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知识产权动态 
 
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                  第 3 期(总第 17 期) 

国家林业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2015 年 6 月 18 日 

 

 

目    录  

   

动态信息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建立 20 周年 ..................... 2 

美国农业部长宣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委员会任命 .............. 3 

WIPO 会议通过关于地理标志的里斯本协定新文本 ........... 4 

ITPGRFA 推出遗传资源就地保护工具 ...................... 7 

WIPO 发展和知识产权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召开 .............. 6 

英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将提供知识产权免费许可 ........ 8 

政策探讨 

ITPGRFA、UPOV、WIPO 和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 10 

研究综述 

韩国林木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概述 ................... 13 

统计分析 

银杏相关专利统计分析 ................................. 17 



2 

《林业知识产权动态》内部刊物，双月刊，2012 年 10 月创刊，由国

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主办，国家林业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承办，主

要跟踪国内外林业知识产权动态、政策、学术前沿和研究进展，组织

专家进行信息采集、分析、翻译和编辑整理，提供林业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内容包括：各国知识产权动态、国际履约相关问题研究、各国

专利、植物新品种和生物遗传资源研究进展、林业知识产权信息统计

分析等。读者对象为知识产权相关的管理、科研、教学和企业人员。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建立 20 周年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 2015 年 6 月报道，欧盟

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CPVR)自 1995 年 6 月建立至今，已有 20 年。欧

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从建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成功事例。截至

目前，CPVO 已经受理了 5.1 万件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授予了 4 万

件植物新品种权，为欧盟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了知识产权保

护。 

在这 20 年中，随着欧盟的扩张，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也从

15 个成员国扩展到 28 个。通过向 CPVO 递交一份申请，品种权人就

能在联盟的 28 个成员国、超过 5.2 亿消费者的市场中，获得其品种

的专有使用权。这使得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十分具有吸引力。  

CPVO 行政理事会也扩展到 29 个，由 1 个委员会和 28 个成员国

行政理事会组成。此外，CPVO 行政理事会邀请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

联盟(UPOV)作为观察员，欧洲种子协会(ESA)、国际果树与观赏植物

无性繁殖育种者协会(Ciopora)和荷兰植物繁殖材料行业协会

(Plantum)3 个育种者机构作为利益攸关者的代表，在 2010 年成为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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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VO 行政理事会观察员。 

在这 20 年中，CPVO 职员已从 1995 年的 6 名增至 2015 年的 45

名，第一届 CPVO 主任是 Bart Kiewiet(1996-2011 年)，副主任 José 

Elena(1997-2007 年)。目前，CPVO 主任和副主任分别是 Martin Ekvad

和 Carlos Godinho。 

2015 年作为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建立 20 周年的纪念年，是

CPVO 展示成就，以及感谢为 CPVO 发展提供支持和合作的贡献者的一

个机会。CPVO 贡献者包括由欧盟各国行政理事会代表的各成员国、

欧洲研究机构、CPVO 工作人员、审查办公室、UPOV，以及育种者和

育种者机构。 

2015 年 CPVO 将以 20 周年为契机，深化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

方的联系，并在其预算范围内继续提供高质量的植物新品种受理和审

查服务，为支持创新发挥重要作用。创新也是欧盟战略中促进欧洲经

济增长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核心。CPVO 期待着未来与其合作伙伴和

利益相关方开展更多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一个

全球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规范环境。                      (马文君) 

 

美国农业部长宣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委员会任命 

美国农业部(USDA)网站 2015 年 5 月 26 日报道，美国农业部长

Tom Vilsack 宣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委员会 14 名委员和 2 名候补委

员的任命。每名委员的任期为 2年。 

Tom Vilsack 部长说：“这些任命的委员代表了农场社区和植物

育种产业的各种领域和部门，我相信他们能为农民、种植者和生产者

提供很好的服务，同时帮助农业部发现新的思路和见解。这个咨询委

员会将有助于美国农业的未来发展”。 

代表种业的新任命委员包括 Charles Brown、Eloy Corona、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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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rking、John Duesing、Jose Re、Bernice Slutsky，连任委员是

Stevan Madjarac，新任命候补委员是 James Sutton。代表农民的连

任委员是 Wendell Shauman，新任命候补委员是 David Burns。代表

公共机构/大学的新任命委员包括 Jianli Chen、Jose Costa、

Elizabeth Lee、Katherine White、Joonhyung Cho，连任委员是

Danielle Conway。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于 1970 年 12 月通过，1994 年修订，

以知识产权的形式为植物新品种开发者提供法律保护。该法案要求成

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委员会，14 名委员由农业部长任命。委员会职责

如下：1)就该法案管理所需的规章制度，为农业部长提供咨询建议；

2)就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以及紧急公共利益强制许可的上诉案件，为农

业部长提供决策咨询；3)就该法案涉及的其他事项，为农业部长提供

咨询建议。 

新任命的委员会将于 2015 年 7 月或 8月举行第一次电话会议。 

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来自农民协会，种业协会，种子技术、植物育

种和品种开发相关的专业协会，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开发机构和美

国农业部。                                          (付贺龙) 

 

WIPO 会议通过关于地理标志的里斯本协定新文本 

世界知识产权(WIPO)网站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网站报道，通过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新文本外交会

议于 2015 年 5 月 11-21 日在瑞士首都日内瓦举行。会议旨在通过《原

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的新文本。新文本在坚持里斯

本体系原则和宗旨的同时，将使其对国家和用户更具吸引力。 

除原产地名称外，新文本还准予对地理标志(GI)进行国际注册，

并允许某些政府间组织加入里斯本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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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本进一步发展了里斯本体系的法律框架，有助于提高许多在

全球销售产品的知名度，例如苏格兰威士忌、大吉岭茶和哥伦比亚咖

啡。新文本的其他变化涉及费用条款、保护范围、防止成为通用名称

以及在先商标权的保障等。 

新文本正式签署仪式定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在 WIPO 日内瓦总部

举行，文本将在 5个符合条件的缔约方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 3 个

月生效。 

欧盟认为新文本具有 3个重要进展：1)扩大了范围，涵盖所有地

理标志；2)与时俱进，确保与不断变化的知识产权国际法律框架完全

兼容，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 TRIPS 协议；3)创造了可能性，包括欧

盟在内的政府间组织有望成为正式成员。                  (王枫) 

 

ITPGRFA 推出遗传资源就地保护工具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网站 2015 年 5

月 5 日报道，Complementa 是一个新开发的用于支持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就地保护的统计和空间分析工具，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南共体)和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于南非比勒陀利亚共同举办的区域

研讨会期间，首次向植物育种者和相关研究机构展示。 

Complementa 是首个旨在支持植物遗传资源就地保护的工具。该

工具的开发是 ITPGRFA 计划中支持能力建设的一项行动，主要是对目

标作物和野生近缘种进行互补性和覆盖度分析，以确定遗传资源保护

最重要的区域和遗传资源保护区，并确定保护级别。 

ITPGRFA 顾问和项目协调人 Mauricio Parra Quijano 说：“这样

的统计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具有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的高概率

区域，这些地区可能是未来进行有效就地保护的保护区”。他还进一

步补充道：“该工具也可以用来确定当前提供的保护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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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a 可以支持迁地保护行动的优化，如可对非代表性环

境的种质资源收集行动进行优化，以确定属、种或品种最集中的地区。

此外，该工具既可以分析由用户提供的保护区数据，也可以分析来自

全球保护区数据库(www.protectedplanet.net)的数据。Complementa 

现在以 CAPFITOGEN 工具包提供获取，可以在线下载。 

Complementa 是在比勒陀利亚研讨会展示的 ITPGRFA 一个项目的

成果。该项目的目标是“加强就地保护与南共体地区作物野生近缘种

(CWR)利用之间的联系，以支持区域粮食安全，并减轻气候变化造成

的不利影响”。 

这些活动由 CAPFITOGEN 计划支持，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

(AECID)资助，以开发工具和技术培训的方式进行，既有助于可持续

利用计划的实施，也有助于 ITPGRFA 全球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发展。 

工具的最初开发和用户测试始于 2012 年，并在拉丁美洲的部分

区域研讨会进行了演示，后来该工具及相应文档也被翻译成英语和葡

萄牙语。ITPGRFA 秘书处对其广泛使用和传播提供培训支持。 

关于 ITPGRFA 的更多信息工具可访问网址：http://www.plantt

reaty.org/capfitogen，Complementa 下载网址：http://www.capfi

togen.net/en/access/download-from-internet/。       (马牧源) 

 

WIPO 发展和知识产权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召开 

知识产权观察网站(www.ip-watch.org)2015 年 4 月 28 日报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展和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第 15 次会议

于 2015 年 4 月 20-24 日在瑞士首都日内瓦召开。参会代表普遍认为，

尽管对若干问题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但此次会议仍然是卓有成效的，

特别是知识产权、旅游和文化等新项目的批准通过。而技术援助和国

际技术转让仍然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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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IPO 技术援助的外部审查报告 

2011 年 WIPO 在合作促进发展领域技术援助的外部审查报告由 2

位专家独立出具，其内容包括如何改进 WIPO 技术援助的建议。外部

审查报告提交后，代表们一直在讨论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哪些在何种

程度上已经由 WIPO 执行，哪些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会上，西班牙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关于技术援助的 6种可能的行

动清单，试图进一步推进讨论。例如，要求秘书处编写 WIPO 技术援

助的最佳实践汇编，确定提高 WIPO 技术援助效率的措施，为技术援

助顾问提供一个指导准则。该提议得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

(GRULAC)以及非洲集团的支持。发达国家则建议更新 WIPO 管理层对

外部审查报告的反馈。最终，委员会要求秘书处更新管理层反馈，并

继续开展对外部审查报告的讨论。 

2.国际技术转让的专家论坛报告 

会上介绍了 WIPO 关于国际技术转让的专家论坛报告。该报告涵

盖了专家论坛上许多小组成员的“专家观点”，CDIP 将对报告进行审

议，希望能将这些观点纳入到 WIPO 的工作计划中。专家观点包括：

制定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培训资料，以实现更有效的技术转让；设计

技术转让平台，提供技术的供需信息，并逐渐发展为技术转让对接平

台。此外，还包括提高对知识产权框架重要性的认识，包括了解专利

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

协定等。 

一些代表认为，这些专家观点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先前开展的 6 个

同行评审分析研究的结果。尼日利亚代表非洲集团，建议 CDIP 考虑

论坛和研究中所涵盖的，但是未反映在报告中的建议。欧盟表示，WIPO

成员对专家论坛的参与度不高，并且他们对一些专家观点感到质疑。 

3.专利相关的灵活性 

会议还讨论了多边法律框架及其国家与区域层面的立法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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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利的灵活性问题。专利相关的灵活性被发展中国家视为允许其

保留一定政策空间以将知识产权法规与之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关键。 

一些代表建议 CDIP 探索专利以外的灵活性，这些代表包括尼日

利亚、巴西、委内瑞拉和乌拉圭。 

在此次会议上，代表还要求秘书处更新 WIPO 知识产权体系灵活

性数据库，并在 CDIP 下届会议上汇报。该数据库可以检索国家法律

层面的知识产权灵活性应用情况。 

4.项目的批准 

会议决定将关于加强和发展布基纳法索和若干非洲国家音像部

门的项目实施延期至 2015 年 12 月底。该项目在 CDIP 第 9 次会议已

被批准。 

会议通过了埃及 2014 年旅游项目提案“知识产权与旅游：在埃

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目标与保护文化遗产”。该项目旨在提

高对知识产权在旅游业相关经济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 

5.下一步的工作 

CDIP 就下届会议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和文件清单达成了一致意

见，包括落实 2007 年 WIPO 发展议程建议的进展报告；专利相关的灵

活性与灵活性数据库更新问题；WIPO 技术援助外部审查报告，其中

包括更新的管理层反馈；各成员国参与的国际技术转移专家论坛报

告。CDIP 下届会议计划将于 2015 年 11 月 9-13 日召开。   (王光忻) 

 

英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将提供知识产权免费许可 

英国政府网站(www.gov.uk)2015 年 2 月 5 日报道，英国国防科

学与技术实验室(DSTL)将签署容易获取知识产权计划(Easy Access 

IP)，作为其快速、简单地分享其部分知识产权的一种方式。国防科

学与技术实验室是英国第 1 个签署容易获取知识产权计划的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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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该计划旨在促进知识产权共享，并采用新的方法使英国国防科学

与技术实验室与其他研究机构和行业的合作更容易开展，从而确保新

技术是提供给那些最能充分利用的机构和行业。 

该计划最初是由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和布里斯托尔大学

共同提出，目的是促进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他们认识到，一些知识产

权通过传统方式可能难以商业化，因为他们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或

对公司的风险投资来说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该计划通过免除技术使用的前期费用和特许权使用费，使用快速

简单的协议，使得企业能够轻松获取知识产权并进行利用。 

根据该计划，英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第 1批提供了 6项专利

族，分别是包含天线的防护服、含通气孔的头盔、与电子设备连接的

背包、钝物撞击头部损伤模型、弗郎西丝菌降低γ-谷酰胺转酞酶、

动物训练系统及方法。 

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主任 Graham Farnsworth 说：“通过向一

些技术储备水平较低的机构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有利于这些机构快

速评估和利用技术。我们希望通过分享部分知识产权，帮助我们与企

业和研究机构等单位建立新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创新理念，并

最终惠及社会和经济发展”。 

该计划下的许可是非独占的，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免费使用这些知

识产权。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如果在发明能够“提供显著的资金回

报”时，被许可人需支付专利费用，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有可能基

于公平合理的原则，修改涉及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许可条款。 

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的技术转让公司 Ploughshare 创新有限

公司将继续通过转让和许可的方式将技术商业化，尤其侧重于那些需

要多方协调和融资、性质更复杂的技术，以及对国防部和实验室具有

战略意义的技术。                                    (马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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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PGRFA、UPOV、WIPO 和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知识产权观察网站(www.ip-watch.org)2015 年 4 月 2 日发文讨

论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国际植物新

品种保护公约》(UPOV)、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农民权利之间的

关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FAO《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将农民权利

写入其中，然而其实施却一直是个问题。目前，ITPGRFA 正在寻求可

能与其他国际文书存在的相互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另外，民间社会

普遍认为 WIPO 倾向于 UPOV 作为其技术援助，但 WIPO 总干事反驳称

事实并非如此。 

ITPGRFA 目前正在讨论中，它的第 9条内容与农民权利有关，2013

年 ITPGRFA 管理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来落实第 9条内容，并邀请 UPOV

和 WIPO 共同确定与其各自国际文书存在相互关系的可能领域。 

讨论的重点是 ITPGRFA 第 9 条有关农民权利的问题，尤其是农民

保存、交换或出售农场保存种子的权利。育种者普遍认为在第 1 次收

获后，如果要进一步使用种子需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而农民则认为育

种者一直在免费使用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保存的种子。 

1.ITPGRFA 与 UPOV 和 WIPO 的关系 

对于 ITPGRFA、UPOV 和 WIPO 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ITPGRFA 邀

请了利益相关方提交其看法。目前已经收到来自民间组织提交的许多

文件，如瑞士非政府组织伯尔尼宣言、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东

南亚地区社区赋权行动(SEARICE)、挪威发展基金、政府间国际组织

南方中心(South Centre)和欧洲种子协会。提交的文件全文可在

ITPGRFA 网站下载。 

政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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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心强调，对于农民保存、出售和交换种子的做法进行保护

十分重要。它指出，UPOV 的目的是保护育种者的权利。虽然这一目

标是合理的，但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公共利益。1991 年修订的 UPOV 公

约已经损害了农民权利。此外，南方中心还认为国际法律体系比较混

乱，一方面承认农民保存、交换和出售种子的权利，同时又限制了这

些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加入 UPOV 1991 文本，那么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2.民间社会：WIPO 在技术援助方面偏向 UPOV 1991 文本 

南 方 中 心 还 指 出 ， WIPO 管 理 文 书 (WIPO-administered 

instruments)中没有任何文书解决农民权利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南方中心、伯尔尼宣言和第三世界网络坚持认为，除了 UPOV 

1991 文本，WIPO 技术援助并没有促进其他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例

如，WIPO 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通过 WIPO 独有的全球专家资源，帮助各国避开常见错误，确保

形成最佳战略，提供了一些文件和工具。其中“工具 2--基础问卷调

查”中却没有包括与农民权利相关的问题，也没有关于如何建立与

ITPGRFA 相兼容的制度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文档内容的一个重大遗

漏。“工具 3--基准指标”中没有提到农民所做的贡献，而是继续提

及开发新品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当地环境。这些文件和工具也没有为

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制度(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提供任何参考。

这些国家并没有加入 UPOV，且认可农民权利。 

此外，根据伯尔尼宣言，“WIPO 的各种技术援助任务只是推进

UPOV 1991 文本”。“WIPO 的技术援助措施不利于 ITPGRFA 第 9 条内容

的执行。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WIPO 有责任提供技术援助来

确保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农民权利的实现”。目前，希望加入 UPOV 的国

家只能加入最新版本的 UPOV 1991 文本。 

3.WIPO：技术援助是公平的 

WIPO 总干事 Francis Gurry 认为，WIPO 提供的技术援助是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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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选择的，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本国需要的技术援助。UPOV

是一个较好且平衡的植物保护体系，UPOV 1991 文本是成员国达成的

最新共识。他表示，有 30 多个国家同时批准了 UPOV 1991 文本和 

ITPGRFA，这表明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这 2个条约之间有任何不一致。 

WIPO 总干事兼任 UPOV 秘书长，同时 UPOV 办事处在 WIPO 大楼。 

欧洲种子协会在其提交文件中指出，UPOV 显然没有详细考虑如

何支持农民的各项权利(例如，保护传统知识、农民参与粮食和农业

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决策制定)。原因很简单，这些不是UPOV

需要兑现的目标和任务。UPOV 和 ITPGRFA 的联合行动还是应该选择

具有明显相互关系的领域。 

2015 年 3 月 2-3 日，在 ITPGRFA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可持续利

用特别技术委员会的第 2次会议上，对以上一些提到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和审议，委员会建议将这些问题清单提交给 UPOV 和 WIPO。会议报

告指出，不同的文书认可和促进了农民和育种者利用植物遗传资源进

行的不同形式的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UPOV副秘书长Peter Button表示，UPOV成员国已经根据ITPGRFA

进行了更新发展，且 UPOV 会根据具体的发展情况在 2015 年 10 月的

会议上适当地考虑这些问题清单。 

4.农民权利的实现 

ITPGRFA 根据 2011 年管理机构通过的一项决议，鼓励利益相关

者提交有关农民权利的看法。马达加斯加、挪威和波兰等国家提交了

文件，同时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如伯尔尼宣言、挪威发展基金、非政

府间国际组织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挪威南森研究所和欧洲

种子协会也提交了文件。 

例如，挪威是 UPOV 1978 文本的成员国，它指出 1978 文本在保

护植物育种者的权利同时，还允许农民对其自留种子的保存和交换。

挪威在 2005 年没有批准通过加入 UPOV 1991 文本，因为这一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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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农民的权利。 

伯尔尼宣言表示，2008 年瑞士修订了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修订的《种子和繁殖材料条例》于 2010 年开始生效。这 2 个法律都

限制了保护品种的繁殖和交换，因而缩小了农民权利。然而，如果与

目前欧洲的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进行比较，瑞士修订后的

一些法律条款在某些特定领域比较先进，它们能减轻知识产权法对农

民权利的负面影响。 

挪威发展基金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指出，在非洲、中美洲、

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保护农民权利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十

分薄弱。 

欧洲种子协会表示，由于植物品种尤其是开放授粉品种很容易被

人为复制，因此，无论是育种者、公司还是个人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来

保护新品种。该协会强烈支持 UPOV 1991 文本对植物育种者权利的充

分保护，避免植物品种滥用。这种保护还具有一定灵活性，以育种为

目的获取和利用种子是免费的，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非商业目的

下对其收获的种子进行保存和利用。                    (尚玮姣) 

 

 

韩国林木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概述 

遗传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资

源。长久以来，遗传资源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产，被无限制地使用。

直至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承认国家生物资源(包括遗传

资源)的主权权利。从此，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及其惠益分享受到世界

各国的广泛关注。 

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朝鲜半岛南半部。东、南、西三面环海，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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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70%的地形主要是山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物种丰富，生物多样

性很高。森林在温室气体吸收、水域保护、土壤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很

大。韩国每年森林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 9%，吸收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 10.3%，每年为每位市民提供约 216万韩元的森林福利，

对韩国的生态环境、水域管理、森林旅游以及防止土壤流失和退化等

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相关法律法规 

1)国际法律框架 

韩国于 1994 年 10 月 3 日批准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2002 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 1991 文本；2008 年 1

月 1 日加入《卡塔赫纳议定书》。目前，韩国尚未加入《森林遗传资

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以及《名古屋-吉隆坡协议》。 

2)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韩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和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性，国内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比较完善。2009 年 5 月韩国出台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第 2 次计划》(2th NBSAP)，将遗传资源的获

取和惠益分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进行计划实施。2012 年 2 月韩国政

府颁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法案》，主要目标是促进生物资源的

可持续使用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具体措施包括：每 5 年制定《国

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NBSAP)；与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建立信息

共享系统，开发生物多样性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建立国家物种索引；

与朝鲜进行合作，保护朝鲜半岛的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公平合理

地分享遗传资源的惠益；对外来物种进行有害性检测等。 

另外，韩国环境部、教育科学技术部、农林渔业部、知识经济部、

国土运输及海洋事务部、外交事务部、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农村发展

行政处、知识产权局等也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农林渔业部

的《农业遗传资源安全管理和应用法》和《植物园建设和开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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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技术部的《生物技术支持法》和《生物研究资源安全管理和

应用法》，知识经济部的《改造生物活体国际转移法》，国土运输及海

洋事务部的《生物伦理和安全法》等，都涉及遗传资源相关内容。 

3.相关机构及职责 

韩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机构为韩国森林种子和品种

中心，组建于 2008 年，隶属于韩国林务局。韩国森林种子和品种中

心由植物品种保护部门和种子幼苗管理部门2个部门和1个行政支撑

团队组成，负责完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和提高种子及幼苗的生产率，

通过保护品种和管理森林资源实现绿色增长。 

森林种子和品种中心的目标是：1)建立国家森林种子和幼苗管理

系统，提高种子和幼苗生产率；2)建立植物品种保护系统，推进植物

新品种的发展；3)建立森林遗传资源管理系统，促进森林遗传资源的

利用。具体任务包括：1)建立早期森林植物种子保护系统，以支持育

种,促进种子和品种保护的审查、注册、申请以及其他咨询服务；2)

建立全国森林种子和品种管理系统，生产和分发改良的种子和幼苗品

种。3)管理和保护森林资源，审查需携带出境的遗传资源；4)实施

DNA 指纹映射，系统化管理、分配和利用遗传资源。 

植物品种保护部门(PVP)下设品种审查室、审查支撑室和品种测

试室。其主要任务是：受理和审查植物品种保护申请；测试申请品种

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收集和保护对照品种和授权品种；通过

国际合作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审查；进行 DNA 标记或化学分析等特殊

测试；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信息系统；育种咨询服务；支持个人育种

活动。 

种子幼苗管理部门由种子生产室、种子幼苗销售室和遗传资源室

3 个部门组成。其中遗传资源室的目标是收集、评估、保护和管理森

林遗传资源信息。具体任务包括：森林遗传资源保护规划及战略制定；

审查森林遗传资源特征，保护和管理森林遗传资源；建立和运营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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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信息系统，建立韩国森林种子和品种中心在线管理服务系

统，审批森林遗传资源材料的销售和出口等。 

3.林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现状 

1)国内生物多样性现状 

韩国生态系统包括森林、山脉、淡水生态系统，沿海和海洋地区

及农业生态系统。2010 年韩国森林面积 63 490 km2，森林覆盖率 64%，

森林类型主要为针叶林、落叶林和混交林。有 14 种类型的保护区，

面积为 15 621.44 km2，包括 20 个国家公园、16 个湿地保护区、2 个

生物圈保护区和 5个国际重要湿地等。 

韩国的生物物种约为 29 916 种，包括：18 117 种动物,8 271 种

植物,1 625 种真菌；736 种原生生物和 1 167 种原核生物，16 589

种无脊椎动物。此外,还有 4 662 种高等植物和 3 609 种较低等植物。

由于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破坏，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2010 年韩国

有 221 个濒危物种,包括 22 个哺乳动物、61 种鸟类和 18 种鱼类等。

一些物种已经灭绝，如老虎、西伯利亚豹、狐狸、狼和北美云杉鹿。

一些特有的农作物也面临减少，如小麦。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主要包括

对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环境污染等。 

2)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现状和措施 

韩国正在为加入《名古屋协定书》而做积极准备，同时积极采取

措施提高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对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

分享的认识。重塑国家对遗传资源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是当前至关重

要的任务。 

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制定《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法案(草

案)》，以便加入和实施《名古屋协定书》。主要是准备详细的遗传资

源和惠益分享法规和执行原则，规定相关职责，指定相关机构等。2)

合并相关部委的遗传资源管理机构。3)建立森林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以便于韩国森林种子和品种中心对森林遗传资源的销售和携带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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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在线申请和审批。4)提高利益相关者对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

的认识，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信息分享机

制；总结惠益分享案例，建立标准规范；每 3年举办 1次韩国遗传资

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论坛。                              (廖世容) 

 

 

银杏相关专利统计分析 

银杏(Ginkgo biloba L.)，为银杏科、银杏属落叶乔木，银杏树

生长较慢，寿命极长。银杏最早出现于 3.45 亿年前的石炭纪。曾广

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欧、亚、美洲，中生代侏罗纪银杏曾广泛分布于北

半球，白垩纪晚期开始衰退。至 50 万年前，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绝

大部分地区灭绝，只有中国的保存下来。目前银杏分布区域大多属于

人工栽培，在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

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均有大量分布。毫无疑问，国外的

银杏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入的。银杏具有观赏、经济和药用价值。

近年来，我国种植银杏的面积越来越大，并且更加注重银杏的开发和

利用。 

本文从全球范围内统计银杏相关专利的总体情况，包括总体发展

趋势、地域分布、主要申请人、主要技术分类、技术侧重点等，以期

为我国银杏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数据来源采用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WPI)，采集日期截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检索式为 TID=(ginkgo or gingkgo or "ginkgo biloba" 

or maidenhairtree or "Salisburia adiantifolia" or "Ginkgo 

biloba L")。分析工具为 Thomson Innovation(TI)分析平台。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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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趋势分析 

截至2015年 6月 10日，全球已公开的银杏相关专利文献共5 386

件，按德温特同族合并后基本专利 3 476 项，平均每件基本专利的同

族成员数为 1.5 个，这说明银杏相关专利权人在全球专利布局较少，

银杏相关产业的全球化竞争较小。 

从银杏相关专利公开年份来看，1972-1999 年银杏相关技术专利

量缓慢增长，属于萌芽期；2000-2014 年专利量持续增长，其中

2000-2010 年

专利量增长相

对 较 慢 ，

2011-2014 年

专利量迅速增

加，属于银杏

相关技术发展

期(图 1)。 

3.地域分析 

 中国银杏相关专利受理量和最早优先权量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和地区，专利受理

量为 3 681 件，占

全球银杏相关专利

总量的 68%，最早优

先权量为 3 720 件。

这说明中国的银杏

相关技术研发投入

大，活跃度高，而

且中国的银杏市场

也最大。 图 2  全球银杏相关专利地域分布 

图 1  全球银杏相关专利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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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受理量还是优先权专利量，排在中国之后的依次是韩国、

日本。其中韩国专利受理量为 336 件，优先权量 373 件；日本排在第

3 位，专利受理量为 336 件，优先权量 313 件。这表明银杏产业主要

集中在亚洲。 

从各国优先权专利量和受理量的数据对比表明，韩国、美国、德

国、法国是银杏技术的主要输出国，优先权量大于受理量；中国和日

本优先权专利量和受理量基本持平；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的

优先权量明显低于受理量，表明这几个国家银杏的主要市场国，但是

银杏相关技术实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图 2)。 

4.技术分类分析 

从全球银杏相关专

利的国际专利分类(IPC)

统计分析表明，银杏相

关专利涉及的最主要的

3 个技术领域依次是医

用和梳妆配制品及其利

用(A61K、A61Q))、化合

物和药物制剂的治疗活

性(A61P)、食料和非酒

精饮料(A23L、A23F)。 

近 5 年来(2010-2014 年)，排名前 3位的医用和梳妆配制品、化

合物和药物制剂的治疗活性、食料和非酒精饮料仍是当前的热点研究

领域。另外，动物饲料、杀虫剂也是近 5年来增长比较快的技术领域

（图 3）。 

5.主要申请人分析 

从专利申请人统计分析情况来看，银杏相关专利较多的 11 个申

请人中 9个是中国的，而且排在前 6位的都是中国申请人，依次是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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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银杏相关技术领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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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绿之野生物食品有限公司(54 件)、张志年(46 件)、南京林业大学

(19 件)、石克勇(17 件)、江苏大学(17 件)、明光市白云面粉有限公

司(16 件)。 

6.文本聚类分析 

对银杏相关专

利涉及的技术主题

总体布局进行文本

聚类分析表明，银

杏相关国家专利涉

及的主要技术主题

包括中药制剂、脑

血管疾病和冠心通

脉疾病等药物、调节

血压作用、缓解疲劳功效作用、银杏制酒、食品、酸性饮料、银杏叶

茶、银杏根利用、净油作用、饲料等(图 4)。 

从国别来看，韩国侧重皮肤美容、饲料；日本侧重皮肤美容、银

杏叶茶、制酒、中药；美国侧重净油作用、缓解疲劳作用；中国相关

研究十分广泛，基本涉及银杏相关的全部技术领域。      (付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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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银杏相关专利技术文本聚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