零售瓶装、杯装啤酒时应标明容量，同时规

定适当的误差量。（３）联邦参议院通过的规定必须在联邦

法律公报上公布并立即提交帝国议会或其下一次会议。（４

）（已取消）第１２条贿赂职员（１）在营业中竞争目的对

某企业的职员或其受托人提出，允诺或给予好处，而要求自

己或第三者以不公正的方式在货物或劳务方面中选，应处以

一年以下徒刑或罚金。（２）企业的职员，受托人在营业中

为保证以不公正的方式在竞争中挑选某人的货物或劳务而要

求，接受允诺或接受好处的，处同样惩罚。第１３条工商业

者和联合会的权力（１）在第１、３条，第６１条、第６２

条情况下，在营业中制造或提供同样或类似商品、劳务的工

商业者，或是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的为促进工商利益的各种

联合会，均可提起制止请求权之诉。工商业者和该类联合会

对第６、８、１０、１１、１２条的违犯者亦可提起制止请

求之诉。（１１）如果某种联合会章程规定的任务就是通过



说明和提供咨询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且在民事纠纷中有民事

诉讼权利能力，则可在第３、６条，第６１条、第６２条，

第７条第１项和第１１条情况下提起制止请求之诉。在发生

第１条所指使人曲解的商品和劳务广告或其它为竞争目的而

重大影响到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时，亦适用同一原则。 （２）

以下人员应对违法行为所发生的损害负责进行赔偿；１、在

第３条情况下知道，或是应该知道他所做广告的内容是使人

曲解的，对于定期印刷品的编辑、出版者、印刷者（厂）、

发行人，只在当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广告内容是使人曲解的

时候，才能对他们提出请求赔偿。２、故意或过失违反第６

条第６１、６２条，第８、１０、１１、１２条者。（３）

如果在工商业企业中发生的第１、３、６条，第６１、６２

条，第８、１０、１１、１２条，所不允许的行为系由某一

职员或受托人所为，也可以对该企业的业主提起制止请求。

第１４条诽谤（１）为竞争的目的关于他人的营业，其营业

主个人或经理，关于他人的货物或劳务制造或散布能伤害其

营业或营业者信誉的消息的，在该项事实内容未经证实的情

况下，应对受害人就所发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受害人亦可

提出请求制止制造和散布这种消息。（２）如果该消息是秘

密通知的，而通知或被通知的人对此有适当利益，那么仅当

违反事实真相进行造谣和散布时，才允许提出制止请求。且

仅当散布人知道，或应该知道事实的不真实性时，才能提出

请求赔偿损害。（３）第１３条第３项准用。第１５条营业

上的诽谤（１）确实了解情况和关于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

个人或经理、关于他人货物或劳务，但制造或散布能伤害其

营业或营业者信誉的非属真实消息的人，处以一年以下徒刑



或罚金。（２）第１项所指行为如系由某商店职员或受托人

造谣或散布且营业主已知其行为时，其营业主将与该职员或

受托人同时受处罚。第１６条保护营业标志（１）在营业中

使用一种名称，商号或某营利事业，工商企业，或一种印刷

品的专门标志，由此可能与另一种已经有权使用的名称，商

号或专门标志引起混淆者，可请求制止其使用。（２）如果

使用人知道，或是应该知道滥用的办法可能引起混淆，则须

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３）在有关营业界中作为商店

标志的营业标志，用以区别自己和他人营业的其它标志，均

应视为营利事业的专门标志。本规定不适用于商标与装璜保

护（“商标保护法”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２日帝国法律公报第

４４１页）。（４）准用第１３条第３项。第１７条出卖营

业秘密（１）企业的职员，工人或学徒将因工作关系而得知

的营业或企业秘密在工作关系存续期间内未经授权即为竞争

目的或个人打算，或存心伤害企业主的目的私自向他人透露

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罚金。（２）为竞争目的或个人打

算，私自利用或向他人透露因第１项所指原因，或因违法活

动或违反善良风俗的活动而得知的关于营业秘密和企业秘密

的消息，处以同样刑罚。 （３）如果犯罪人在透露时已知道

该项秘密将要在国外使用，或者他本人在国外使用则可处以

五年以下徒刑或判以罚金。（４）当接受透露人已经知道或

有权知道该项秘密，但犯罪人对此并无所知时，仍适用第１

项至第３项的规定。第１８条利用文件为竞争目的或个人打

算私自利用或向他人透露因工作关系而受委托取得蓝图、模

型、模版、剪裁样式、配方等等技术性的样品、标准的，处

以三年以下徒刑或罚金。准用第１７条第４项规定。第１９



条损害赔偿义务对第１７条和第１８条的违犯行为应另负所

发生损害的赔偿责任。有多个义务人时按连带债务人负责。

第２０条引诱出卖和自愿出卖（１）为竞争目的或个人打算

，着手引诱他人作违反第１７条或第１８条的犯罪行为或是

接受他人自愿作该犯罪行为者，处以二年以下徒刑或罚金。

（２）为竞争目的或个人打算自愿进行违反第１７条或第１

８条的犯罪行为，或对他人的要求赞成进行这样的犯罪行为

的人，处以同样刑罚。第２０１款在外国所犯罪行在外国所

犯第１７、１８和第２０条所指罪行准用刑法典第５条第７

项。第２１条时效（１）按本法对制止或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自请求权利人获知义务人的行为和该人的时刻起算６个月时

效期间，即使未获知，自行为时刻起算三年时效期间。（２

）对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的起算不得先于损害发生的时

刻。第２２条告诉、自诉（１）除第４条所指情况外，犯罪

仅以告诉的才予查处。在第１２条情况下，第１３条第１项

所指每一工商业者和联合会均有权告诉。（２）对第４条所

指的刑事犯罪，如同第１２条所指刑事犯罪一样，第１３条

第１项所指每一工商业者和联合会均有权提起自诉。第２３

条公布判决（１）在第１５条情况下，如作出适用刑罚的判

决，须根据受害人的申请而决定公布该判决。（２）如果按

本法某项规定提起制止诉讼，在判决中可判给胜诉一方有权

在一定期限内公布判决结果，并由败诉方负担公布费用。（

３）公布方式在判决中规定。第２３１条减少争议价值（１

）按本法提起诉讼请求时，如果一方当事人向法院释明，在

这种民事诉讼活动中按全部争议价额所发生的诉讼费用会大

大损害其经济情况，法院则可根据他的申请，裁定该当事人



只应根据争议价额能适合于他的经济情况的一部分而付诉讼

费，作出这个裁定的法院，同时可以要求该当事人释明他所

负担的诉讼费不是直接或间接从第三者取得的，以此释明为

该裁定的条件。该裁定的受益者也按裁定的争议价额部分付

律师费。在他被判负诉讼费或承担诉讼费时，只应按裁定的

争议价额部分而偿还另一方当事人已缴纳的法院费和他的律

师费。如果法院外费用（基本上是律师费译注）也应由其对

方负担，或者已经由其对方承担时，受益的一方律师可以从

对方当事人按对该对方有效的争议价额追收律师费。（２）

第１项所指申请可在法院办公室口述并作记录。该申请必须

在开始审理时提出。法院提高估计或已决定争议价额的，也

可以此后提出该申请。在对申请作出裁定之前，法院应当听

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即把申请通知给他，使他有提意见的机

会）。第２４条地域管辖（１）按本法提起诉讼，由被告营

业所或（被告无营业所时）被告住所地所在辖区法院管辖。

在国内既无营业所又无住所的人由其国内居所地法院管辖。

（２）按本法提起的诉讼除以上所述外，仅行为发生地法院

亦得管辖之。第２５条临时裁定为保全本法所规定的制止请

求权，在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９３５条和第９４０条所规定

的条件的情况下，亦可作出临时裁定。第２６条（已取消）

第２７条业务上的管辖（１）按本法提起请求权的民事争议

，若第一审由州法院管辖，由商法庭审判。（２）在审判实

践的统一等方面有利于审判竞争案件工作的情况下，州政府

有权发布法令决定某州法院作竞争案件法院，审判几个州法

院管辖地区的竞争案件。州政府可将此授权转交州司法行政

部门。（３）如果没有第２项规定的情况下管辖某案件的法



院所批准的律师也可以在竞争案件法院代理该案件的当事人

。上诉时准用此规定。注：①“按联邦律师法”，只批准每

个律师在某一个法院在民商事案件中代表当事人。审判员资

格现在在德国“审判员法”第５条中规定。（４）因委托第

２项所指的未经诉讼法院批准的律师作代理人而发生的费用

提高，不得追回。第２７１条调解委员会（１）州政府在工

商会设立调解委员会解决工商业经济生活中的竞争纠纷。（

２）由按“法院组织法”具有审判员资格的法学家任委员会

主席，由两个具有专门知识的工商业者任委员会陪审员。主

席要有竞争法方面的经验。主席就每次纠纷从每年编制的年

度陪审员名单中选任两名陪审员。当事人得赞成选任的陪审

员。调解委员会成员的排除和回避准用民事诉讼法第４１条

至第４３条，第４４条第２至第４款的规定。调解委员会所

在地的有管辖权的州法院对回避请求作出裁定（其商法庭，

无商法庭时则由民事法庭作出）。注：②审判员资格现在在

德国“审判员法”第５条中规定。（３）如果竞争行为有关

于以最后用户为对象的营业，发生第１３条所指的民事纠纷

时，调解委员会可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与其对方详谈。因其

他原因发生第１３条民事纠纷时，一方当事人得到对方同意

时亦可请求调解委员会。（４）关于调解委员会的管辖权准

用第２４条的规定。（５）调解委员会主席可要求当事人到

场。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时，委员会可以命他交纳

罚款。不服到场、交纳罚款命令的，可按民事诉讼法规定向

管辖委员会所在地州法院（的商事庭，无商事庭时向其民事

庭）提抗告。（６）调解委员会应争取使双方当事人友好调

解。它可以为当事人作好书面的，附具原因的调解建议书。



调解建议书及其理由仅当得到当事人同意时才可公布。（７

）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应制作和解书。记达成和解日期，由

参加调解的调解委员会成员和两方当事人签署。在调解委员

会达成的和解可予以强制执行，并准用民事诉讼法第７９７

之１条的规定。（８）如果调解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认为所提

出的请求权并无根据，或是认为自己并无管辖权，则可以拒

绝进行调解谈判。（９）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时，同向法

院起诉一样，中断时效。时效在调解委员会程序结束前，继

续中断。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协议，程序结束的时间由调解委

员会确定。主席须将此通知各方当事人。如撤回向调解委员

会的申请，时效视为不中断。（１０）如果第３条第１项所

指的一类纠纷未经先向调解委员会申请就已经向法院起诉，

法院可应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另定新的开庭日期，并命各方当

事人在新日期前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在审理临时裁定申

请程序时，（申请前一句所指的命令的当事人）须得到对方

当事人同意才能作出该命令。第８项规定不得适用。调解委

员会受理申请时间，自一方当事人申请时，对方当事人则不

允许向法院提出要求确定所提出的请求权并不存在的诉讼。

（１１）兹授权州政府，为执行以上各条并为调解委员会制

定程序规则，可颁发必要的规章，特别是关于监督调解委员

会以及它是否足够地配备了不属工商会的工商业者作为成员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工商会权利临时规章法”第２

条第２至第６款），以及关于罚款的执行、调解委员会要求

的费用等各种规定。第２８条国际法在国内未设总机构者，

按本法所享受的保护仅限于在其总机构所在地国家依据联邦

法律公报的公告作为德国工商业者所享受的相应保护。第２



９条上级管理机关作为本法意义的联邦各州的上级管理机关

，由联邦各州中央机构规定。第３０条（１）本法于１９０

９年７月１０日生效。（２）与此同时１８９６年５月２７

日“向不正当竞争行为斗争法”（帝国法律公报第１４页、

１８９６年）失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