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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利益
平衡机制的构建
周莳文

欧晓明

内容提要：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中，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依赖立法的创制，以及相关制度的完
善。对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还要妥善平衡其所保护并且可能为违法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公共利益。对稀
缺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必须兼顾农民权的实现，才能平衡协调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冲
突，有利于对社会利益进行最佳配置，促进分配正义向矫正正义以及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的靠近，从而实
现社会公平，促进基因资源因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
关 键 词：转基因植物 利益平衡 农民权
Abstract: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ests-balancing
mechanism not only relies on the law creation, but also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ed system. Meanwhile, for
the crop resource protection, especially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transgenic plants,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e need to properly balance the public interest under its protection, which can be damaged by
unlawful act. To achieve a rational allocation of the scarce resources, it’s also essential that to realize farmers'
rights being listed on the agenda in order to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interest conflict with distinct connotations,
on different levels and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Moreover, realizing farmers' rights is favorable for the optimum
allocation of social benefit and impels distributive justice stepping from form fairness and corrective justice
closer to substantial fairness, which may in term help to achieve social equity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benefit sharing system of gene resources.
Key Words: transgenic plants;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farmers’ rights

一、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现状分析

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协调各利
益主体的冲突，实现利益各方的和谐共存与发
展。转基因植物是通过基因技术获得的植物新品
种，它的法律保护涉及到培育者、农民、社会公

（一）国外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的现状
与趋势
世界范围内对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主要

众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如果权利与义务不平衡

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一种是

或者利益与风险不对等都将导致相关主体的利益

专利保护，还有一种是植物专利保护。各国在保

受损，从而降低植物新品种的社会生产效率。因

护模式上分为两种，美日德法及欧盟其它国家等

此，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基础上构建一个利益平

采取的是专利保护和品种权保护的混合模式，即

衡机制，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励各主

对满足专利申请条件的转基因植物授予专利权保

体进行生产的分工与合作，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

护，其余的则给予品种权保护。大部分国家则采

最大化。

取单一的保护模式，例如我国只给予转基因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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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权保护。不论从保护范围、保护强度还是保
护条件来比较，专利权保护都要强于植物品种权
保护。
发达国家的转基因技术成熟，制度也比较完
善，他们在转基因植物的保护上所采取的方式对
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
公约》（UPOV）经过三次修改，最终的1991年版
本取消了之前的“禁止双重保护原则”，即允许
成员国可以同时给予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和品
种权保护，而不像之前只能选择一种保护方式。
这就加大了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强度，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植物品种的
专利保护。当今，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是朝着
更全面、更高效、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更注重对
权利人的保护和对相关产业的激励作用，这与专
利法的目的和宗旨是一致的。

（二）我国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现状
我国从1997年开始对转基因植物品种实行保
护，以UPOV文本为模板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加入了UPOV公约1978年文本，是典型的
采用品种权制度给予转基因植物保护的国家。
《专利法》第25条还给予转基因植物品种的生
产方法(非主要生物方法)专利保护，根据《专
利审查指南》的规定，转基因植物属于植物品
种的范畴，被明确排除在专利法保护的范围之
外。但是，为了加强对转基因植物的管理，国
务院在2001年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农业部在2002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
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
办法》。这些规定虽然暂时填补了法律上的空
缺，但十几年来并没有做任何改进和完善①，当
中的缺点和漏洞会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产生影
响；这种相对保守的做法有许多不足，专利法
只保护动植物品种的非生物学生产方法，这就
可能与转基因植物的生产方法的专利保护产生
冲突；同时《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保护也
只局限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
物的属或者种”，那些没有列入国家植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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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名录中的植物品种，会陷入两边都不受保护
的尴尬境地，不利于我国植物新品种及其相关技
术的研究与发展。

二、转基因植物利益平衡机制构建的
理论分析

（一）知识产权中的利益平衡
吴汉东教授在其著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研究》②中，坚持认为利益平衡是现代知识产权
法的基本精神，在国外，利益平衡理念也早已成
为知识产权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基本理论。在制度
上，利益平衡原则已经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例如
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
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都在第一条明确了利
益平衡原则。掌握好利益平衡，就能够解决知识
产权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推动制度的完善、促
进社会的进步。
利益平衡是一种价值判断，它不是物理天平
中简单的左右相等，而是特定主体从自身的需要
出发，根据某种标准而做出的价值判断。主体不
同、标准不同，对利益平衡的理解就不同。在国
内，可以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把某种价值理
念定义在法律文件中；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条约
的谈判力度，以及生效后的强制力都是不够的。
因此，寻求全世界相同的价值基础是实现利益平
衡的第一个前提。利益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是
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下出现的利益体系相对
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③现实是知识产权
权利人与社会公共的权利种类和范围都在不断的
扩张，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和生物技术的发展，
专利权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在整个过程中各主
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被调整，并
趋向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在不同阶段中，利益
平衡机制所起的作用以及每个阶段的平衡点都是
不同的。在权利、义务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寻
找平衡点，是实现利益平衡的第二个前提。利益
平衡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为利益主体实现利益最
大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只提供了一个大框架，
具体的内部结构还需要不断完善。在知识产权领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在2007年和2011年各有一次修订。
②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96页。
③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88页。

.68 .

知识产权·2012年第11期

域特别是专利领域中，涉及到众多学科、各种不
同的技术，它们之间的价值和目标不同，研究与应
用方式不同，投入与产出模式也各不相同，相关权
利主体的利益格局就自然不一样。

（二）利益补偿的理论基础
转基因植物的国际利益平衡势必是一个动
态、连续的过程。如果植物遗传资源的产权无法
明确或者发展中国家对植物遗传资源缺乏有效管
理，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有价值的植物遗传资
源，那么发达国家是不会也没有必要同发展中国
家进行正当交易以获得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基因资
源改良。《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遗传资源属
于一国主权所有，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植物
遗传资源的存量会随着该国是否给予植物遗传资
源保护而发生变化，结果发达国家创造的转基因
植物的数量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人类
整体利益的变化。因此，只有发展中国家给予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才能够真正促进社会总体利
益的提高。
在转基因植物国际利益格局中，社会总体
利益取决于发达国家创造的商品价值，发展中国
家提供的植物遗传资源为发达国家提供了生产资
料，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商品价值越高，发
达国家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则越高，发展中国家给
予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劳动提高了其劳动力价
值，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商品总值，也提高了社会
总体利益。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收益随着对植物遗
传资源保护的加强而增多，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就存在激励相容的基础，双方可以通过制
度平衡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给予
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利益补偿以激励发展中国家保
护植物遗传资源，是能够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

三、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中的利益主体
及其利益冲突
是否授予转基因植物专利权，通过何种模
式保护转基因植物以及给予转基因植物多大的保
护范围、强度和多长的时间范围等，这些归根结
底都属于知识产权利益平衡问题。要实现利益平
衡，必须对转基因植物的利益主体有全面的认
识，转基因植物作为基因技术发展的成果，不仅
在国内拥有特定的利益主体，在国际社会中也具
有复杂的利益关系。

百家争鸣
1. 权利人的利益

转基因植物的权利人主要指专利权人或品种
权人。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先进性和研发难度，转
基因植物的权利人通常为生物技术公司特别是跨
国垄断公司的研发机构，他们在全球范围追求利
润的能力能够影响到本国的立法，因此，美国、
欧盟都是给予转基因植物专利保护的。如果立法
只关心跨国公司的垄断利益，势必对发展中国家
和整个世界的发展造成失衡。而社会效益的提高
必须对各方都有利，不能通过损害某一方利益来
改善另一方的利益。对转基因植物技术来说，除
了研发需要推广和应用，还必须兼顾各方利益。
2. 农民的利益
转基因植物的保护主要涉及到培育者、社
会公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不管是专利保护还
是品种权保护，都给予转基因植物的权利人一定
的专有权，该专有权的垄断性直接限制了农民的
权利，因此，权利人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冲突是最
直接的。为了避免转基因植物的专利权或者品种
权人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农民实施利益封锁，必
须对农民，特别是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
民，基于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保存、改良和
提供植物遗传资源中所做的贡献给予合理的补偿
保障。
3. 国家利益
转基因植物的保护是国际法的问题，更是国
内法的问题。转基因植物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结
果，也是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它能够解决资源
的稀缺，促进经济增长，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
会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给予保护。保护过弱，
不利于技术创新，保护过强，不利于新技术的推
广应用。在此，国家利益取决于知识产权制度赋
予专利技术的垄断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4. 社会公共利益
不论是专利保护还是品种权保护转基因植
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
社会进步。因此，转基因植物保护机制的构建，
不仅要考虑前面论及的农民的利益、专利权人和
品种权人的利益，还要包括社会环境、人类、动
植物的安全性利益。同时，社会公共利益还与社
会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联系起来，他们在一
定程度上对转基因植物的保护发挥着重要的影
响，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考虑不可缺少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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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只有秉承公平正义的原则和社会公共安全的
理念，才能真正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

四、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
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

（一）转基因植物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
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法
律制度调整来实现。通过法律确认利益的权利和
义务主体及其地位，确认利益的目标所指向的对
象，确定利益分配原则与范围、分配利益的数量
和质量，并对某些弱者的利益给予倾斜性保护，
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利益的公平。④通过
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来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
系。⑤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公平正义等观念，保
障人类生存权，保护弱者利益权，或者基于特殊
的情况优先保护某部分主体。
国际上，转基因植物因专利垄断而产生的一
系列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专利权人的私利与
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发展中国家作为资
源提供者与发达国家作为技术研发者之间就植物
基因资源研发的植物新品种和技术所产生的知
识产权与获取的商业利益的冲突。解决这些冲
突的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中体现转基因植物各方
的利益。
1. 在转基因植物专利保护制度中体现惠益分享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植物已经解
决了当初认为植物不适宜授予专利的问题，但是
在转基因植物专利制度的设计中，仍然要严格控
制专利的授权条件，特别是新颖性、创造性和实
用性标准。对于未达到专利标准的转基因植物，
可以适当放宽为品种权保护。同时尽量考虑到转
基因植物专利对现有技术的贡献与保护范围之间
的平衡和保护专利权人权利与维护公众利益的平
衡。可以在国际条约中，创设一种新的权利概念
对植物遗传资源提供特殊的保护，例如类似农民
权、原始创新权等，并且确认其知识产权特征，
以便在专利法体系下做专门的规定，规定相关权
利的惠益分配方法。专利制度的本质就是权利人
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众充分公开其技术，换取国
家法律认可该技术实施的一定期限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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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是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结果。因
此，在授予转基因植物专利权时，还要鼓励信息
的充分传播，建立植物遗传资源利用的来源披露
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农民权制度等，才能
使利益平衡机制进一步完善。
2. 在利益分享机制中保障农民权的实施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发展
中国家的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培育出植物新
品种，取得丰厚利润，却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应
有的回报；反而通过知识产权的排他性保护，向
发展中国家出口转基因产品，赚取利润，并进一
步阻碍发展中国家基因技术的发展。在全球范围
内，如果加强了转基因植物的保护，一方面能够
促进先进的转基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与共
享，激励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整体的科技
创新；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发达国家先进的转
基因技术和产品大量的在发展中国家申请和获
权，从而使得保护转基因植物的法律成为发达国
家的专用护身符，还会使得技术落后国家的基因
技术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法律上还必须保障农
民对转基因植物的获取和使用，保障其现在和将
来基本的生产劳动，并对其在植物基因资源上所
做的贡献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鼓励农民继续培
育、改良作物品种。
从本质上来说，农民对自己提供的传统作
物资源享有产权，这是一种在先民事权利，基于
作物资源研发获得的知识产权都应该尊重在先权
利，开发者应该与农民分享由知识产权带来的利
益。农民权的设立旨在保障利益平衡，但是农民
权的确立和执行，还需要世界各国在立法和管理
上付出切实的努力，将其制度化、法律化，确
定农民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设置完备的农
民权实现和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对作物资源的
继续利用。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通常都属于弱势群体，且
较为分散，他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途径去争取自
己的权利，当他们意识到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授予
现代育种者的权利与农民拥有的传统权利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失衡时，会力图寻找改革的力量，重
构植物品种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有必要设立

④ 冯晓青：《论利益平衡原理及其在知识产权法中的适用》，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第143页。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413～415页。

.70 .

知识产权·2012年第11期

农民权利的专门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或承担农民
权利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将农民权作为一
种在先权利去参与知识产权利益的分享。只有
这样才能破除知识产权制度和相关技术对农民
在使用自己作物资源上的限制，防止对农民利
益的损害。

（二）我国转基因植物利益平衡机制的
构建
我国拥有丰富的遗传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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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我国基因技术不断进步，在水
稻、棉花、小麦等多个领域的生物研究中取得重
大成就，兼具了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大国和利用大
国的双重角色。
在发达国家以专利制度为主的转基因植物法
律保护模式下，我国还需要对法律制度进行适当
调整来防止权利的扩张或流失，缓解利益冲突。
注重保护本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防止国外植物
专利对我国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形成阻碍和壁垒；
注重维护农民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保证转基
因植物专利的受益者是全社会，而不单纯是专利
权人或品种权人。
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的遗传资源获
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加快《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定，保障转基因植物的环
境安全，保障植物遗传资源产权的安全。加强对
国外植物专利基因来源的审查，对违反规定的申
请一律不予批准。加大对基因海盗行为的政府干
预，通过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管理，提高转基因植
物专利授权门槛；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提高
转基因植物专利的创造性要求，严格限制转基因
植物专利权利要求的范围，以防止国外转基因植
物在我国大量申请专利，为我国转基因植物的研
究发展保留空间。
总之，给予转基因植物以《专利法》为主
导，《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为补充的保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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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国际环境下我国转基因植物利益博弈的平
衡点。并不是所有的植物新品种都能获得专利
权，而是必须通过严格的实质审查，只对满足专
利三性的植物新品种授予专利权。无法获得专利
法保护的植物新品种可以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这样能够促进我国转基因植物的研究朝更精、更
深的方向发展，也能够保证其他转基因植物获得
最基本的品种权保护。

结 语
植物品种权是现代农业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
之一，转基因植物是农业研究和种子产业共同创
新的植物新品种。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涉及诸
多利益主体，过强或者过弱都会导致相关主体的
利益受损。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利益分配不
合理、不公正的制度缺陷，导致生物多样性丰富
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植物品种原始创新权的
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构
建一个利益平衡机制，实现利益格局中各主体利益
的最大化。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不是为
了限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植
物新品种的创新，只有各主体的利益保护达到平
衡的状态，知识产权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不仅
要确立有效的专有权保护与专利权去激励研究者
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创新，还必须保障农民在以
前、现在以及将来在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改良
和提供上的贡献；对其在植物遗传资源上所做的
贡献给予合理的补偿与适当的奖励；促进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农民继续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
传资源，改善全球生物多样性。
当然，转基因植物利益平衡中的社会公众除
了农民这一主要群体外，还包括环境、人类健康
等利益的主体，在保护培育者利益的同时兼顾农
民权利，还要照顾到环境安全利益和人类健康等
利益。

⑥ 刘丽军、宋敏：《生物遗传资源权属国际制度安排的冲突、协调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载《资源科学》2011年第9期，第1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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