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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植物品种权法律法规的完善，

申请授权量快速增加，如何完善品种权价

值评估体系是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和实现新

品种商业化的重要一环，不仅关系到品种

权价值能否得到实现，而且事关植物新品

种的持续创新与品种权的顺利实施，也是

理论研究和现实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研究的背景意义



我国对植物品种权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方面，

对植物品种权估价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

统一、科学、有效、适用的估价方法，基本上沿

用传统无形资产评估方法进行估价。但由于品种

权的特殊性，无形资产评估方法难以准确对品种

权进行估价分析，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必须完善

品种权估价方法，提高植物品种权评估的置信度，

实现植物品种权资源优化配置。

一、研究的背景意义



四、法定的资产评估方法评析

1.以成本为依据的方法—重置成本法
重新购建一个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所需全部成本减去评估对

象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后的余额来确定

其评估价值。公式：

评估价值＝评估对象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

—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应用前提：（1）能准确地识别与计算评估对象成本费用；

（2）评估对象所产生效益与成本成正相关；

（3）评估对象可再生。

存在缺陷：（1）品种权价值与其成本的弱对应性；

（2）品种权成本计量的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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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2.以市场为依据的方法—现行市价法、市场

法
根据市场上相同或类似的无形资产的价格，对

评估对象价值进行确认的方法。公式：

评估价值＝参照物价格+Σ评估对象比参照物优

异之金额-Σ参照物比评估对象优异之金额

应用前提：评估对象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环境，而

且能够找到三个以上与评估对象类似的资产。

存在缺陷：（1）植物品种权的可比性差。（2）用

市场法评估植物品种权的可操作性低。



三、 分区方法的确定

3.收益现值法

通过预测评估对象剩余经济寿命及寿命期内各
年度预期收益，按折现率将未来收益折算成基准现
值的方法。是根据资金时间价值原理与复利计息法
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公式为：

式中：P为评估现值；Ft为未来第t年的收益；t
为剩余经济寿命期1，2，3，…，n；i为折现率。

缺陷：（1）预测品种权未来各年度收益额缺乏市
场基础。（2）折现率确定难度大。（3）经济寿命
期存在不确定性。

二、传统的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除上述公认的成本法、市价法、收益法外，理

论界和实践界探索出十几种评估方法与模型，虽然

并没有得到评估准则的认可，但作为成果对植物品

种权评估具有借鉴之处。按其理论大体可分为：

劳动价值论模型

要素价格论模型

边际效用价值论模型

植物品种权区间价格模型

期权定价模型

植物品种权网上拍卖竞价等



P=〔c+(v+m)α〕β

式中：P--技术资产价格；c--物化劳动消耗；v--科

研试制直接投入劳动量；m--技术资产盈利；α--创

造性劳动倍加系数；β--科研劳动的倍加系数。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基础,而创造技术资产的劳

动主要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因此其定价模型应考虑适

当的倍加系数，突出无形智力劳动在技术资产价值决

定中的超额增殖性。

1.劳动价值论模型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2.要素价格论模型

从技术资产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角度入手，逐

项分析研制(生产)成本、流通费用、税金和利润对技

术资产价格的影响度，最终汇总得出技术资产的评估

价格，又称生产费用论。要素价格论模型下:

P=C+F+T+R

式中：P--技术资产评估价格；

C--技术资产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

F--流通费用； T--税金； R--利润。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3.边际效用价值论模型

技术资产价值是由技术资产受让方带来的经济

效益大小决定的，经过交易双方谈判确定的价格就是

技术资产的价值表现形式。因此将技术资产的边际收

益在交易双方进行分配就可以评定技术资产价格。主

要有利润分成法模型、销售收入提成法模型、效益分

成模型（垄断价格模型）、国际技术贸易价格模型、

边际效用价值论模型等多种形式。利润分成法模型:
P=R·φ-L                        

P--技术资产评估价格； R--技术资产使用后预期新增

利润； φ --利润分成率； L--预期风险损失额。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4.植物品种权区间价格模型

根据上述估价原则及对各类模型的优缺

点的评析，结合品种权交易的方式特点，建
立植物品种权区间价格模型。从品种权出让
方角度，一般采用成本法建立一个价格模型，
称之为“底价”或“下限”(Pmin)；从品种
权受让方的角度，采用收益法建立受让方的
价格模型，即把采用品种权后未来年限内带
来的新增利润折现，称之为“顶价”或“上
限”(Pmax) 。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4.植物品种权区间价格模型

品种权供求双方在确定了品种权交易价格区间

的上下限后，有如下两种情况：左图相交区间是品

种权价格评估的可能分布区域，也是供求双方可接

受的价格范围；右图双方价格不能相交，没有共同

价格范围，这种状况的品种权通常称之为“垃圾品

种权”，一般不易成交。

Pmin pmax Pminpmax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植物品种权区间价格模型评估值：

P =αPmin+(1- α) Pmax
上式中，0≤α≤1。如何确定α值使评估结果满足公

允、可靠的要求？

（1）黄金定律中的黄金分割优选法，α＝0.618
（2）采用赫威兹(Hurwici)分析法决定α值。关键取

决于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根据

对交易双方均有重要影响的品种权特性来建立α的评价

指标体系，从新品种的先进性、预期经济效益、经济寿

命、垄断性、综合风险等级等方面综合考虑的。

4.植物品种权区间价格模型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5.期权估价在植物品种权评估中的应用

期权作为一种衍生金融工具对证券投资大有用

处，可用于套利、避险、投机，运用得当会降低风

险、增加收益。实质上，期权是一种客观选择权。

期权按其执行时间的不同，可分为美式和欧式

期权。一般来说品种权交易可以看作一种欧式期权，

品种权评估价值可以看成是一项非标准化的欧式看

涨潮期权到期之前的价格。1973年美国的Black和
Scholes给出了欧式看涨潮权价值的计算模型

（Black-Scholes Model）。运用该模型，结合品种

权自身特点，给出评估模型：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5.期权估价在植物品种权评估中的应用

运用Black-Scholes Model模型，结合品种权自身

特点，给出评估模型：

C—品种权评估价值；σ—标准差；S0—品种权使用

前的收益；S1—品种权使用后的收益；r—以复利计

算的年无风险利率；t—品种权有效剩余经济寿命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将该模型用于品种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一方
面，利用期权定价理论为植物品种权的评估开辟了
一个崭新的思路；另一方面，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开
展得比较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和发展。

(1)在运用期权定价模型时，模型中的各个输入
变量的确定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2)植物品种权的价值确定由于受到交易转让次
数等多方面因素地影响，对所有品种权的交易转让
次数是否通用值得深入研究。

5.期权估价在植物品种权评估中的应用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拍卖是最古老的市场形式之一，是以竞价的形式将特

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出（应）价者的买卖

方式。经济学家认为拍卖竞价是市场形成合理价格的

最佳方式。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拍卖业也获

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基于Internet的网上拍卖成为一

种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将植物品种权相关信息

发布于网上并进行植物品种权网上拍卖销售，能够加

速信息传输和交流，降低交易成本，为交易双方带来

更多利益，促进植物品种权交易，扩大推广空间。

6.植物品种权网上拍卖竞价

三、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方法与模型



四、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1.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源于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

“植物品种权交易制度创新研究”和“植物品种权

有效实施的运作模式及其管理制度”的深化研究。

问卷调查由山东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部分在校

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完成。

受访者主要是拥有植物品种权的种业企业、农业高

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等。

共发放问卷130份，收回118份，有效问卷108份，

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3.1％。



2.调查结论之一
植物品种权估价影响因素 占比%

1 品种权预期实施效益 80.6

2 新品种质量 73.1

3 新品种推广风险 65.7

4 新品种的适应性 56.5

5 新品种生命周期 54.6

6 新品种市场容量（推广面积） 51.9

7 替代品种 50.0

8 新品种推广难度与推广费用 43.5

9 品种权的外溢性 32.4

10 双方谈判能力 31.5

11 其他 0.9

四、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2.调查结论之二

植物品种权估价范围

序号 价格范围 出让方视角% 受让方视角%

1 ≤50万 25.9 38.9

2 51-100万 35.2 23.2

3 101-200万 29.6 33.3

4 201-500万 9.3 3.7

5 501-800万 0 0.9

四、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2.调查结论之三

四、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植物品种权估价方式

序号 估价方式 占比%
1 双方议价 77.8

2 新品种培育成本价 37.0
3 第三方估价 25.9
4 拍卖价格 22.2
5 招标价 18.5
6 政府定价 11.1
7 网上定价 1.9
8 其它 0.9



2.调查结论之四

植物品种权价款支付方式

序号 项目 占比%

1 入门费+提成 71.7

2 一次性支付 31.1

3 提成 2.8

四、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2.调查结论之五

植物品种权估价合理性

序号 项目 出让方视角% 受让方视角%

1 非常合理 1.8 0

2 合理 38.0 38.0

3 一般 56.5 57.4

4 不合理 3.7 4.6

5 得分平均值 3.38 3.33

四、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五、结论与建议

1、完善植物品种权估价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综合运用多学科特别是金融工程方法

2、完善植物品种权交易估价中介服务组织

提高人员素质

3、加强植物品种权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4、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5、加强植物品种权交易估价监管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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