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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Agriculture

申请量(applications)：26771 件

授权量(grants)：11671 件

授权率(authorization rate)：

43.60%

1.植物新品种总量分析
Number of applications and grants

一、植物新品种授权数量大幅增长
The number of PVP granted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林业 Forestry 

申请量(applications) ：3717 件

授权量(grants) ：1763 件

授权率(authorization rate) ：47.43%

截至2018年底，中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30488件，授权量1343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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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3年，中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保持平稳增长；

2014年至今，中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迅猛增长，年度申请量由2000多

件增长到5000多件，年度授权量由900多件增长到2000多件。

2.植物新品种年度分析
Trend for applications and grants

1999-2018年中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和授权量年度分析
Number of applications and grants for PVP from 1999 to 2018



⚫ 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近2年增长迅

速，授权量自2014年开始迅猛增长。

农业 Agriculture 林业 Forestry

⚫林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近2年增长迅

速，授权量自2012年开始迅猛增长。



截至2018年底，来自国外的植物新品种2513件（22个国家），占

申请总量的8%；获得授权820件（12个国家），占授权总量的6%。

3.植物新品种国家分析
Applicant countries for PVP 

1999-2018年国外育种人申请年度分析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rom overseas from 1999 to 2018

• 国外育种人在中国
进行的植物新品种
申请逐年增加

PVP applicaitons 
form overseas are 
increasing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分布

Applicant countries in Agriculture

截至2018年底，来自国外的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1841件，授

权586件。

1999-2018年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的主要国家
Statistics of applicant countries from 1999 to 2018 (Agriculture)

• 荷兰和美国是主
要的国外申请人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op two 
countries

申请
applications



⚫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分布

Applicant countries in Forestry

截至2018年底，来自国外的林业植物新品种申请672件，授权234件。

• 荷兰和德国是主要的国外申
请人，其次是法国、美国和
英国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are the top two 
countries, followed by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荷兰、德国、法国、英国均
已蔷薇属为主；美国以大戟
属为主。

1999-2018年中国林业授权植物新品种申请的主要国家
Statistics of applicant countries from 1999 to 2018 (Forestry)

授权
grants



授权植物新品种的植物类别以大田作物为主，其次是观赏植物。

4.授权品种的植物类别分析
Plant categories for granted plant varieties

1999-2018年授权品种的植物类别统计
Statistics of plant categories for grants from 1999 to 2018

截至2018年底(up to the end of 2018)：

•大田作物(agriculture crops) 9791件（72.9%

）

•观赏植物(ornamentals)   1842件（13.7%）

•蔬菜(vegetables) 678件（5.0%）

•水果(fruits) 429件（3.2%）

•林木(forest trees) 314件（2.3%）

•经济林(economic forests) 250件（1.9%）

•牧草(forages) 63件（0.5%）

•木质藤本(Woody vines) 11件（0.1%）

•竹(bamboos) 9件（0.1%）

•其他(others) 47件（0.3%）



林业授权植物新品种的属（种）以蔷薇属为主，其次是杨属。

截至2018年底，授权量最多的依次是蔷薇属335件，占授权总量

的19.00%。国外品种权人的授权品种以蔷薇属为主，其次是大戟属，

主要是观赏植物。

5.林业授权品种的属（种）分析
Genus (species) for granted plant varieties in forestry

1999-2018年林业授权品种的属（种）统计
Genera (species) statistics of granted varieties in forestry from 1999 to 2018



6.林业品种权人授权量分析
Statistics by PBR owners in forestry

1999-2018年林业授权品种主要品种权人授权量排行榜
Statistics by PBR owners in forestry from 1999 to 2018

截至2018年底：授权总量过

100件：

北京林业大学，15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129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102

排名
1999-2018年授权总量 2018年授权量

品种权人 授权量 品种权人 授权量

1 北京林业大学 15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38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129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20

3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02 中国科学院 19

4 中国科学院 63 北京林业大学 16

5 山东农业大学 48 迪瑞特知识产权公司 15

6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
任公司

39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15

7 南京林业大学 29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15

8 上海植物园 29 山东农业大学 15

9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28 浙江农林大学 11

10 迪瑞特知识产权公司 28 中国农业科学院 11

1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27 南京林业大学 10

12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26
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
限公司

10

13
德国科德斯月季育种公
司

26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9

14
甘肃省林业科学技术推
广总站

26 德瑞斯克公司 8

15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4 河北农业大学 6



7.林业授权品种地域分析
Regional analysis for granted 
plant varieties in forestry

1999-2018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品种授权量排行榜
Regional statistics for granted plant varieties from 1999 to 2018

截至2018年底：授权总量过

100件的省区市：

1、北京，325件

2、山东，238件

3、浙江，168件

4、云南，152件

5、河南，103件

6、广东，102件

排
序

省（自治区、
直辖市）

1999-2018
年授权总量

2018年
授权量

主要属（种）

1 北京 325 67 杨属、蔷薇属、芍药属、牡丹、文冠果

2 山东 238 58
柳属、核桃属、槐属、杏、银杏、白蜡树
属、苹果属、槭属

3 浙江 168 50 杜鹃花属、山茶属、木兰属、紫薇
4 云南 152 12 蔷薇属、含笑属、山茶属
5 河南 103 21 卫矛属、杨属、紫荆属、泡桐属
6 广东 102 17 山茶属、木兰属、桉属
7 江苏 89 36 柳属、落羽杉属、银杏、乌桕属
8 湖南 47 23 山茶属、紫薇、含笑属
9 甘肃 44 1 芍药属、牡丹
10 上海 41 5 木瓜属、山茶属
11 河北 36 12 榆属、板栗、杨属、枣、枣属
12 黑龙江 24 8 锦带花属、杨属、山茱萸属、丁香属
13 宁夏 21 8 枸杞属、文冠果
14 辽宁 20 8 越桔属、槭属、连翘属、杏、核桃属
15 江西 19 3 含笑属、南酸枣、枫香属
16 广西 17 7 山茶属、槐属、桑属、松属
17 内蒙古 13 2 圆柏属、杨属
18 福建 12 4 桂花、紫金牛属、木麻黄属
19 湖北 11 5 紫薇、紫薇属、核桃属
20 陕西 11 3 杨属、柿、杏
21 四川 11 3 核桃属、槭属、紫金牛属
22 安徽 7 2 刺槐属、冬青属、木瓜属、枣、梓树属
23 新疆 6 1 杨属、蔷薇属、核桃属
24 山西 5 1 栾树属、刺槐属、槐属、枣
25 贵州 3 0 核桃属、黄杨属、蔷薇属
26 吉林 2 2 杨属、越桔属
27 天津 1 0 白蜡树属
28 重庆 1 0 桂花

合计 1529 359



品种权人构成分析以第一品种权人类型进行统计

截至2018年底，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以企业和科研院所为主，分别

获得植物新品种权618件和534件，分别占总量的35.05%和30.29%，其次是高

等院校320件和植物园163件。

8.林业授权品种的品种权人构成分析
Institutional Categories for PBR owners in forestry

1999-2018年林业授权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构成统计
Statistics by Institutional Categories for PBR owners in forestry from 1999 to 2018



1.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Legal system of PVP

近年来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完善

形成《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2个《实施
细则》、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其它相关规章、司法解释等
组成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不断完善
The PVP system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1.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Legal system of PVP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6年1月1日实施（新修订）

Se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test revision 

approved on 4 November 2015; in force since 1 January 2016)

（1）提升了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地位，加大了对品种

权侵权行为的处罚，赔偿的数额明显提高

（2）将DUS测试确定为品种管理的基本技术要求

（3）明确了县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责任

种子法 Seed Law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

（2013年、2014年两次修改）

1.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Legal system of PVP

保护条例 PVP Regulations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enforced on October 1, 1997, 
amended in 2013 and 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Implementing Rules fo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Agriculture Part)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

Provisions on Examination of the Re-Examination Board for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

Provision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n Handing Infringement of New Varieties 
of Agriculture Plants

⚫《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Rules on Denomination of Plant Varieties in Agriculture

1.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Legal system of PVP

农业规章 Department Rules for Agriculture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

Implementing Rules fo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Forestry Part)      

⚫《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Law Enforc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nder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测试机构管理办法》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esting Institu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nder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审查规则》

Rules for Examination of Forestry Plant Varieties

18

1.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Legal system of PVP 林业规章 Department Rules for Forestry



1.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Legal system of PVP 司法解释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2月14日起施行；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Trial of Plant Variety Dispute  Cases(enforced on 
February 14, 200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Several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Issues Relating to 

Application of Law to the Trial of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Plant 

Variety Rights(enforced on February 1, 2007)



2.中国植物新品种管理机构
Regulatory agency of PVP in China

“对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内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具备新

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

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植物新品种权的内

容和归属、授予条件、申请和受理、审查与批准，以及期限、终止和无效等依照本

法、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执行。”——《种子法》（2015年11月4日修订版）

中国植物新

品种保护

农业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林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 农业植物新品种管理机构
Regulatory agency of PVP for agriculture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行政负责；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具体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的申请和审查工作。

农业农村部负责受理的植物种类包括：
The categories of plants examined by the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include:

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糖料、蔬菜（含西甜瓜）、烟草、桑树、茶树、果树（干果除

外）、观赏植物（木本除外）、草类、绿肥、草本药材、食用菌、藻类和橡胶树等植物的新品种。
Grain, cotton, oil, hemp, sugar, vegetables (including melon), tobacco, mulberry,
tea, fruit trees (except dried fruit), ornamental plants (except wood), grass, green
manure, herbs, edible fungi, algae, rubber trees and other plant varieties



⚫ 林业植物新品种管理机构
Regulatory agency of PVP for forestry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具体负责林业

植物新品种的申请、审查、授权和执法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受理的植物种类包括：

The categories of plants examined by the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include:

22

林木 forest trees 木质藤本 woody vines 木本观赏植物 woody ornamental plants

竹 bamboo 果树（干果部分）
fruit trees (dried fruit part)

木本油料、饮料、调料、木本药材等
woody oil plants, medicinal woody plants etc.



3.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机构体系
Institution system of PVP in China

农业 Agriculture

复审委员会 品种保护

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植物系品种
保藏中心

植物新品种
测试中心

测试处保护处
27个测试分中心

3个测试站



科技中心 测试机构 代理机构 复审委员会 地方林业

主管部门

新品处
执法处

1个中心、
5个分中心、
2个分子实验室、
6个专业测试站

21家代理机构

林业和草原局

专家、学者
管理人员

宣传、执法、
运用

林业 Forestry

3.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机构体系
Institution system of PVP in China



4.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protection lists of PVP in China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不断扩大。
The genus of new plant varieties under 
protection in China have been expand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名录》（农业农村部令） ，共11批，191

个植物属种列入保护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

录(林业部分)》（国家林业局令），共6

批，206个植物属种列入保护名录。



5.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
PVP Gazette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和《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是农业农村部植物
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和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而创办的集法律，技术和信息于一体的期刊。

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的出版发行,一方面向公众宣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有关政策,
法律法规,展示植物新品种技术信息和育种的新成就;另一方面使植物新品种保护
受理审查等工作接受公众的广泛监督,保证审查和授权的科学性,公正性.同时公报
还是我国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及其成员国进行植物新品种保护信息交流的
桥梁和纽带。



6.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网站
PVP Official websites

农业 Agriculture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
http://www.nybkjfzzx.cn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网站
http://www.zzj.moa.gov.cn/



林业 Forestry

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网
http://www.cnpvp.net/

中国林业知识产权网
http://www.cfip.cn/



7.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培训
PVP publicity and training

农业 Agriculture

• 多年来，在全国举办面向种子管理者、育种者和种子企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培训班;
• 品种信息发布和现场办法品种权证书;
• 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政府组织媒体大规模的宣传和报道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

成就，来让公众了解品种保护从而增强全社会的新品种保护意识。



林业 Forestry

• 自2010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全国林业知识产权宣传周系列活动，举办了林业植物新
品种保护管理培训班、林业植物新品种测试技术培训班、林业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
培训班；

• 举办全国林业知识产权成就展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林业知识产权知识以及林业植
物新品种保护成效，进一步扩大了林业知识产权的影响。



8.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出版汇编
PVP publications

农业 Agriculture

• 2011年至今，出版了
大量介绍中国农业植
物新品种保护的音像
制品和书籍。



林业 Forestry

• 2011年开始每年出版《林
业知识产权年度报告》和
《中国林业植物授权新品
种》以及其他宣传材料。



9.中国植物新品种转化交易
PVP conversion and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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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植物新品种

发布推介会

Introduction 

meeting for 

Plant Varieties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多次召开林业植物新品种发布推介会，在会上发布和推
介新的授权植物新品种，并签订新品种权转让许可合同。

The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has held several introduction 
meetings for new plant varieties,  during which some licensing agreements 
have been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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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授权新品种转化应用试点
Conversion application pilot for Plant Varieties

2013年以来,国家林草局每年在林业知识产权产业化引导计划中，实施林业授权

植物新品种转化应用试点项目。

每年筛选出适应面广的优良新品种10项左右。建立了一批具有林业植物新品种权

的生产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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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入各级林业部门推广计划转化应用
Good new varieties are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forestry technology promotion projects

优良新品种纳入各级林业科技推广计划进行转化运用，促进了授权新品种大面积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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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展示交易平台
Transaction platform

在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网站：

1、展示、推介新的授权植物新品种

2、及时公告植物新品种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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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举办新品种权拍卖交易会
Auction and trade fair for Plant Varie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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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推进转化应用
Promoting the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Plant Varieties 
by Provincial Forestry Authorities

安徽、福建省等地方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出

台激励政策，鼓励获得新品种权，促进新品种转

化运用。

福建省林业厅和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2018年

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管理工作通知，明确

将继续支持新建花卉苗木生产设施，发展花卉精

深加工和花卉采后处理设施项目。

对2015年以来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

选育单位给予重奖，每个草本花卉品种和木本花

卉品种分别奖励10万元和20万元。

三明市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红掌育种资源圃
Anthurium breeding



➢ 桉树、杨树等新品种已成为速生丰产用材
林基地建设的主要树种。

➢ 板栗、核桃、枣等经济林新品种为维护国
家粮油安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
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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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杨、巨霸杨新品种已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贵州等地推广种植
New poplar varieties  planted in Hubei, Hunan, Jiangxi, Henan, Sichuan, 

Guizhou and other provinces

中宁系列核桃新品种推广应用于全国核桃主产8省区的169县
New Walnut Varieties Planted in 8 Provinces

新桉1号、2号等桉树新品种已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推广种植
New Eucalyptus varieties planted in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and other provinces

(7)转化应用成效
Conversion application achievement



‘玉立’等3个木瓜海棠新品种的产业化
A New Variety of Papaya Begonia

➢ 月季、茶花、牡丹、海
棠等花卉新品种带动了
花卉产业发展，美化了
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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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小粉玉’等4个茶花新品种的推广
Four New Varieties of Camellia

‘金玉’等10个月季新品种主要出口国际市场
Ten New Varieties of Rose en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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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4月1日起，中国植物新品种权相关费用暂停征收。
In China, PVP relevant charges have been suspended since April 
1 2017.

中国品种权申请
对全世界免费！
Free of charge to the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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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品种保护审查和测试体系取得长足发展
The PVP examination and DUS testing system have 
been made a significant progress

农业 Agriculture

• 1个测试中心（北京+徐州）

• 27个测试分中心

• 3个测试站

1 headquarter

27 sub-centers

3 stations



442019/9/19

农业 Agriculture

• 品种权审查已经实现了

电子平台办公处理品种

权申请，包括申请的受

理、初审、DUS测试安

排、授权和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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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品种权申请系统已于2019年1
月1日上线。

• UPOV的品种权国际申请平台在中
国北京正式上线，接收来自国内
外的品种权申请。

农业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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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制完成了240个植物测试

指南和18个DNA指纹鉴定标

准，进一步完善了DUS测试

标准化建设。

农业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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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300余人的专业测试队伍初具规模。
A professional DUS testing team with more than 300 well-trained 

experts

农业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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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S测试分中心建设
Facilities of DUS testing

农业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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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实验室配备
well-equipped and modern laboratory

农业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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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和审查：

国家林草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测试机构：

测试中心、测试分中心、专业测试
站、分子测定实验室。

代理机构：

植物新品种权代理和咨询服务。

林业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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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审查
依据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书面材料进行实质审查
（购买）

测试机构测试 委托指定的测试机构进行测试

实地审查 考察已经完成的种植或者其他试验的结果

实质审查的内容 特异性 一致性稳定性

林业 Forestry
• 完善实质审查 Improving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截至2018年底，共开展了147项林业植物新
品种测试指南的编制工作，已完成了槐属、蔷
薇属、桉属、枸杞属、榆属和崖柏属等52项测
试指南标准的制定，分别以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发布，其中国家标准12项，林业行业标准40
项，有效提高了授权质量和审查测试能力。

加快测试指南编制，完善已知品种数据库，加强测试机构的合理布局和条件能
力建设，有效提高了审查测试能力。

• 测试指南编制 Developing DUS Guidelines

林业 Forestry

测试指南
DUS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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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杜鹃）、一品红（绣球）、山茶（油茶）、牡丹、杏、竹

Six specialized testing stations:

Rose  , Poinsettia , Camellia , Peony, Apricot, Bamboo

DUS测试中心

专业测试站（6个）

华
南
分
中
心

华
东
分
中
心

磴
口
分
中
心

分
子
测
定
实
验

室

南
方
分
子
测
定
实
验
室

东
北
分
中
心

华
北
分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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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初步建立区域全覆盖的植物新品种
测试体系，包括植物新品种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测试中
心、测试分中心、专业测试站和分
子测定实验室。

• 测试机构建设 Testing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林业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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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机构建设 Testing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林业 Forestry

区域测试机构分布图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esting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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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Forestry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分子测定实验室
Molecular lab for P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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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机构建设 Testing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林业 Forestry

月季（杜鹃）测试站
test station for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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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机构建设 Testing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林业 Forestry

一品红（绣球）测试站
test station for Poinsettia



582019/9/19

林业 Forestry

• 测试机构建设 Testing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山茶（油茶）测试站
test station for 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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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品种保护行政执法逐步加强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n PVP has been 
reinforced constantly

农业体系 林业体系 联合执法

指定的中级

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

法院

部

司法执法行政执法

省

地

县

局

省

地

县

工商林业公安 农业

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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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在法院建立了知识产权
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由知识产

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的“三合一”

改革。

2、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专门设立

了知识产权法院。

3、建立了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

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着力解决存在的侵权成本低、

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调解工作

也在发挥其独特作用。

(1)司法保护 Judici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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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每年组织开展集中打击

侵犯林业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

开展全国林业系统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工

作评分活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报送

的年度林业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材料进行了

部门考核打分。

在陕西、河北、山东开展了林业植物新品

种权行政执法试点工作。

(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林业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会议
PVP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meeting

国家林业局打击制售假劣种苗
和保护新品种权专项行动会议

Special action meeting of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n combating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fake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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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月季、牡丹品种DNA图谱数据库，为执法取证提供了
技术支撑。

(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月季DNA图谱数据库构建
Construction of DNA-Fingerprint Database for Rose

牡丹DNA图谱数据库构建
Construction of DNA-Fingerprint Database for Peony



行政执法
专项行动

打击制售
假劣林木
种苗

查处侵犯
植物新品

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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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统一要求，健全了植物新品种

权的行政执法体系、加强了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和宣传培训工作，以形成打击侵

犯植物新品种权的强大态势，共同营造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治环境。

(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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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案例（1） Case 1
河北省林科院等单位培育的“美人榆”新品种，是目前全国生产、应用范围最广
的彩色林木新品种之一。

全国14个省区遭数百家苗木生产企业侵权，侵权标的额超过150亿元。
通过积极维权，集中对重点侵权企业起讼，维权行动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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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已有河北、山东共4家企业承认侵权，达成了和解协议，进行了赔偿，确立了
授权关系，成为合法生产商；

天津一家企业被判侵权，赔偿品种权人经济损失15.2万元；

还有6家正在起诉中，
有的表示愿意调解；

更多侵权行为正在查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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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侵权单位繁殖后以“二代红杨”、“中华红叶杨”等名称销售，甚至就以“红
叶杨”销售，并且在互联网、期刊杂志上大量做广告。

侵权分布山东、湖北、四川等省，尤其在河南商丘、周口最为严重。

案例（2）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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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行动 Specific project

品种权人在2010年7月向河南虞城县公安局报案，公安

局以盗窃罪立案，维护了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2900多

棵苗退还，拘留半年）

聘请北京一律师事务所负责诉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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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行动从源头上加大了治理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了育种者
的权益，有利于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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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been 
deepened constantly
• 通过参与研制国际测试指南、举办国际培训、参加东亚论坛、执行中荷、中

美、中欧等国际合作项目，使得中国在国际品种保护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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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派吕波博士在UPOV任职；UPOV秘书长高锐先
生在吕主席卸任之际，为他办法银质奖章并高
度赞扬了他对UPOV做出的卓越贡献。

Mr. Francis Garry,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UPOV, speak highly of Dr. Liu Bo for his
contribution as the chairmen of
Committee of Administration and Legal at
the end of his term of service

• 荷兰专家Arnold Jan Piet van Wijk先生因为
中国品种保护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获得了2013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Mr. Arnold Jan Piet van Wijk, an expert of
the Netherlands, gained Chinese
government "Friendship Award" in 2013,
thanks to his excllent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VP



732019/9/19

国家林业局代表会见UPOV副秘书长Peter button
Delegation from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met with UPOV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Peter button

每年派员派员参加UPOV系列会议，

并积极准备会议对案，不断增加话语

权；参加UPOV技术工作组会议，跟踪

前沿，了解热点，参与国际规则的制

定。

(1)积极参与UPOV国际规则制定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UPOV international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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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签署了合

作协议。与韩国签署《林业植物新品种保

护合作备忘录》，加强与韩国在审批制度、

测试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密切与欧盟、荷兰、德国、日本等植物

新品种保护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按

照UPOV规则购买UPOV成员DUS测试报告，引

进测试先进技术，不断提高我国植物新品

种保护水平。

(2)深入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
Deepe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中韩植物新品种保护合作洽谈
Cooperation on PV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国家林业局代表团考察德国植物新品种测试基地
Delegation from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visited the testing station in Germany

http://www.cfip.cn:1012/file/lyzs/20130418bg4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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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国、日本及东盟10国共同建

立了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

积极参加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

坛（EAPVPF）会议，参与EAPVPF成员

国之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交流、

测试指南编制、技术交流合作和人员

培训。

(3)参与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活动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Forum

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第二次会议
the Second East Asia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Forum



762019/9/19

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经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越来越多，包括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知识产权内容成为非常重要的谈判条件。

参加中国-瑞士自贸区协定知识产权章节的多轮谈判并签署协议，主要就植物新
品种保护问题进行谈判。

参加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与德国、荷兰等国家持续开展新品种保护和测试
技术交流及人员培训，广泛参与多边和双边保护知识产权对话及谈判。

开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FTA)中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谈判工作和东盟10+6的
自贸区谈判，正开启金砖国家自贸区谈判。

(4)参与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
Participate in FTA negotiation



目前，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

新时代安发展壮大种子产业、推进林
业和草原事业发展，要立足于“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高度，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
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1.发展机遇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六、展望 Future plan



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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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业是国家生态建设的主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是国家生态安全的
核心。实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推进乡村振兴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建设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需要更多优质的林业植物新品种支撑。

(2)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现国土
绿化、林农增收、精准扶贫和乡村绿化，解决困难立地造林技术难题，挖林地潜
力，增加森林资源总量，需要以植物新品种的创制和转化运用为支撑。



792019/9/19

(3)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培育、DUS测试提供
了技术支撑。

(4)国家重视林木育种创新，鼓励单位和个人积极培育开发高抗、优质和速生的
林木新品种，推动育种成果转化为植物新品种权。

(5)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和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加强林业植物新品种行政执
法工作，提高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意识，调动了育种者培育新品种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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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与挑战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 法律法规修订滞后，《条例》修
订、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扩大
保护名录、规范农民特权等；

◼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

◼ 侵权容易、取证难、查处难，维
权周期长、成本高，维权困难；

◼ 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实施精准
管理，为申请人提供便捷服务。

植物新
品种保

护

法律法规

修订之后

保护意识

有待提高

侵权容易

维权困难

信息化水
平有待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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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与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1)进一步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积极推进《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修改

，进一步修订完善《实施细则》及配套的规章制度，增加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扩

大林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更好保护育种者权益和原始创新。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制度（EDV）

—保护范围延长至收获物及制品

—保护期限延长至25年

—控制农民特权

—放开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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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积极推进林业植物新品种的电子申请和管理系统建设，

网站页面设计和功能更加科学合理，方便申请人在互联网上提交

申请，查询授权审批进度，提高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信息化水

平。

3.对策与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832019/9/19

(3)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

的要求，进一步创新审查机制，优化审查流程，提高植物新品种

权的审查效率和服务水平。

(4)健全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强测试机构

的合理布局和条件能力建设，加快测试指南编制，完善已知品种

数据库，不断提高植物新品种的测试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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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与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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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培训和宣传；

健全林业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体系，加强执法能力建设；

及时查处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和假冒授权品种的案件；

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建立知识产权联合惩戒机制，对

植物新品种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的纳入失信黑名单进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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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与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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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植

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积极承担UPOV测试指南任务；积极推进与

其他UPOV成员国的DUS双边测试和DUS测试报告互认；推进东亚植

物新品种保护论坛，落实与欧盟新品办、韩国新品办的协议；强

化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新品种保护合作交流，不断提升我

国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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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与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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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报告完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