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内容 

 

1. 《农民权利的国际矛盾：关于农民权利的《国际条约》第 9 条与 UPOV（国际植物新品

种保护联盟）有关文书之间的相互关系》（附件 1）作者：Sangeeta Shashikant 

 

WTO 的 TRIPS 协议（《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27.3（b）条要求 WTO 成员（最不

发达国家除外）提供对植物品种的保护，但也允许 WTO 成员国完全自由地决定此类保护的

方式。然而，尽管存在这一政策空间，发展中国家政府依旧经常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其中许

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国际条约》的缔约方，并采用 UPOV（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1991

年文本作为其植物品种保护系统（PVP 系统）的基础。 

 

这篇文章（附件 1）详细阐述了 UPOV（特别是其 1991 年文本）的要求与《国际条约》第 9

条的实施之间的冲突。它介绍了一些国家的实际经验。UPOV 要求这些国家从其植物品种保

护（PVP）法案或立法中删除实施农民权利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被视为不符合 UPOV 的要

求（特别是其 1991 年文本）。此外，本文还重点介绍了几个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替代性、非

UPOV 的植物品种保护系统（PVP 系统）。这些国家利用这一系统进一步实施了 ITPGRFA（《粮

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9 条。 

 

一些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已选择显著偏离 UPOV 1991 年文本的一刀切模式，

并采用创新的国家 PVP 立法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公共利益、商业育种者与农民），推进实现

《国际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名古屋

议定书》）的关键要求和目标。 

 

例如，印度《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2001 年）》第 39（1）（iv）条中包括以下例外：

“农民应被视为有权以与本法案生效前相同的方式保存、使用、播种、补种、交换、分享或

出售其农产品，包括受本法保护的品种种子，前提是农民无权出售本法保护品种的品牌种子”。 

 

同样，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 PVP 立法也规定了保护小农自由保存、使用、交换、分享或出

售其农场储存的受保护品种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的权利。 

 

马来西亚和印度的 PVP 法律包括各种机制（例如披露品种来源的义务），以防止当地遗传资

源（包括农民所拥有的品种）被滥用，并促进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 

 

这表明制定一项特殊的 PVP 立法以促进《国际条约》第 9 条的实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2. 《发展中国家的植物品种保护：特殊的植物品种保护系统设计工具：UPOV 1991 年文本

的替代方案》（附件 2） 

作者：Carlos M. Correa（Sangeeta Shashikant、Francois Meienberg 提供帮助）。可在以下

网址获得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版本：http://www.apbrebes.org/news/new- 

publication-plant-variety-protection-developing-countries-tool-designing-sui-generis-plant 

 

本文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一个符合世贸组织要求、适合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种子和农

业系统、促进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名古屋议定书》和《国际条约》（特别是其

第九条）目标的特殊的植物品种保护系统（PVP 系统）。 



 

本文第一章从知识产权和 UPOV 角度探讨了植物保护的起源。第二章详细阐述了 TRIPS 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可获得的灵活性，以及包括《国际

条约》在内的与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其他国际文书的背景和规定。 

 

第三章讨论了 UPOV 1991 文本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它还特别强调了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实施的特殊的 PVP 模式。这种模式除其他外，促进了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条约》第 9 条的实施。 

 

重要的是，第四章提出了设计特殊的 PVP 制度的一些关键特征的示范规定，这些特征至关

重要，并且可以根据国情加以调整，同时考虑到《国际条约》第 9 条的要求和各国的最佳做

法。 

 

简而言之，除其他外，本章建议通过报酬权（而非专有权）保护新型的和传统的农民培育品

种，即拟议的制度不会限制对这些品种繁殖材料的商业开发；但当开发开始后，它将要求（对

个体农民、农业社区等）支付报酬。因此，该制度主要旨在防止农民和农民社区开发或进化

的品种以及育种人员（包括公共研究机构）开发的其他异质品种被滥用。 

  

重要的是，由于认识到小农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拟议的制度免除了他

们在上述植物品种类别方面的任何义务，从而充分保障小农自由保存、使用、交换和出售种

子和繁殖材料的权利。拟议的制度同时也会为其他农民考虑符合农民权利概念的例外情况。 

 

拟议的特殊制度还建议设立一个种子基金，该基金将从对传统农民品种的商业开发以及新的

统一植物品种登记时的分享惠益捐款中收取报酬。种子基金的收入将用于支持植物遗传资源

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农场内的种子保护和社区种子库，并对相关农民和农业社区实

施惠益分享。 

 

拟议的示范条款还规定了披露寻求保护的植物品种来源信息的义务，并要求提供证据证明用

于育种的材料是合法获得的。这将进一步推进《国际条约》第 9.2（b）条的执行。同时，拟

议的示范条款承认农民有权按照《国际条约》第 9.2（c）条的要求参与决策。 

 

第五章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特殊的 PVP 立法时可能面临的障碍，以及在立法时应采取

的行动建议。本章考虑到《国际条约》第 9 条的要求，详细阐述了包容性进程在发展特殊的

PVP 系统中的重要性。 

 

3. 《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执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9.2（c）条》

（附件 3）。  

作者：Chee Yoke Ling、Barbara Adams（Sangeeta Shashikant和 Laurent Gaberell提供帮助）。

可在以下网址获得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http://www.apbrebes.org/news/farmers%E2%80%99-right-participate-decision-making-%E2

%80%93-implementing-article-92-c-international-treaty 

 

第 9.2（c）条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决策过程（如行政、立法）和结果（如政策、立法、法规、

预算、战略等）。鉴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广泛范



围，它也适用于广泛的主题，包括制定与植物品种保护、种子认证和营销有关的种子法。它

与农民在 PGRFA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所有作用相关，考虑到农民权利在这方面的重要

性，参与权是第 9 条本身相关事项的内在要求，包括第 9.2（c）条的实施。 

 

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所需要的参与不仅仅是协商。第 9.2（c）条适用于国家一级的决策，

其中也包括参与地方和社区一级的次国家进程。然而，这份文件还表明，区域和国际的发展

与进程日益影响国家一级的决策，而这些又反过来会对农民权利和《条约》的执行产生不利

影响。由于区域和国际决策影响国家决策，并影响到农民的权利，因此，只有使参与权也应

适用于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决策过程才是合乎逻辑的。 

 

本文第一章讨论了第 9.2（c）条的背景和范围，以及它对实现农民综合权利的重要性。利用

国家和利益攸关方提交的国际条约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实例和经验，第二章和第三

章审查了农民参与决策过程的状况，确定了第 9.2（c）条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和

挑战。这些证据还说明了参与权的实施和不实施是如何分别促进或阻碍农民权利的实现的。 

 

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是在人权框架内确立的一项权利。因此，有关人权文书中的具体规定以

及对这些规定的解释和理解可以反映出有效执行第 9.2（c）条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一些人权

文书中的机制可以用来维护农民参与决策进程的权利。除了人权文书之外，联合国系统在参

与决策方面也有不错的范例。例如，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获取信息公约》、《在环境问题

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通常称为《奥尔胡斯公约》）和《生物多样性

公约》（CBD）。 

 

第 4 章重点介绍了现有人权框架中表达的一些现有原则、规范和标准，以及为加强第 9.2（c）

条的实施而可能考虑的良好做法和机制。 

 

本文从挑战中汲取教训，并借鉴联合国系统内特别是人权框架内存在的规范、原则、良好经

验和机制，探讨了有效实现农民参与决策权所必需的一些关键要素。第五章讨论了有效及有

意义实施第 9.2（c）条所必需的要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简而言之，参与权应包括以下内容： 

 

– 它应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并可由法律强制执行。 

– 它应得到包容、独立、公正、透明和非歧视性的进程和机制的支持，这些进程和机制旨

在吸引农民，包括社区一级的农民，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并

提供反馈和建议。 

– 应特别注意弱势群体的参与，特别是小规模农民。因为他们在保护和可持续粮食系统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 在立法起草和政策制定的各个阶段进行磋商，发表意见和批评，并提交提案。这意味着

在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评论和意见。 

– 有关当局作出真诚的长期承诺，就制订政策、方案和措施进行密集深入对话。 

– 在整个过程中必须能够迅速获取全面、最新的信息（例如决策过程的时间表和阶段、如

何以及向谁提交意见和/或提案、实质内容（文书、文件、证据等的实际内容）等）。 

– 结社自由、能力建设和财政支持。 

– 当某一决定对相关个人或团体造成不利影响并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时，应具备寻求对该决



定进行审查和补救的机会和能力。 

 

这篇文章的主要建议如下。 

 

对各国政府的建议 

 

• 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正如文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所阐述的那

样，这种合法权利应得到以人权和其他参与机制和进程的原则为基础、并与之一致的机

制的支持。参与和参与的方式应以联合国系统的良好经验为基础，而不应在目前的正式

或非正式的做法方面出现倒退。这一点也很重要。 

 

• 鉴于种子政策、法律（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植物品种保护和专利）、种子认证和销售方

面）的影响，必须确保农民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种子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

特别是要以本文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的良好经验、原则和要素以及农民权利为基础。种

子政策和法律如果是在没有农民参与或只有有限农民（特别是小规模农民）的参与下制

定的，应在农民参与的情况下紧急审查。 

 

• 在执行第 9.2（c）条时，政府应认识到农民及其组织和自组织代表机制“未经过滤的

声音”的具体作用和重要性，特别是小规模农民充分参与的意义。 

 

条约层面的建议 

 

• 收集涉及农民参与有关 PGRFA 决策的国家、区域、国际规则及惯例的数据和信息，并

记录和评估其对实现农民权利的影响，包括进展、障碍和挑战。 

• 在农民代表和公共利益民间社会组织的充分和有效参与下，制定有效执行第 9.2（c）条

的指导方针。此类指导应建立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的良好经验、原则和要素的基础上。 

• 根据《条约》设立一个监察员设施，并为农民权利（包括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执行

过程中面临的差距和障碍打开一个解决窗口。 

• 《条约》遵守机制要求各缔约国报告《条约》的执行情况，并具体要求缔约国提供关于

为落实农民权利（包括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的资料。这些国家执行情况

报告应定期提交并公开。还应让农民代表有机会提出他们对与本国农民权利执行情况的

看法，包括对涉及本国的区域和国际活动及文书的意见。 

• 与农民代表和公众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磋商，评估农民参与条约相关会议、进程和

倡议的情况，旨在使农民对这些进程和举措的参与制度化并得到加强。 

• 确保提供充足、可预测的、及时的资金，落实参与理事机构工作的权利，包括其闭会期

间的工作以及可能举行的相关协商和会议。以发达国家为首的一系列缔约方应为由粮农

组织/《条约》管理的多捐助者信托基金提供资金（考虑到理事机构 2013 年和 2015 年

的决议更广泛地与粮农组织（FAO）建立了明确的联系，特别是提到了粮食安全基金

（CFS））。 

• 认识并利用农民的专业知识。缔约方授权秘书处召开的任何会议、磋商、专家小组、工

作组或同等机构，均应充分派农民组织的代表参加。为确保这一点，秘书处应承认并尊

重农民自主组织和选择代表的权利，并应为他们的参与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 加强和支持农民团体和公共利益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民权利（包括参与决策的权利）方面

对农民（尤其是小规模农民）进行的能力建设（例如确保财政支持）；注意可能损害农



民权利的发展；以及认识到农民积极参与相关的国家、区域和国际进程的重要性。 

 

 

对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组织及进程的建议 

 

• 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组织及进程应尊重农民权利，确保其文书和活动不影响实现农民权利

的政策空间，避免违背《条约》或未充分挖掘《条约》的目标和规定。  

• 根据上述规定，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组织及进程应承认、合法建立并制度化农民参与决策

过程和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得到建立在联合国系统参与机制和进程良好经验基础上

的机制的支持，以及文件第四章和第五章阐述的原则和要素的支持。 

  



附件 1 

 

农民权利的国际矛盾： 

关于农民权利的《国际条约》第 9 条与 UPOV（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有关文书之间的

相互关系 

 

Sangeeta Shashikant 

第三世界网络 2018 年 

 

本文基于第三世界网络和伯尔尼宣言（现为公众视线）于 2015 年 10 月就相互关系问题向《国

际条约》提交的文件。该文件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http://www.twn.my/title2/intellectual_property/info.service/2015/ip151003/457628655560ccf 

2b0eb85.pdf 

 

A. 简介 

 

《国际条约》第 9.1 条承认当地社区和农民以及土著社区和农民，对构成全世界粮食和农业

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及开发“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的”巨大贡献。 

 

现有文献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力证农民特别是小农的贡献及其在发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PGRFA）以及保护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1 

 

《国际条约》第 9.2 条将实现农民权利的责任交给各国政府，并补充道，各缔约方应酌情根

据其需要和重点，并依其国家法律，采取措施保护和加强农民的权利，包括： 

 

（a） 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相关的传统知识； 

 

（b） 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而产生的利益的权利；  

 

（c） 参与在国家一级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保护和可持续使用有关事项

决策的权利。 

 

在第 9.2 条中使用“包括”一词，意味着农民应有的权利是开放的，并不仅指列出来的这些。 

 

《国际条约》第 9.3 条规定：“本条款绝不得解释为限制农民根据国家法律酌情保存、利用、

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的任何权利。” 

 

上述要素的重要性，特别是农民保存、使用、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繁殖材料的权利，

在《国际条约》序言部分得到了强化，其中规定： 

 

“还确认《条约》中承认的保存、利用、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其他繁殖材料的权

                                                             
1 1 参见粮农组织《小农和家庭农户概况》：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nr/sustainability_pathways/docs/Factsheet_SMALLHOLDERS.pdf；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13)《小农、粮食安全与环境》：

http://www.ifad.org/climate/resources/smallholders_report.pdf 

http://www.twn.my/title2/intellectual_property/info.service/2015/ip151003/457628655560ccf%202b0eb85.pdf
http://www.twn.my/title2/intellectual_property/info.service/2015/ip151003/457628655560ccf%202b0eb85.pdf


利和参与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的决策及公平合理分享这种利用所产生利

益的权利，是实现农民权利的根本，也是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促进农民权利的根本。” 

 

农民权利是《国际条约》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充分执行农民权利是实现《国际条约》各

项目标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非常担心 UPOV（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的文书和/或

活动会对农民权利造成不利，甚至削弱这些权利，从而阻碍这些权利的充分实现。 

 

本文重点介绍了 UPOV 的文书和活动与农民权利实施之间的一些冲突。 

 

B. 联合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WTO-TRIPS 协定）第 27.3（b）条 & 特殊的植

物品种保护（PVP）立法 

 

WTO-TRIPS 协定第 27.3（b）条要求 WTO 成员提供植物品种保护。然而，它也允许世贸组织

成员完全自由地决定这种保护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第 27.3（b）条的义务不适用于作为

最不发达国家的世贸组织成员，因为它们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前处于过渡期，在此期间它们

不需要执行 TRIPS 标准。2 而且此过渡期可应要求得到延长。3 

 

第 27.3（b）条规定的唯一条件是提供“有效的特殊的”保护。“特殊的”（sui generis）的意

思是“独特的”、“自成一格的”，因此世贸组织成员有广泛的政策空间来界定如何赋予保护。

本条款未提及《UPOV 公约》。因此，WTO 成员可以选择不符合 UPOV 标准的“特殊”的保

护。 

 

人们普遍认为《UPOV 公约》（尤其是 UPOV 1991 年文本）的法律框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因为它是根据美国和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农业制度和种子生产方式而制定的。事实上，在制

定《UPOV 公约》的过程中，显然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参与。4 

 

因此，一些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埃塞俄比亚）已选择显著偏离 UPOV 1991 年

文本的一刀切模式，并采用创新的国家 PVP 立法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公共利益、商业育种

者与小农），推进实现《国际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及其《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

屋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的关键要求和目标。 

 

例如，印度《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2001 年）》第 39（1）（iv）条中包括以下例外：

“农民应被视为有权以与本法案生效前相同的方式保存、使用、播种、补种、交换、分享或

出售其农产品，包括受本法保护的品种种子，前提是农民无权出售本法保护品种的品牌种子”。 

 

这表明制定一项特殊的 PVP 立法以促进第 9 条条约的实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然而，

如下文所示，《国际条约》缔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们被要求采用 UPOV 1991 年文本的

模式，放弃农民权利。 

                                                             
2参见 2013 年 6 月 11 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通过的决定(IP/C/64)：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a_docs_e/7_1_ipc64_e.pdf 
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66.1 条。 
4 1991 年法案仅由 20 个 UPOV 成员国进行谈判，其中只有一个（南非）是发展中国家，另有 17 个发展中

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见 Carlos M. Correa 等人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植物品种保护：特殊的植物品种保

护系统设计工具：UPOV 1991 年文本的替代方案》（来自公共植物育种协会）：

http://www.apbrebes.org/news/new-publication-plant-variety-protection-developing-countries-tool- 
designing-sui-generis-plant 



 

C. UPOV 与农民权利实施之间的冲突 

 

C.1. 农民保存、利用、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其他繁殖材料的权利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这项权利是实现和促进农民权利的根本。 

 

1978 年和 1991 年的 UPOV 文本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下文讨论了农民保存、利用、交换和出

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的权利的含义。 

 

UPOV 1978 年文本（UPOV 1978） 

 

UPOV 1978 第 5 条规定了育种者的权利，但这仅限于“对受保护品种的诸如有性或无性繁殖

材料进行如下处理时应事先征得育种者的同意：以商业营销为目的进行的生产、提供出售、

市场销售”。文本同样默认使用受保护品种的农民可以自由地保存和交换农场保存的种子和

繁殖材料。然而，对受保护品种繁殖材料的“市场销售”和“提供出售”则需要得到权利人

的授权。与 UPOV 1991（下文讨论）相反，UPOV 1978 为实施农民权利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UPOV 1978 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但在落实农民权利方面仍然存在局

限性。 

 

如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签署 UPOV 1978 年文本。加入 UPOV 的新成员必须符合 UPOV 

1991 年文本的要求。已经签署 1978 年文本的 UPOV 成员没有再签署 1991 年文本的义务。

因此，UPOV 的一些成员（挪威、中国、巴西等）决定保留 UPOV 1978 年文本的签署，而不

再签署新文本。 

 

UPOV 1991 年文本（UPOV 1991） 

 

UPOV 1991 极大地扩大了育种者的权利范围，严重限制了农民的权利。 

 

UPOV 1991 第 14 条扩大了育种者在繁殖材料以及涉及未经授权使用繁殖材料而获得的收获

材料的“生产或繁殖、为繁殖而进行的处理、提供销售、售出或其他市场销售、出口、进口

或储存”方面的权利。 

 

UPOV 1991 第 15（2）条规定了育种者权利的非强制性例外：“[......]在合理范围内，并在保

护育种者合法权益的条件下，[......]允许农民在自己土地上为繁殖之目的，而使用在其土地

上种植的保护品种所收获的产品。” 

  

UPOV 关于第 15（2）条的解释性说明指出：“外交会议的建议表明，非强制性例外针对的作

物，[......] 是指农民保存收获材料用于进一步繁殖已成惯例的作物。[......] “收获的产品”

这一措词表明，可以认为非强制性例外涉及的是特定作物，这些作物的收获产品可以用于繁

殖目的，例如小粒谷类作物，其收获的谷粒可以同样用做种子[......] 举例而言，在确定合理

限度和保障育种者合法利益时，可以考虑的因素有：农民农场土地的规模，农民种植有关作

物的面积，或收获作物的价值。因此对于农场土地面积小（或作物面积小）的“小型农民”，

可以允许其使用本农场保存的种子，而且在程度上以及向育种者支付报酬的水平上，都不同



于“大型农民”。[......] 对于实行非强制例外的作物，可以考虑要求向育种者提供报酬，以

此作为保障育种者合法权益的手段。”（着重号为后加）5 

 

总的来说，这一非强制性例外（也常被称为“农民特权”）允许农民在特定的条件下（例如

向权利持有人支付报酬）保留某些特定作物的种子并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种植。但这一有限

的（非强制性）例外情况不允许国家法律给予小农自由交换或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繁殖材

料的权利（例如少量或用于农村贸易）。 

 

另一个相关的例外是第 15 条第（1）款第（i）项，其中规定育种者权利不得延及“私人的

非商业性行为”。 

 

UPOV 对例外范围的指导和解释是极其严格和狭隘的。它指出：“[......]凡同时为私人性质和

非商业性的行为，属于例外。因此，非私人性质的行为，即使具有非商业的性质，也不在例

外之列……”（着重号为后加） 

 

“此外，[......]为商业目的从事的私人行为不属于例外的范围。因此，农民在自己的农场土

地上保存自己的品种种子，可以认为属于私人行为，但是如果为商业目的保存种子，则可以

认为不属于例外的范围。[......] 措辞表明，举例而言，某业余园丁纯粹为自家花园自用进行

品种繁育的行为（即：不向其他人提供品种的任何材料）是允许的，因为这可能属于既具有

私人性质，又具有非商业性质的行为。同样，举例而言，某农民繁殖品种纯粹为生产粮食作

物，以供在该农场生活的农民自己及其家属消费，可以认为符合私人非商业性行为这一概念。” 

（着重号为后加）6 

 

上文所述的例外情况不包括农民之间的种子交换，因为 UPOV 的指南明确提到“纯粹为自家

花园自用（即：不向其他人提供品种的任何材料）” 和完全由“在该农场生活的”人的消费。

即使是为了生产供邻居（并非生活在该土地上）食用的粮食作物而繁殖增加受保护品种的数

量，也被视为不属于例外情况。UPOV 所采用的解释并未解决小农的需求和现实——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交换种子和繁殖材料并在当地市场销售。7 

 

最能揭示 UPOV 1991 年文本和《国际条约》第 9 条之间的冲突的，是 UPOV 对《国际条约》

缔约方制定的农民权利规定的回应。 

 

例如，在审查马来西亚植物品种保护立法（PVP 立法）与 UPOV 1991 年文本的一致性时，

UPOV 指出“为繁殖目的而交换受保护品种材料，不属于 1991 年文本第 15 条所规定的例外

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议马来西亚删除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2004 年）》第 31（1）（e）

条。该条款包含以下例外情况：允许“小农户之间交换任何合理数量的繁殖材料”。8 

 

在菲律宾的 PVP 立法中，UPOV 发现其第 43（d）条的农民例外规定与 UPOV 1991 年文本不

符。其第 43（d）条规定： 

                                                             
5《关于依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 年文本制定法律的指南》（UPOV / INF / 6/4），68-69 页。见

http://www.upov.int/edocs/infdocs/en/upov_inf_6.pdf 
6见上文，注释 5 
7 McGuire，S.J.和 Sperling，L.（2016 年）。《种子系统小农使用粮食安全》（Seed systems smallholder farmers 

use Food Security），8（1），第 179-195 页 
8 UPOV doc. C(Extr.)/ 22/2。见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_extr/22/c_extr_22_2.pdf. 

http://www.upov.int/edocs/infdocs/en/upov_inf_6.pdf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_extr/22/c_extr_22_2.pdf


 

“植物新品种保护证书不得延至：...... d）小农保存、使用、交换、分享或出售本法保护品

种的农产品的传统权利，除非这种销售是出于商业营销协议下的繁殖目的。委员会应考虑到

植物的栽种、生长、播种的性质，确定适用该例外的条件。本规定还应适用于上述小农之间

的种子交换和出售，前提为小农是出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繁殖和再植的目的而交换或出售种

子。” 

 

UPOV 在其评论中特别指出，“如果‘交换、分享或出售本法保护品种的农产品（原文如此）’

'是出于繁殖目的，那些行为将构成对育种者权利的侵犯[……] 小农之间的种子交换和出售

将构成对育种者权利的侵犯。”9UPOV 要求修改这一条款，即删除保障农民权利的条款。 

 

对于 UPOV 农民权利规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越来越多人提出批判意见。作为回应，2014

年 10 月，UPOV 理事会在其通过的常见问题列表中指出：“在育种者权利例外的范围内[……]，

UPOV 缔约方可以灵活考虑，在育种者的合法利益不受显著影响的偶然情况下，允许自给自

足的农民将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与当地社区内的其他重要商品进行交换。” 

 

这一回应被批判为“法律上不正确的、故意误导的”，因为 UPOV 并没有在第 15 条规定的文

本上和解释说明中体现对这一回应的支持，并一贯否定 PVP 立法中允许交换种子和传播材

料的规定。10 此外，农民如何能够知道育种者的权利何时不受影响，何时允许交换。 

 

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允许“偶尔交换”，这意味着作为农业活动常规组成部分的种子和繁殖材

料的交换依旧得不到 UPOV 的承认。1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2016 年，UPOV 建议缅甸政府从其国家 PVP 立法中取消保护农民权利

的条款。缅甸现有的 PVP 立法于 2016 年通过，允许将受保护品种用于非商业目的的种植和

农民之间的品种交换。然而，UPOV 建议缅甸从其新 PVP 立法草案中删除这些实施农民权利

的规定。12 

 

综上所述： 

 

讨论表明，UPOV 特别是其 1991 年文本不利于农民实现自由使用、保存、交换和出售种子

和繁殖材料的权利。 

 

相比之下，非 UPOV 成员国则更有利于实现农民权利，因为它们可以实施特殊的制度（如印

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允许农民特别是小农自由保存、使用、交换和销售种子和繁殖材

料。 

 

限制农民权利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对 UPOV 的人权影响评估研究了 UPOV 在菲律宾、

                                                             
9 UPOV doc. C(Extr.)/24/2。见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_extr/24/c_extr_24_02.pdf 
10 2014 年 UPOV 秋季会议报告（来自公共植物育种协会）Newsletter Issue #11。见
www.apbrebes.org/files/seeds/files/newsletter11%2018nov2014short.pdf 
11 Carlos M. Correa 等人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植物品种保护：特殊的植物品种保护系统设计工具：UPOV 

1991 年文本的替代方案》（来自公共植物育种协会）。见 http://www.apbrebes.org/news/new- 

publication-plant-variety-protection-developing-countries-tool-designing-sui-generis-plant 
12 见 http://www.apbrebes.org/news/apbrebes-report-upov-2017-autumn-session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_extr/24/c_extr_24_02.pdf
http://www.apbrebes.org/files/seeds/files/newsletter11%2018nov2014short.pdf
http://www.apbrebes.org/news/apbrebes-report-upov-2017-autumn-session


秘鲁和肯尼亚的潜在影响，并得出结论：“UPOV 1991 年文本限制使用、交换和销售农场保

存的 PVP 种子，将导致资源贫乏的农民更难以获得改良的种子。这可能会对非正式种子系

统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正式和非正式种子系统之间的有益联系将被切断。此外，出售

种子是许多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从人权的角度来看，限制受保护种子的使用、交换和销售

可能会对食物权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种子大概将会变得更加昂贵或更难以获得；这一限制还

可能通过减少可用于食品、医疗保健或教育的家庭收入来影响食物权和其他人权。”13 

 

C.2. 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相关的传统知识（第 9.2（a）条） 

 

传统知识是地方创新、就地保存种子的基础，也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创造的必

要条件。14 农民运用传统知识进行种子的选择、保存和储存，这也是非正式种子系统的基

础，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安全至关重要。15 农民的实践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未被

UPOV 注意到，也未得到 UPOV 的承认。 

 

没有任何条款承认育种者（几代人以来）一直在从农业社区寻找并将继续寻找他们的遗传物

质。此外，UPOV 没有处理植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滥用现象或促进利益分享的机制（见

下文）。 

 

此外，UPOV 对保存、交换和出售受保护种子的限制，是以农民逐渐丧失与种子选择和保存

有关的专有知识技术为代价的。他们也将逐渐失去作出明智决定的能力，例如种植什么、在

什么样的土地上种植、如何应对虫害或如何使种子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16 随着

当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农民的“使非技能化”进程已经开始，并将愈演愈烈，因为依

据 UPOV 1991 年文本制定的法律将对种子的使用加以更多的限制。17 

 

综上所述： 

 

UPOV 不保护传统知识。UPOV 系统旨在促进商业育种者的利益，其对保存、交换和销售受

保护种子的限制对传统知识产生了不利影响。 

 

C.3. 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而产生的利益的权利（第 9.2

（b）条） 

 

在知识产权申请中，披露来源以及提供遵守获取和惠益分享要求的证据，被广泛视为防止滥

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促进实现事先知情同意以及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资源和知识而

产生的利益的重要工具。 

 

记录在案的滥用案例有许多。18 例如，哈蒙德发现，圣尼斯（Seminis，孟山都公司的子公

                                                             
13 《拥有种子、获取粮食——基于肯尼亚、秘鲁和菲律宾的案例研究，对 UPOV 1991 年文本的人权影响评

估》”，2014 年 10 月。见 www.evb.ch/fileadmin/files/documents/Saatgut/2014_07_10_Owning_Seed_- 

_Accessing_Food_report_def.pdf 
14 Joseph Wekundah（2012 年）《为何非正式种子部门在粮食安全中至关重要》，非洲技术政策研究网络。 
15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2009 年。《综合报告——全球及亚全球 IAASTD 综合报告》

（由 B. McIntyre 编辑）。 
16见前注 13。 
17见前注 13。 
18 McGown, J.（2006）《走出非洲：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奥秘》，埃德蒙兹研究所：http://bit.ly/1uSCXHa； 

http://bit.ly/1uSCXHa


司）种植了来自于土耳其农民的胡萝卜种子，并通过一个简单的选择过程——主要是选择那

些插穗较慢、根形以及紫红色阴影较理想的植株（与健康益处有关）——便得到了一种新的

胡萝卜品种，并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 PVP 保护。19 

 

在许多国家，信息披露要求已被纳入知识产权立法。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生物多样性

公约（CB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国际论坛上，信息披露要求得到了许多不同国

家的倡导。PVP 申请是一个重要的检查点，用于监测和提高遗传资源利用和相关传统知识的

透明度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规则的遵守情况。20 

 

例如，马来西亚在其国家 PVP 立法第 12 节中规定了披露义务——PVP 申请必须： 

“......（e）载有与植物品种的遗传物质来源或直系亲本品系有关的资料； 

（f）在植物品种由传统品种发展而来的情况下，须事先获得代表当地社区或土著人民的主

管当局的书面同意； 

（g）遵守任何有关管制获取遗传资源或生物资源的法律，并提供文件支持。”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的第 18（1）条，该条规定注册申请必须： 

“…（e）包含一份完整的亲本系种质基本资料：品种衍生来源以及在印度国内的地理位置、

遗传材料的所在地、以及所有关于任何农民、村庄社区、机构或组织在此品种的育种、进化

或培育方面作出贡献的信息（若有的话）； 

（h）载有一项声明，表明为繁殖、进化或发展该品种而取得的遗传材料或亲本材料是合法

取得的。” 

 

然而，依据解释性说明，《UPOV 公约》阻止缔约方将披露义务作为植物品种注册的条件。21 

 

在采用这种方法时，UPOV 认为《国际条约》的一些成员（如马来西亚、印度）提出的体制

立法与其不一致，并要求取消披露义务（关于品种来源、事先知情同意以及遵守获取和惠益

分享立法）后，才允许加入《UPOV 公约》。由于预料到 UPOV 的反对，秘鲁从其立法草案中

删除了一项披露起源的义务。22 

 

综上所述： 

 

UPOV 采取的立场是，披露要求与其规定不相符。这反过来限制了各国有效执行《国际条约》

第 9.2（b）条的能力。此外，UPOV 还缺乏防止挪用农民开发的植物遗传资源以及促进分享

因利用该资源所产生的利益的机制。 

 

相比之下，选择特殊的 PVP 立法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和印度）能够建立适当的机制，

执行披露要求，以促进实现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并防止盗用。 

 

C.4. 各缔约方承认世界各地区的当地社区和农民以及土著社区和农民，尤其是原产地中心

                                                                                                                                                                               
哈蒙德,E。Hammond, E.（2013）《生物剽窃观察：近期案例汇编》，第 1 卷。第三世界网络，槟城。 
19 Hammond, E.（2014）《生物剽窃：土耳其紫色胡萝卜》，第三世界网络，见

http://www.twn.my/title2/intellectual_property/info.service/2014/ip140212.htm 
20见前注 11。 
21见前注 5，pp. 33-34。 
22见前注 11。 

http://www.twn.my/title2/intellectual_property/info.service/2014/ip140212.htm


和作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对构成全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及开

发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的巨大贡献。（第 9.1 条） 

 

“农民”一词并未出现在 UPOV 1978 年文本中，而在 UPOV 1991 年文本中，“农民”仅在第

15.2 条关于农场保存种子的有限例外情况中提及。UPOV 文本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解释为对

农民、当地社区、土著社区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的贡献的

承认。UPOV 会议期间所做的决定以及 UPOV 秘书处的活动，同样缺乏对农民权利的承认或

考虑。 

 

相反，UPOV 的文书和活动严重偏向商业育种者，并损害了农民的权益。例如，大多数情况

下农民的品种无法得到保护，因为他们往往不能满足一致性或稳定性标准。 

 

可以观察到的另一个不平等条款是关于实质性衍生品种（EDVs）的。UPOV 1991 年文本将育

种者的权利扩展到受保护品种衍生出的品种。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农民对一个受保护的品种

做了一个小的减损（例如通过选择），那么该农民将需要得到（受保护品种）育种者的授权，

以使新品种商业化（因为它将被视为 EDVs）。EDVs 的既定理由是防止对新培育品种（基本上

与最初的受保护品种相似）的植物育种权（PBRs）的要求。 

 

但是，如果公共或私人商业育种家使用农民培育的品种（不受 PBRs 保护）来培育新的植物

品种，育种家就可以获得 PBRs，但农民没有权利。如上所述，UPOV 拒绝引入披露来源的要

求以及任何防止挪用农民开发的植物遗传资源以及促进分享因利用该资源所产生的利益的

机制。 

 

此外，农民自由使用、保存、交换和出售种子和繁殖材料的权利促进了农民的实验和育种，

巩固了他们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发展的贡献。然而如上所述，UPOV 削弱了这

些农民权利。 

 

综上所述： 

 

UPOV 的文书和活动未能对当地社区、土著社区和农民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认可，也未能承认

他们在植物遗传资源开发中的持续重要作用。其文书（尤其是 UPOV 1991 年文本）在保护

商业育种家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包括当地社区和土著社区的利益。 

 

C.5. 在国家一级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决策的权利（第 9.2

（c）条） 

 

2009 年，当时的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政府建立机制，让农民积极参与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决策，特别是在设计涵盖……植物品种保护的立法方面，以便在

商业种子系统和农民种子系统的发展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23 

 

在这方面，一个主要问题是 UPOV 的技术援助侧重于促进 UPOV 1991 年文本的发展。它不要

                                                             
23 联合国大会文件（A/64/170）《种子政策和食物权：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鼓励创新》。见

http://www.srfood.org/images/stories/pdf/officialreports/20091021_report-ga64_seed- 
policies-and-the-right-to-food_en.pdf 

http://www.srfood.org/images/stories/pdf/officialreports/20091021_report-ga64_seed-%20policies-and-the-right-to-food_en.pdf
http://www.srfood.org/images/stories/pdf/officialreports/20091021_report-ga64_seed-%20policies-and-the-right-to-food_en.pdf


求受惠国建立农民参与制定国家 PVP 法律的机制。事实上，众所周知，UPOV 支持农民及其

代表不参与或不包括在内的进程。 

 

例如，UPOV 向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ARIPO）提供了广泛的技术援助，以制定区域 PVP

议定书（《阿鲁沙议定书》）。至少有 13 个 ARIPO 成员被联合国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这一

区域进程对全民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采用了以 UPOV 1991 年文本为模型的中央 PVP 授

予和管理系统。农民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对这一法律框架是否适合 ARIPO 地区提出了许多关

切，因为占 ARIPO 地区农业系统 80%的小农的观点和利益尚未得到考虑。还有人对议定书拟

订过程中存在的缺陷、非参与性和非透明性表示关切。 

 

2016 年 1 月，非洲粮食主权联盟（AFSA）致函所有 UPOV 成员国，对它们“在谈判 PVP 阿

鲁沙议定书的关键会议上故意将小农和民间社会排除在外的行为表示愤慨[……]尽管他们

有许多请求”。24 

 

信中称，对同样也是《国际条约》成员国的 ARIPO 成员来说，《阿鲁沙议定书》对国家一级

的农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然而，对于实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

第 9.2（c）条，即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阿鲁沙议定书》没有做出任何努力。”25 

  

 “更糟的是，UPOV、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国际组织故意使 ITPGRFA 第 9.2（c）条

得不到实现，使农民权利遭到削弱，因为这些组织支持这一有缺陷的、不合法的 ARIPO 进程。”
26 

 

综上所述： 

 

UPOV 促进在全国和区域进程中忽视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 

 

C.6. 放弃农民权利的压力 

 

如上所述，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给予各国充分的自由来建立适合本国

农业系统的 PVP 系统。有几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 

 

然而，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其中许多是《国际条约》缔约方）面临着

不得不采用 UPOV 1991 年文本模式来保护植物品种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正在谈判双边和区

域南北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发达国家，它们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 UPOV 1991 年文本模式

和/或成为 1991 年文本的缔约方。27事实上，许多已经签署 UPOV 1991 年文本的发展中国家

会这样做，都是为了履行与美国或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伴随这种压力而来的是有关 UPOV 系统益处的片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准确或误导性的）

信息。关于其他替代性的特殊 PVP 系统、非正式种子部门和农民权利的重要性的信息，通

                                                             
24 见
http://afsafrica.org/open-letter-to-members-of-the-international-union-for-the-protection-of-new-varieties-of-pl
ants-upov- 2/ 
25出处同前 
26出处同前 
27GRAIN（2016 年）：《生物多样性私有化贸易协定》。见 https://www.grain.org/attachments/3734/download 

http://afsafrica.org/open-letter-to-members-of-the-international-union-for-the-protection-of-new-varieties-of-plants-upov-%202/
http://afsafrica.org/open-letter-to-members-of-the-international-union-for-the-protection-of-new-varieties-of-plants-upov-%202/
https://www.grain.org/attachments/3734/download


常不会得到提供。 

 

签署了UPOV 1991年文本的国家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为它们必须向UPOV委员会提交立法，

以评估是否符合 1991 年文本的规定。28为了评估一致性，UPOV 秘书处将审查一个国家的立

法，拒绝其认为与其对 1991 年文本的理解不一致的任何条款。只有得出该立法是积极的（符

合的）情况下，该国才能成为 UPOV 1991 年文本的成员国。 

 

上述情况已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案例中得到说明——UPOV要求删除实施农民权利的条款，

因为它们与 1991 年文本不一致。 

 

综上所述： 

 

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不连贯和冲突阻碍了《国际条约》缔约方落实农民权利的所有要素。 

 

D.结论 

 

基于上述讨论，显然与 UPOV 相比，替代性的、非 UPOV 的特殊 PVP 系统为《国际条约》缔

约方提供了充分的自由，以建立落实农民权利所有方面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独立专家报告实际上建议发展中国家不要加入 UPOV 系统29，因为它提

供了一个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僵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种子系统（非正式种子系统）由

农民管理，自由保存、使用、交换和出售种子的做法也很普遍。 

 

《国际条约》缔约方应借鉴正在实施非 UPOV 的特殊 PVP 系统的国家的经验，设计更适合本

国农业系统和现实的 PVP 系统。为此，已有几种工具得到了开发。30 

                                                             
28 1991 年文本第 34（3）条。 
29例如，德国国际贸易公司代表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2015 年 6 月）发表的《UPOV 公约、农民权利

与人权——潜在冲突法律框架的综合评估》。见

https://www.giz.de/fachexpertise/downloads/giz2015-en-upov-convention.pd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8）《建立一个平衡的特殊的植物品种体系》。见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toward-a- 

balanced-sui-generis-plant-variety-regime.html；见前注 23。 
30 Carlos M. Correa 等（2015 年），见前注 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8），同上以及 Chee Yoke Ling

等人 （2016 年）《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执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9.2 (c)条》（来自

公共植物育种协会）。见 http://www.apbrebes.org/files/seeds/files/PE_farmers%20right_9-16_def- 

high.pdf?pk_campaign=part 

https://www.giz.de/fachexpertise/downloads/giz2015-en-upov-convention.pdf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toward-a-%20balanced-sui-generis-plant-variety-regime.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toward-a-%20balanced-sui-generis-plant-variety-regim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