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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农民留

种收费问题研究 



  主要内容 

绪言 

2.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1. 收费主体的性质与运作实践 

3. 信息提供机制 

4. 留种收费标准 

5. 农民留种制度实施的成效 

结论 



      在收获的作物中选取一部分留作来年种植使用，亦即留

种，是千百年来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种植习惯
，自农业出现以来便是农民一项不言自明的“自然权利”，
因而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诞生之初受到了UPOV公约及各国法
律的认可和尊重，并被作为植物品种权的强制性例外加以规
定。然而，农民留种必然会减少育种者的盈利机会。在全球
农业生产主体规模不断扩大、种业研发投入日益提高的背景
下，营利型农业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使用留种现象的增多更
是触发了种业对于农民留种这个“多达数十亿美元战利品” 
的觊觎，最终导致国际植物品种法律保护领域开始对农民留
种的进行限制。 

绪论 



    1994年，欧洲理事会在《植物品种保护条例》（Council 
Regulation(EC) No 2100/94 of 27 July 1994，以下简称
“《基本条例》”）中规定，为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农民有
权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对通过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而获得的收获
产品以及共同体植物品种权所涵盖的品种繁殖材料进行繁殖目
的的使用，但杂交种和综合种除外。 意思是说农民有权留种无
需得到权利人的许可，此即欧盟植物品种法上的“农业豁免”
（agricultural exemption），亦即植物品种法律保护制度中
所称的“农民特权”。同时，《基本条例》还规定，“小农”
（small farmer）使用农民留种无需向品种权人支付使用费，
但其他农民（other farmers）须向品种权人支付公平报酬
（equitable remuneration）。 应当说，这是世界上首次将农
民留种需要付费做出的制度性规定。 

绪论 



    由于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既不是成员国国内法的统一，也
代替不了其成员国的国内法，而是这些国内法之外的一种可选择
适用的制度；同时，由于欧盟目前还只是一个非主权性质的地区
性组织，因此，尽管欧盟制定的《基本条例》和《农业豁免条例
》是针对所有成员国的，但这些条例的实施仍然需要各成员国根
据各自的国内法进行。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欧盟《基本条例》
及《农业豁免条例》颁行以后，欧盟部分成员国也制定了适合本
国需要的农民留种收费制度，并且作为农民特权例外的一项延伸
制度在欧盟成员国中得以发展。此外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农业
结构等方面存有差异，因而其各自制定的留种收费制度更加符合
本国实际，留种收费实践也各具特色。 

绪论 



    欧盟成员国在实施农民留种收费制度的过程中还是遵

循着这样一条基本的运作思路：即专业机构代表品种权人

依据《农业豁免条例》或本国关于“小农”的规定排除“

小农”等非交费主体，进而确定农民留种交费主体；依据

《农业豁免条例》或本国关于信息提供的规定获取并核实

农民留种的数量信息；依据双方约定或法定价格计算应交

使用费的实际数额，并且负责收费。 

绪论 



    有几个要素至关重要：一是，专业收费机构是法律意义上
的收费主体，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小农”之外的其他农民
是交费义务主体，其界定不仅涉及到“小农”而且还会涉及到
“自己的土地”等法律概念，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制度性较强的
工作；三是，信息提供，它是将品种权人同农民联系在一起的
重要手段，是品种权人收取使用费制度的基石， 对于收费的
成效起着关键作用。此外，留种收费标准也是留种收费成效的
重要影响因素。 

    农民留种收费制度是农民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试图通过对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的留种收费制度中的关键要素
进行研究为我国农民特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绪论 



1 收费主体的性质与运作实践 

收费主体及其性质 

部分成员国收费机构的运作实践 

 英国植物育种者协会的成功做法 

 德国种子托管公司的留种收费运作实践 

 捷克品种所有者合作社的运作实践 

 



英国植物育种者协会的成功做法 

    首先，英国植物育种者协会抓住了关键的两个收费渠道：
其一是种子加工商。目前英国农民留种使用费的80%左右是通
过注册种子加工商收取的。BSPB通过全国农业承包人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Contractors，
NAAC）在与加工商签订的协议中确定，种子加工商按照加工种
子数量，以吨数作为计算费率的依据，将农民留种使用费列入
加工费发票的总金额中，并将这部分金额提交给育种家协会。
在英国，还有另外约占20%左右由直接向育种者协会交付的使
用费。在此情况下，缴费数额以耕地面积作为计算依据。上述
做法的好处在于，缩小了收费对象的人数，对于收费机构而言，
大大减少了收费的频率，因而效率较高。 
     



英国植物育种者协会的成功做法 

   其次，英国植物育种者协会为农民提供了方便的留种申
报形式。英国育种家协会于每年的春秋播种季节两次向农
民发放留种申报表供农民申报留种情况使用。申报可通过
电邮、传真或在线进行，但必须使用英国育种家协会提供
的表格。申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百分之百使用认证种
子的农民，直接在表格上填写留种使用情况并在表格上签
字，然后将表格返还给英国育种家协会。二是，将其所有
留种交由注册种子加工商进行加工且已经支付了使用费的
农民，需要按照申报表上的要求提供详细情况并签字，然
后将表格返还给英国育种家协会。三是，使用留种但未缴
费的农民，无论是自己加工或者是直接从粮仓中取出进行
播种均须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申报，并于收到发票后准时直
接向英国育种家协会申报。 



英国植物育种者协会的成功做法 

     第三，坚决抑制逃避履行缴费义务的行为。为此，英国植
物育种者协会采取了多项措施，抑制逃避履行缴费义务的行为
：一是，专门开批了一个叫作“Fair Play”网页,宣传农民留
种缴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便于农民缴费；二是，投资建设小
农数据库、增加工作人员以及开展法律诉讼；三是，通过派人
审计监督等方式核实种子生产经销商生产与销售的种子数量（
按每年销售数量收取使用费）以及农民留种的数量。 

    此外，在收费分配方面，英国育种家协会收取农民留种使
用费后，从每英镑使用费中提取7便士作为管理费，其余向植
物育种者分配。显然，这个收费标准比欧盟其他成员国低，这
种做法无疑有助于提高英国育种者协会的吸引力。 



德国种子托管公司的留种收费运作实践 

    德国对农民留种收费的管理主要由德国植物育种者协会通

过与农民工会（German Farmers’ Union）签订合作协议,由

STV公司来进行。 



捷克品种所有者合作社的运作实践 

    在农民留种收费的运作上，捷克品种所有者合作社的许多
做法都与英国育种者协会非常类似。例如，捷克每年两次向农
民发放调查问卷，方便农民报告使用农民留种的信息。提交问
卷的止时间为：冬季作物每年12月31日；春季作物每年5月17
日。随同问卷发给农民的材料还包括：育种者授权合作社收取
使用费的受保护品种名录及其价目表；育种者的授权委托书复
印件。农民可通过信件、传真、电话、合作社网站等形式将填
好的问卷发至捷克育种者合作社（DVO）。所有加工商每年也
可收到两次报告加工农民留种信息的问卷。然后，合作社将加
工商提交的信息和农民提供的信息加以核对，确认农民提供数
据的真实性。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2 

“小农”的界定标准“小农”的界定 

    主要从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两个方面进行。欧盟对“小农”

的界定标准为：在种植谷物的情况下，其所拥有的种植面积

（种植谷物以外的其它植物的面积不计算在内）之单季生产能

力不超过92吨的农民；在种植马铃薯的情况下，其所拥有的种

植面积（种植马铃薯以外的其它植物的面积不计算在内）之单

季生产能力不超过185吨的农民；就其他植物种类而言，是指符

合类似比例标准的农民。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2 

“小农”的界定标准“小农”的界定 

    此标准对成员国关于“小农”的界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成员国不直接规定耕地面积，

而是围绕欧盟制定的产量标准结合地块条件核定耕地面积。例

如，为了能够尽可能合理地界定“小农”，捷克《关于植物品

种权的第408/2000号法案》在法律文本的正文中并没有明确

“小农”的耕地面积上限，而是在该法律附件2中给出了一个小

农耕地面积上限计算的表格。 



地籍调查区域内农

地（包括耕地）的

平均价格类别 

谷物的平

均产量

（吨/公顷）
1 

小农耕地

面积上限

（公顷）
2 

转换系数（ph）3 

类别 CZK/m 2 转换系数 

代码 

转换系数 

价值 

Va 低于3.5 3.40 Va   27 ka 1 

vb 3.51-4 3.91 Vb   23 kb 1.7 

vc 4.01-6 4.17 Vc   22 kc 1.23 

vd 6.01-8 4.73 Vd   19 kd 1.42 

资料来源：《关于植物品种权的第408/2000号法案》附件2 

表1     小农耕地面积上限核算指标一览表 



  谷物 马铃薯 

国内植物品

种权 

欧盟植物品

种权 

国内植物品

种权 

欧盟植物

品种权 

国家 种植面积（

公顷） 

产量（吨） 种植面积（

公顷） 

产量（吨

） 

丹麦 17.6   

  

92 

17.6   

  

185 
芬兰 10 1-2 

爱尔兰 12.4 5.2 

立陶宛 30 10 

波兰 10 10 

瑞典 17.7-32.59 4 

数据来源：Bert Scholte (Technical Director European Seed Association). Royalty collection on Farm Saved 

Seed[EB/OL]．http://www.cpvo.europa.eu/main/en/home/news/conferences-and-special-events/100-workshop-on-

farm-saved-seeds 访问时间：2015-7-4 

表2  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小农”定义的对照表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2 

“小农”的界定标准“小农”的界定 

    在“小农”的界定上，有的成员倾向于规定较欧盟更加严

格的标准。例如，荷兰则根本不进行界定，实践中将耕地面积

15公顷以下的农民视为“客观小农”（objective small 

farmer）。 符合欧盟规定条件的“小农”，无论是对欧盟规定

的品种还是对荷兰规定的品种，都无需缴纳留种使用费；对于

可耕地面积不足15公顷的“客观小农”，可免交谷物品种留种

使用费，对于可耕地面积不足10公顷的“客观小农”，甚至还

可免交马铃薯品种的留种使用费。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2 

不同“小农”界定标准所引发的问题 

   一个农民在欧盟法下可以界定为“小农”，而按照成员国的

内国法就有可能不能界定为“小农”的现象。由此带来的直接

后果是，一个品种受欧盟植物品种法保护、根据欧盟法的农民

留种制度不能收取品种使用费的品种权人，若根据其内国法申

请植物品种权保护，则有可能收到植物品种权使用费。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2 

不同“小农”界定标准所引发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相关规定，“小农”耕地
面积的核算范围必须涵盖农民所有“自己的土地”。所谓“自己的土地”是
指农民实际用来种植植物的任何土地或其部分，既包括作为农民自己财产的
土地，也包括农民租种的土地。 如此以来，出现了两难结局：由于将租用
囊括在“自己的土地”的范围之内，使“小农”界定标准趋于严格，从而扩
大了缴费义务主体的数量，对品种权人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也给品种权人
的留种收费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现在经营2个以上农场的农场主人数越
来越多了，这些农场有的是在一国内的一个地区，有的在一个成员国内，有
的甚至涉及到几个成员国。按照“自己的土地”的现行定义，一个农场主名
下的土地，“无论作为其自己财产还是管理的”，也无论涉及多少个地区或
国家，都应界定为一个主体。只要所有土地都作为一个主体进行经营，则
“自己的土地”上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农场。 



缴费义务主体界定中的“小农”问题 2 

不同“小农”界定标准所引发的问题 

   由此引发的题：一是，使收费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

复杂；二是，那些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或在其他成员国拥有

“自己的土地”的农民有时会认为，种子在“自己的土地”之

间进行转移也有权得到农业豁免规定的法益， 从而减少品种权

人收取留种使用费的机会。 

 



信息提供机制 3 

 信息提供的义务人 

 信息提供的内容 

 政府在信息提供中的作用 

 对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处罚 



留种收费标准 4 

“小农”的界定标准 
     实践中农民留种使用费收取标准通常是由代表育种者利益的
育种者协会组织与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工会组织通过签订协议确
定的。只有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适用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律规
定的费率。例如，《农业豁免条例》第5（1）规定对农民留种使
用费收取标准的规定是，合理低于（sensibly lower）在同一地
区就同一品种繁殖材料的收取标准。显然，这只是一种原则性的
规定，具体费率还是不够明确。对此，欧盟法院已经在Saatgut-
Treuhandverwaltungs GmbH 诉Ulrich Deppe and Others一案中
通过下达初步裁决的方式对“合理低于”做出了司法解释，即：
在欠缺育种者组织以及农民间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将50%视为固
定的比例，而不应当是最高上限或是最低比例。 



农民留种制度实施的成效 5 

   Bart Kiewiet说：“正如统计资料显示的那样，育种者仍
旧认为共同体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不失为是保护种业生产以及植
物新品种的有效工具，但关于农民留种的规定是个例外。欧共
体立法中的关于农民留种的规定在欧盟许多成员国都难以实施，
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相关作物品种的育种者对不能以合理
的水平对其受保护品种收取农民使用留种的报酬颇有怨言。如
果这一点得到证实的话，即意味着共同体立法者们力求平衡育
种者和农民合法利益的目标并未实现。这种情况对于制度本身
具有负面作用，这是因为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对该制度的
适用负有责任”。 



农民留种制度实施的成效 5 

   欧洲种子协会的Christoph Amberger指出：“欧盟对农民留
种管理之本身成效不大，法律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在欧洲，
农民对于谷物的留种大致在50%-60%之间，而马铃薯留种维持在
60%以上。如此说来，农民留种使用费理论上讲应当在6500万欧
元，而由于现行法律制度所存在的局限性，农民留种使用费的
收集尚达不到其三分之一”。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欧盟没
有向育种者提供收取使用费的方法”，而其中“缺乏有权要求
农民提供信息的线索是主要障碍”。他还说，基于这样的原因，
“有些国家（如荷兰、捷克和英国）已经决定颁布更好的国内
法从而使信息的收集乃至最终农民留种使用费的收取成为可
能”。 



结论 

   所谓农民留种收费是针对不具备“小农”资格的农民使用

适用农民特权的植物品种之留种时所进行的收费，意图在于

在农民留种这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和现代植物育种对种植者享

受到的遗传增益的贡献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农民使用留种需要交费，但交费标准毕竟低于正常的品

种使用费，况且也不是所有植物品种都能按照这个较低价格

支付使用费。因此，从制度意义上讲，留种收费制度是建立

在农民特权制度基础之上对农民特权加以限制的一项细化措

施，仍然属于农民特权制度的范畴。 



结论 

    本文认为，在留种收费的运作实践中代表育种者的专业收

费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小农”的界定是一项制度性很

强的工作，欧盟成员国根据本国实际规定了比较灵活的界定标

准，方便了缴费义务主体的确定；信息提供对于留种收费成效

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担负更多的义务。同时，从制度的

实施效果看，在农民留种收费方面，国内PVR比欧盟PVR制度实

行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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