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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下，曾经作为全球性公共物品的生物遗传资源正不断被发达国家利用植物新

品种权、基因专利等工具竞相圈占为其私有物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要求在国际间建立

公正的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本文主要从揭示遗传资源圈占与利益矛盾的问题根源出发，通过总结近20年来生

物遗传资源权属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演进过程，剖析《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等相关国际制度在遗传资源获取、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等问题的矛盾与冲突之处，最后提出现有国际体制的协调措施，以及我国为满足国际遵约要求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生物遗传资源；权属；制度安排；惠益分享；知识产权

1 问题的提出
生物遗传资源对农业和生命科学产业的技术

创新尤为关键。据估计全球天然药物市场 75~150
亿美元中，植物性药物就占到 20~61 亿美元 [1]。近

30年来，各国纷纷加紧对遗传资源的“跑马圈地”，

引发了许多利益冲突。有人引用“种子战争”（Seed
War）来描述这场竞争，甚至提出“拥有种子就可以

掌控整个世界”、“一个基因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等观点。

长期以来遗传资源一直被当作人类的共同财

产，可以自由采集和传播。但是，随着生物多样性

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经济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

求的不断增加，遗传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根据

诺斯的产权起源理论，某种资源出现了稀缺之后，

人们展开了争夺这种稀缺资源的竞争，由此才产生

了解决争夺稀缺资源的利益冲突的产权规则。因

此要解决遗传资源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完善生物

遗传资源产权的国际制度安排。

国际社会为此组织了大量的磋商与谈判，先后

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波恩准则》、《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

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

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等重要的国际

条约与规范 [2~5]。但不同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许多

重叠、矛盾与冲突之处，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也对

我国遗传资源的国内管理与立法、遗传资源对外交

流与合作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我国具有优越的遗传资源禀赋，国家种质资源

库保存了39万份作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数量位居

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兼具遗传资源提供大国和

利用大国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借用知

识产权制度的海外战略强化研发创新者的利益时，

我们应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我国的植物

遗传资源主权和实现国家资源利益最大化；另一方

面，在过度依赖国外遗传资源的形势下，需充分利

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规则，保障本国

遗传资源安全。如何充分运用遗传资源国际和国

内的制度规则，维护我国遗传资源安全及利益最大

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本文主要从揭示惠益分享问题的根源出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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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下，发达国家如何运用植

物新品种权、基因专利等权利工具圈占遗传资源；

在此基础上讨论生物遗传资源权属及惠益分享国

际规则的冲突与协调机制，分析现有国际制度安排

的内在缺陷以及改进方向，并总结国际制度演变对

我国国内立法和管理体制的要求和挑战，最后提出

我国的应对策略。

2 遗传资源圈占与利益矛盾
与工业相比，知识产权制度运用到农业领域的

时间较晚，所以在早期生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利益矛

盾并不突出。20世纪初发达国家当时育成的品种

大都视为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20世纪30
年代后，尤其在杂交种育成后，农民无法留种，每年

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产业萌发出巨大商机。

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育种团体通过不断

游说与酝酿，不断地将专利制度延伸到农业和生命

科学领域，并推动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从

此，各类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如基因、种质）

作为技术知识的物质载体，可以借助法律制度保障

转化为技术拥有者的具有独占性权利的合法私有

财产。

随着农业的国际化发展，凭借知识产权保护，

发达国家的跨国种业集团逐渐实现了对世界种子

市场的垄断。目前世界十大种子企业约占全球种

子市场贸易额的67%，其中孟山都与杜邦两家公司

就占40%（表1）。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跨国公司和研究机构更

是大力推行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知识产权的“海外战

略”，到生物多样性丰富但技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进行生物勘探（Bioprospect）甚至“生物剽窃”

(Biopiracy)，以低廉的成本获取遗传资源，进一步研

发之后申请甚至直接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改头换

面”后又高价行销到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多样性特

别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哥伦比亚、肯尼亚、乌拉圭

等，品种权的申请量一半以上来自外国国民，而这

些国外申请者又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跨国种业公司

（图 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

提供方却不能分享遗传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各种利

益，因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

惠益分享制度。

3 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演进
目前，许多国际论坛与组织都在讨论遗传资源

的权利及惠益分享问题，但是影响最大并已经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主要是CBD和FAO两大体系。

3.1 CBD体系

1992年 6月，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首脑会议

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承认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并

要求资源利用国应与资源提供国公平公正地分享

由使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6]。

CBD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能体现公平惠益分享的

国际制度。2000年 5月在肯尼亚召开的CBD缔约

方第五次大会设立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议题不限成员名额

特设工作组，为建立 ABS 国际制度开展政府间谈

判。2002年 4月经CBD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批准的

《波恩准则：关于遗传资源取得及其利用所产生的

表1 全球最大的十家种子企业

Table 1 The world’s top 10 seed companies

公司

孟山都

杜邦

先正达

利马革兰

兰德湖

KWS AG
拜耳作物科学

Sakata
丹农公司

（DLF-Trifolium）
Takii

资料来源：各企业2007年年报。

所属

国家

美国

美国

瑞士

法国

美国

德国

德国

日本

丹麦

日本

2007年销售额

（亿美元）

49.64
33.00
20.18
12.26
9.17
7.02
5.24
3.96
3.91
3.47

占世界种子

市场份额(%)
25
15
9
6
4
3
2

<2
<2
<2

图1 2001年-2007年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的

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来源
Fig.1 The source of application for new plant variety rights in some

biodiversity rich countries between 2000 and 2007
数据来源：UPOV历年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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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公平合理分享》，确定了ABS过程的基本程

序，并着重强调利用者有义务征求提供者的“事先

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PIC），确定“共同

商定条件”（Mutually Agreed Terms，MAT）的基本要

求。波恩准则成为CBD框架下ABS的基本程序[7]。

截至目前，ABS 工作组已召开十次会议，对达成一

个有法律约束力的 ABS 国际制度形成基本共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10年10月18日-29日日本

名古屋召开的 CBD 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地

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

古屋ABS议定书》），使“惠益分享”成为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缔约方义务。

3.2 FAO体系

为平衡资源提供者和技术研发者之间的权利，

FAO早在 1986年就首次提出“农民权利”的概念[8]。

在1993年制定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

承诺》中FAO提出用“农民权利”来协调与知识产权

之间的关系[9]。农民权利主张承认农民对生物遗传

资源的主权，并容许农民通过一定方式参与分享遗

传资源后续开发所产生的利益，这一概念正逐渐得

到国际社会的接纳和支持，并成为此后遗传资源权

属国际规则制定和演进的基本精神[10]。

在CBD生效之后，遗传资源的取得与流通在手

续上就会变得相对复杂，不利于农业研究。为此，

FAO提出多边协定的概念，将有关粮食、纤维作物

与高附加值的药用、观赏植物加以区分。 2001 年

11月FAO通过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ITPGRFA）》，并于 2004年 6
月 29日开始生效。ITPGRFA倡导在尊重国家主权

原则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多边系统，以

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并在互补和相

互加强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分享因利用这些资源

而产生的利益。所提供的遗传资源只限于粮食和

农业研究、育种和培训等用途，不得用于化学、医药

或其他非食用（饲用）等工业用途。获取者也不得

以从多边系统获得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或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的形态，提出限制其方便获取的

任何知识产权和其它权利的要求[11]。

但是，ITPGR并没有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实际所有权问题上做出明确规定，缔约方也没

有审查这方面的立法的义务。各缔约方只是在行

使对资源主权的前提下，同意建立一套多边系统。

如此一来，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缔约国会

列出哪些材料是被自己管理和控制以及公共持有，

是否会采取适当措施最大程度地将全部资源都纳

入到多边系统中共享，各国的实际努力程度必将影

响到多边系统的运行效果。

4 国际制度安排的冲突与协调
CBD和 ITPGR主要关注资源提供者的利益，包

括资源提供者获得惠益分享的权利。实际上，目前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使用的国际管治还要受

TRIPS、UPOV两种国际制度的制衡。WTO的“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和植物新品种保

护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Un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主要关注研发者和使

用者的利益，尤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

作用。这种近乎对立而又交叉重叠的国际制度安

排，导致国际社会对 ABS 的具体操作存在激烈争

论，进而影响了不同制度安排的实际效率[12,13]。

4.1 CBD公约与TRIPS协定

TRIPS协定与CBD规定的责任（Obligations）之

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尽管TRIPS没有直接阐

述植物遗传资源问题也没有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但是CBD声明专利和知识产权可能会影响公约的

执行，CBD第16款第5条明确要求缔约国应确保专

利和知识产权支持而不是阻碍公约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CBD第 16款第 2条又提出，在涉及到属

于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范围的技术转移时，技术的

取得和转移所根据的条件应承认且符合知识产权

的充分有效保护。

显然，承认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确保知识产权不

阻碍公约目标的实现，两者必须协调一致。但是，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 WTO 成员国的任何行为与

TRIPS协议要求相矛盾时，他们是否会援引CBD的

目标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这是一个国际法的

冲突问题，因为 TRIPS 和 CBD都没有提供“特殊规

则”来解决这类问题。在解决冲突时，到底是CBD
还是TRIPS作为更具体的条约而优先使用权，CBD
和WTO委员会显然会各执一词。

同时，对于“充分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具

体要求，TRIPS 和 CBD 都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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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识冲突。发达

国家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呼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力度和范围，这样能刺激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

研发投资，间接增加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激励。而

发展中国家为了能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强调“知识

产权的保护水平应该与一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条

件相适应，不能阻碍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最致命的是，CBD确认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国家

主权原则、事先知情同意、惠益分享和对传统知识

的保护，而 TRIPS 协议则特别强调知识产权是私

权。如果对某一生物遗传资源授予专利，这种生物

资源在一定时期内就不再是公共的，而只有权利人

才有权处分它。这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显然是

不利的。如何在合理保护专利的同时，确保该专利

所基于的生物资源能获得相应的惠益是WTO新一

轮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协调TRIPS和CBD关系问题上，主要集

中在是否应该要求WTO的成员立法规定专利申请

必须揭露遗传资源的来源信息，即将信息披露作为

专利保护的条件之一。TRIPS协议并没有特别提到

遗传资源专利的问题，而根据专利的授予条件，它

并没有禁止缔约方授予基因专利。但如果授予基

因专利，又必然涉及遗传资源的来源问题，TRIPS协

议只字未提遗传资源获取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

分享原则。

各国对于TRIPS和CBD的关系协调在WTO讨

论TRIPS的第 27条第 3款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许

多发达国家认为这两个条约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

之处，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表示可能需要通过修改

TRIPS协定使两者相协调。TRIPS协定和CBD以及

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

成为TRIPS理事会的常设议程项目，同时也是多哈

工作方案项下的未执行问题之一。但是，许多发达

国家反对通过 TRIPS 的专利制度来实施 CBD 要求

的有关义务。尽管有好几个WTO成员国反复要求，

CBD 仍然没有获得在 TRIPS 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

身份。

上述冲突的局面，导致来源披露问题至今尚未

在国际层面取得显著成果，即使是 2010 年 10 月

CBD通过的《名古屋议定书》对遗传资源来源也没

有强制披露的遵约规定，对于设立国家检查点以监

测和追踪 PIC 和 MAT 的履行也没有硬性的要求。

不过，欧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在国内的专

利制度中引入遗传资源的来源披露制度。

目前我国也正在建立生物遗传资源来源的信

息披露制度，2008 年 12 月修订的《专利法》第二十

六条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

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

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

陈述理由”。

4.2 CBD公约与UPOV
UPOV强调的是“育种者权利”，CBD主张的是

“遗传资源权利”，两者在对待遗传资源的原则和立

场上存在根本性冲突，对于目前CBD讨论的遗传资

源的身份证制度和来源信息披露，UPOV坚决反对

将任何强制性披露原产地信息作为获得植物新品

种保护的条件之一，因为这会与UPOV的条款相矛

盾。UPOV也反对将任何身份认证要求作为获得品

种权保护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UPOV还反对任

何惠益分享机制，因为如果品种用于后续育种开

发，执行惠益分享机制会给主管品种权的机构增加

额外的行政负担，也会给育种者带来额外的财务义

务。UPOV 认为 ABS 机制会与 UPOV 公约的“育种

者免责”（Breeders’exemption）相抵触。

4.3 CBD与 ITPGRFA
ITPGRFA承认CBD关于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

原则，并且把“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加

入到“多边系统”中 [14,15]。但是，最具争议的是

ITPGRFA的第12.3(d)，获取者不得申请任何知识产

权和其它权利的要求来限制其他人从多边系统获

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或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的形态。但是，接受方从遗传资源中进一步分离出

的某种物质，是否属于从多边系统中获得的形式，

是否应按照第 12.3(d)的要求不能申请知识产权保

护[16]。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允许这种类型的专利有

利于激励遗传资源的创新和利用。但是，对于许多

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发达国家）而言，对这些

具有国家主权的遗传资源的不正当占有，有悖于

ITPGRFA所强调的交换精神。CBD和 ITPGRFA这

两种机制在某些规则上的不同，使得在一些具体的

适用范围上产生了大量的争议。

目前，同时批准了CBD和 ITPGRFA的国家，将

多边系统的规则应用于作物清单中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而将CBD的规则适用于除此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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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但是，很多时候粮食、营养和健康的用途也很

难区别，关于哪些是用于粮食和农业研究，哪些是

用于其他用途，这两者的界限也不清晰。一个最著

名的例子就是“金色大米”。金色大米是用转基因

技术生产富含维生素A的大米，以解决许多儿童因

缺乏维生素A而导致失明的问题。显然，金色大米

是用于粮食和农业相关的种植和食用。但是，它也

可被视为是解决健康问题，因此可以不适用于

ITPGRFA。而且，如果最初的用途是仅用于粮食和

农业研究，但是后续的研究目的又有所变化，后续

的利用者则必须追溯到遗传资源的原产地以达成

ABS协议。

还有一个冲突之处，ITPGRFA的规则适用于全

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但是多边系统的规则

只适用于作物清单中的遗传资源。而在CBD的《名

古屋议定书》中，指出CBD的管辖范围主要是国家

管辖权范围内的生物资源，不包括粮食和农业遗传

资源。那么，对于那些作物清单之外的资源，该适

用于哪种ABS规则？是参照多边系统沿用CBD的

相关规定，各个国家的做法都不太一致。

4.4 ITPGRFA和UPOV
ITPGRFA第13(d)要求“接受方如果将从多边系

统中获得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出来的产品予

以商业化，就应该将商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分利

益支付给多边系统，除非这个产品无论何时都不限

制其他人对它的进一步研究和育种。这就意味着，

接受方一旦销售了含有从多边系统中获取材料的

产品，就必须向多边系统支付货币收益，这个条件

意味着无论它拥有该产品的专利，还是采取了某些

技术措施限制他人对产品的研发和育种，都必须分

享惠益。但是，如果这些产品也获得了植物新品种

保护，那么根据UPOV的“研究者免责”机制，惠益分

享机制就没有必要发生。

4.5 ITPGRFA和TRIPS
ITPGRFA的第12.3(f)和13.2(b)(iii)也指出“获取

受知识产权和其它产权保护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

源应符合有关的国际协定和有关的国家法律”。但

目 前 ITPGRFA 的 管 理 机 构 还 没 有 深 入 讨 论

ITPGRFA和TRIPS的相互关系，尽管它已经意识到

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因为相关的知识产权势必

会影响到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取得和使用。

5 结论、讨论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发达国家主导的TRIPS和UPOV等知识产权制

度侧重资源利用者的利益，而 CBD 和 ITPGRFA 则

强调资源提供者的权利。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同

又注定了制度安排之间必然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因此，要想在国际层面建立统一的、乃至与知识产

权制度并行的遗传资源权属国际制度短期内很难

实现。今后国际制度协调的方向应是推动遗传资

源的现有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机衔接，例如推

动修改TRIPS协定，强调在专利申请过程中要求披

露遗传资源来源信息的国际义务，这样才能有望真

正落实CBD体系关于来源披露的要求。

《名古屋议定书》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

的结果，但在遵约部分也没有硬性规定，特别是对

遗传资源来源没有强制披露的规定，只是要求缔约

方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以确保获取与惠益

分享义务的切实履行。实际上，《名古屋议定书》只

是为推动各国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公

平体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具体的实施效果还依赖

于成员国的国内立法。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关配套

的政策与法规体系，也没有明确的管理体制和机构

安排。

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根据《名古屋议定书》的要

求，调整和制定相应的国内规则。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先在国内建立遗传资源的权属管理制度，促进国

内遗传资源的身份管理体系与CBD倡议的遗传资

源国际证书制度相衔接；同时，推动建立统一的、规

范的遗传资源流转机制，尝试推行标准化的“材料

转移协议”，并在相关条款中明确资源提供方和利

用方进行惠益分享的条件和内容。

此外，也需要进一步调查清楚目前遗传资源的

本地状况和国际交流情况，以便在今后参与相关国

际谈判时，在讨论具体条款时能明确到底是以资源

提供者，或资源使用者，还是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

的双重身份来表达我国的立场和主张，充分利用国

际规则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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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and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
Proprietorship of Biological and Genetic Resources

and PolicyOptions in China

LIU Lijun1，2, SONG Min1，2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China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gricultur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now increasingly making use of plant variety rights and gene patents to claim biological and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n dominate these former global public goods as their private goods.
Ironically, as the primary upstream providers of resources,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not gain any
returns from the downstream utilization although they contribute substantially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a long time. So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lways been criticizing developed countries’
bio-piracy actions and advocated establishing a fair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 This study firstly
explored the origin of problem and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over the
proprietorship of biological and genetic resources. In particular, conflicts in the subject of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different regimes, such a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ITPGRFA),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and International
Un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 were analyzed. Finally, some possible
approaches to harmo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cy options for China were
proposed. The main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Developed countries stand by the
TRIPS and UPOV system, which strengthen private exclusive righ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use of genetic resources. Developing countries favor CBD and ITPGR, which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resources providers. So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ing regime is inherently
contradictory and essentially impedes the progress of benefit-sharing. While the CBD advanced in
adoption of the Nagoya ABS protocol, which is seen as a great milestone in the ABS issues, the
CBD still merely g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ach member state. Neither disclosure nor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s of origin are mandate obligations.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completely
depends on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policy initiatives of member countries. Moreover, member
countries, if they are also WTO members, must comply with TRIPS requirements when consider
working out the relevant domestic ABS framework according to CBD. Obviously if TRIPS doesn’t
accommodate CBD, any proposed ABS scheme will not function very well in the end. China has
not carried out the practical ABS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keep in line with the ABS requirements of
Nagoya protocol. At present, the first step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s to establish a domestic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genetic resources which is the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of the ABS system,
and then promote the standard material transfer procedure with indispensable ABS provisions
between the providers and users.

Key words: Biological and genetic resources; Proprietorship;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enefit
sha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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