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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
动机、行为、绩效

—基于14个省市的197份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周衍平

研究背景

单位性质 申请情况 授权情况

总量/件 占比% 总量/件 占比%
科研教学 4189 60 20 2127 62 76

1999～2010.10.31国内植物品种权申请授权情况

科研教学 4189 60.20 2127 62.76
种业企业 2359 33.90 1121 33.80
国内总量 6958 100 3389 100

运用SWOT、波特五力竞争模型分析，科研教学的优势
在于研发创新；种业企业优势在于开发实施推广应用。
从我国品种权申请与授权分布状况看，植物品种权交易
实施实施无法回避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主要汇报内容

调查方法与样本数据1

调查结果分析2

主要研究结论3

政策建议4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数据

（一）问卷调研方法

调查问卷设计—通过对植物品种权人、种
业企业现场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设计拟
定调查问卷。
调查人员的选拔与培训—从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和农学院部分大
学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选择有调查研究
兴趣的学生作为调查人员。然后对调查人
员就本次调查的意义、内容、方法、指标
含义、统计口径、注意事项等进行调查前
培训。

（一）问卷调研方法

调查对象的选择与实地调查—问卷利用调查人
员寒暑假返乡时间，对拥有植物品种权的农业
科研院所、农业高校、种业企业直接调查与访
谈，现场填写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回收、审核与数据处理—共发放问
卷220份，收回205份。经过严格审核与认真分
析，有效问卷197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89.5%。调查问卷代表性较强，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二）数据样本特征

问卷分布情况：197份有效问卷涉及山东、吉林、

河北、福建、四川、河南、安徽、湖南、湖北、
重庆、陕西、甘肃、浙江、内蒙古14个省（市）
的38个市县（区）。的 个市县 区

受访者基本情况：受访者以男性为主，年龄主要
分布在41～50岁；受访者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

平，以大学本科为主；受访者所在单位科研实力
属中等偏上，在同行业中居于较为先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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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个人及所在单位的基本特征

  

 类别 选项 人数
（人） 

比例 
（%） 

 
类

别 
选项 人数

（人） 
比例 
（%） 

男 185 93.9 很强 9 4.6
性别 

女 12 6.1 强 57 28.9
21～30 9 4.6 一般 101 51.3
31～40 55 27.9 弱 27 13.7

科 
研 
实 
力

 
 受 

受

访
41～50 104 52.8 

力 
很弱 3 1.5

51～60 28 14.2 科研院所 44 22.3
年龄

（岁） 
 

≥61 1 0.5 农业高校 5 2.5
≤12 31 15.8 国有企业 29 14.7

13～15 58 29.4 民营企业 97 49.3
16～18 82 41.6 其他 22 11.2

访 
者 
个 
人 

受教育

年限 
（年） 

≥19 26 13.2 

者

所

在

单

位

单 
位 
性 
质 

 
   

 

二、调查结果分析

动机 行为 绩效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

（一）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动机

植物品种权实施途径主要包括转让、许可、
入股、自行实施、合作实施等，不同交易实施方
式其动机不同。

调查得知 ：转让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较高的转让价格 ；
许可实施的动机主要是追求较高的收益分成，独占许可、
独家许可和普通许可收益分成所占比例为 % %独家许可和普通许可收益分成所占比例为54.3%、54.3%、
45.7% ；入股动机是收益分成的多寡，收益分成所占比
例高达91.4%；自行实施的主要动机是保护植物品种权 ，
占比77.2% ；合作实施动机是合作各方共赢，占比
83.2%。

（一）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动机

不同的
交易实施方式

估价
高

收益
分成

成本
回收

风险
小

营销
强

报奖 社会
价值

产权
保护

双赢

转让实施 56.3 30.5 27.9 37.6 23.4 8.1 23 — —

独占许可 33.0 54.3 19.8 13.2 35.5 8.6 10.2 — —

许可

实施
独家许可 28.4 54.3 19.8 24.4 47.7 5.6 7.1 — —

普通许可 8.6 45.7 26.4 47.2 10.7 6.1 16.8 — —

入股实施 15.7 91.4 19.8 23.9 8.6 8.6 10.6 — —

自行实施 — 47.7 27.4 18.3 5.2 8.1 13.2 77.2 —

合作实施 — 40.1 19.8 32.0 52.8 5.1 22.8 — 83.2

受 种权考虑 素
2植物品种权人出让和受让人

受让品种权考虑的因素

3植物品种权交易价格

1植物品种权实施方式

植物品种权交
易实施的行为

（二）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行为

4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时间

5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主要媒介

6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主要制约因素

7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纠纷解决方式

1.植物品种权实施方式

在197份有效样本中，
半数受访者（50.3%）

认为合作实施是植物品
种权最有效的实施方式；
转让、入股方式分别占
43 1% 和 40 1% 独占

植物品种权实施方式（多选问卷）

实施方式 特征样本量 比例

转让实施 85 43.1

独占许可 32 16.2

独家许可 60 30.5
43.1% 和 40.1%；独占
许可占16.2%，独家许
可占30.5%，普通许可
占12.7%；自行实施占
7.1%。

普通许可 25 12.7

入股实施 79 40.1

自行实施 14 7.1

合作实施 99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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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品种权人出让和受让人受让品种权考虑的因素

植物品种权出让方：品种权人
出让品种权时考虑更多的是对
方品牌信誉度，占比87.3%；
其次是对方科研转化开发实力
和交易价格高低，分别占比
59.9%、58.9%；再次是预期
利润及其分成比例、新品种开
发与市场竞争性、交易成本高
低 分别占比47 7% 37 6%

植物品种权人出让和受让人受让品种权考虑的因素（多选问卷）

因素 植物品种权人 植物品种权受让人

特征样本量 比例 特征样本量 比例

对方品牌
信誉度

172 87.3 127 64.5

对方科研
转化开发实力

118 59.9 73 37.1

品种权交易平 36 18.3 14 7.1
低，分别占比47.7%、37.6%
和37.1%。

植物品种权受让方：种业企业
选择植物品种权时考虑的重点
是新品种质量与适应性，占比
75.1%；其次是对方品牌信誉，
占比64.5%；再次是新品种开
发与市场竞争性、品种权价格
高低，分别占比57.9%、
49.7%。

品种权交易平
台与中介

交易价格高低 116 58.9 98 49.7

新品种质量
与适应性

26 13.2 148 75.1

交易成本高低 73 37.1 80 40.6

新品种开发
与市场竞争性

74 37.6 114 57.9

违约责任承担 62 31.5 44 22.3

预期利润
及其分成比例

94 47.7 66 33.5

3.植物品种权交易价格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预期价格预期价格

支付方式支付方式

估价方式估价方式

植物品种权交易价格调查内容植物品种权交易价格调查内容

3.植物品种权交易价格

品种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新品种增产能力与市场潜
力是影响植物品种权价格的主要因素，分别占74.6%、
73.6%；其次是新品种质量，占68.0%。

品种权预期价格：植物品种权人及种业企业对植物品
种权的预期价格集中在51～100万元之间，分别占比
66.5%、65.0%。

品种权价格支付方式：“入门费+提成”是主要方式，
占比72.1%；其次是一次性支付，占比41.6％；提成支
付方式占比较少，仅为15.7%。

品种权估价方式：合作、转让、许可实施的价格主要
由双方议价决定，分别占比82.7%、73.1%和52.8%；
入股价格多半由第三方估价，占比55.8% 。

3.植物品种权交易价格

影响因素 特征样本量 比例% 预期价格 植物品种权人 种业企业

新品种增产能力 147 74.6 特征样本量 比例% 特征样本量 比例%

预期收益 109 55.3 ≤50 31 5.7 17 8.6

品种质量 134 68.0 51-100 131 66.5 128 65.0

品种的适应性 105 53.3 101-500 26 23.2 48 24.4

交易的外溢性 21 10.7 501-1000 6 3.1 3 1.5

新品种销售范围 58 29.4 ≥1001 3 1.5 1 0.5

新品种市场潜力 145 73.6 品种权
估价方式

不同交易实施方式中不同估价方式所占比例（%）

品种权
价格支付方式

特征样本量 比例% 转让 许可 入股 合作

成本定价 53.8 40.1 37.1 39.6

一次性支付 82 41.6 双方议价 73.1 52.8 47.2 82.7

入门费+提成 142 72.1 招标价 30.5 41.6 19.8 13.2

提成 31 15.7 第三方估价 16.8 24.4 55.8 10.7

竞拍价格 24.4 14.7 16.8 9.6

收益定价 22.8 23.9 35.5 41.6

4.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时间

调查数据显示，植物
品种权人与种业企业
多数选择品种权授权
后1～3年交易实施，
占比66.5%和65.5%；
选择授权前和授权7年
后交易实施的 所占

交易实施
时间

植物品种权人交易
实施品种权的时间

种业企业交易
实施品种权的时间

特征样
本量

比例% 特征样
本量

比例%

授权前 31 15.8 17 8.6
后交易实施的，所占
比重较低。这说明，
多数植物品种权人在
品种权授权后大都能
及时出让品种权，有
利于植物品种权的实
施，激发育种者研发
新品种的积极性，促
进种业科技进步。

授权后1～3年 131 66.5 129 65.5

授权后4～6年 26 13.2 48 24.4

授权后7～9年 6 3.0 3 1.5

授权10年后 3 1.5 0 0

5.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主要媒介

调查数据显示，技术
市场和植物品种权展
览拍卖会加强了品种
繁育、销售和使用各
环节的信息交流 促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媒介（多选问卷）

选项 特征样本量 比例%

朋友介绍 81 41.1

品种权展览拍 120 60.9
环节的信息交流，促
进了植物品种权交易
实施，占比73.6%、
60.9%；其次是网络
和朋友介绍，占比
45.7%、41.1% 。

品种权展览拍
卖会

120 60.9

网络 90 45.7

技术市场 145 73.6

其他 50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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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主要制约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交易
风险是制约植物品种
权交易实施的主要因
素，占比60.9%；其
次是市场信息 占比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多选问卷）

制约因素 特征样本量 比例%

交易市场 91 46.2

市场信息 108 54.8

次是市场信息，占比
54.8%；再次是交易
价格，占比47.2%；
最次是交易后履约率
与交易方式，分别占
比35.5%、35.0%。

交易方式 69 35.0

交易价格低 93 47.2

交易风险高 120 60.9

交易后履约率低 70 35.5

7.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纠纷解决方式

调查数据显示，解决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
纠纷的主要途径是和
解，占比64.0%；其
次是仲裁和诉讼 各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纠纷解决方式（多选问卷）

解决方式 特征样本量 比例%

和解 126 64.0

法律诉讼 62 31 5次是仲裁和诉讼，各
占38.1%、31.5%；

再次是农业行政执法，
占10.2%；最后忍气
吞声，占5.1%。

法律诉讼 62 31.5

农业行政执法 20 10.2

仲裁 75 38.1

忍气吞声 10 5.1

调查数据显示，品
种权人与种业企业对
品种权交易实施效果
及履约情况的评价大
都为“一般”与“良
好”，“优秀”与

（三）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绩效

植物品种权
交易实施绩效

植物品种权人 种业企业

实施效果 履约情况 实施效果 履约情况

优秀 5.6 4.6 8.1 10.2

好 ， 优秀 与
“较差”占比较少。
这说明，品种权交易
实施效果与履约情况
差强人意，需进一步
优化交易实施环境，
完善信用机制与诚信
制度

良好 38.1 51.3 49.2 51.8

一般 53.3 42.1 40.6 36.5

较差 3.0 2.0 2.0 1.5

（三）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绩效

品种权人履约情况

优秀

5%

良好

51%

一般

42%

较差

2%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品种权人实施效果
优秀

6%
良好

38%一般

53%

较差

3%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种业企业实施效果

优秀
8%

良好
49%

一般
41%

较差
2%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种业企业履约情况

优秀

10%

良好

51%

一般

37%

较差

2%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三、主要研究结论
转让动机是转让价格的高低，许
可、入股实施的动机是获得较高
的收益分成，植物品种权人自行
实施的主要目的全面保护自主拥
有的植物品种权，合作实施的动

机则是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中达到双赢。

合作实施是最佳方式；

品种权人出让品种权较为关
注受让者的品牌信誉度，种
业企业选择品种权时较为关
注新品种质量与适应性；

新品种增产能力及市场潜
力是影响植物品种权交易价
格的主要因素；
品种权人及企业对品种权的

交易实施
动机

植物品种权人与种业
企业对交易实施效果
与履约情况还算满意
，但仍需要进一步加
强我国信用机制建设
，为植物品种权实施

创造良好的环境。

品种权人及企业对品种权的
预期价格在51～100万元；
“入门费+提成”是植物品

种权价格的主要支付方式；

转让、许可和合作价格多数
由双方议价决定，入股价格
多半由第三方估价。

品种权交易多发生于品种权
授权后1～3年
主要媒介是技术市场和展

览拍卖会；

交易风险是制约植物品种权
交易实施的主要因素；
和解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

交易实施
绩效

交易实施
行为

四、政策建议

创新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模式，形成多元化模式，
促进植物品种权的交易实施

完善植物品种权交易机制，寻求交易实施双方最佳

利益契合点，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利 契 点 实现双方利 大化

建立合理的植物品种权估价体系，逐步拓宽植物品种权
交易媒介，重点完善植物品种权网上拍卖运作机制

重点培育发展科研实力强、品牌信誉度高、规模大的现

代种业企业，使之成为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运行主体

进一步提升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管理水平，规范市场 秩序与行为，

发挥政府在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中的规制、协调、引导作用，降
低植物品种权交易运行风险，为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提供良好的
法律、制度和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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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思考

思考

第一点

植物品种权是农业知识产

权重要内容，对于确保农
业持续稳定发展、关系国
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第二点

加强植物品种权保护，
促进创新，加快种业科
技进步

思考
第三点

加快植物品种权的交易实
施应用，推动农业科技进
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
增收、农村和谐

第四点

重点培育规模化现代种业

企业，使之成为植物品种
权创新交易实施运行主体

激励创新、依法保护、有效运用、科学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