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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维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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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品种权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有效性，
品种权人须定期缴纳一定金额的维持费用。 
 

在维持年费制度下，品种权人的维持行为决策
决定了品种权的有效保护期限。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维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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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植物新品种权收费标准及其调整 

实行时间 
申请费

（元） 

审查费

（元） 
单件品种权维持年费（元） 

年费总计 

（15年法定保护期） 

1999-04-01至2007-08-31 
1800 4600 

第1年至第3年，每年1500 

23891 第4年及以后，每3年可在上3年

收费标准的基础上按30%递增 

2007-09-01至2015-10-14 1000 2500 
第1至6年，每年1000 

19500 
第7年及以后，每年1500 

2015-10-15至2017-03-31 1000 2500 
第1至6年，每年1000 

16800 
第7年及以后，每年1200 

2017-04-01起 停征 停征 停征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植物新品种权生命周期法律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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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20年） 

审查期限 

植物新品种权的维持时间
（也称存续期，或维续期）
是指从品种权自授权之日起
到视为放弃、终止或届满之
日所经历的实际生存时间，
代表植物新品种权的有效期
限或年龄。 



二、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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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是指植物新品种权授权后，品种权人保持

植物新品种权权利有效性的活动过程。 

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时间长短主要由取决于植物新品种权的经济价

值（维持收益大于维持成本）。 

植物新品种权维持制度通过调节品种权维持成本，影响品种权维

持时间，协调品种权人个体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影响植物新品种

保护制度的运行绩效。 

1. 维持制度可以筛选高质量、高价值品种权； 

2. 维持制度显示授权品种的价值信息； 

3. 维持制度引导创新主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 维持制度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二、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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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Pakes 和Schankerman（Pakes & Schankerman, 1984）提出

的专利维持理论模型，构建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每年维持有效的品种权占总体植物新品种权的比例，即品种权

在t时刻的维持率为P(t) 

 

                                                                                                   （1） 

 

           其中，       t 代表时间 

                              r(t) 未来收益 

                              c(t) 维持费用 

                              f(r) 授权品种创新价值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二、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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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植物新品种权维持率曲线 

A代表f(r)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B代表f(r) 服从Pareto-levy指数分布 



二、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植物新品种权从“授权日”出生，到“终止日”死亡，整个过程类
似生物的生存过程，我们希望了解植物新品种权存活时间长短，
“终止” 事件发生的概率。 

 生存分析，也称存续分析或时间-事件分析，根据样本观察值得到的

信息对研究对象的持续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和推断，研究“事件”发
生的时间规律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 

 生存函数S(t) 表示品种权维持时间T超过特定时间t的概率，公式为： 

                                                                                                               （2） 

 

 风险函数h(t)表示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存活到时间t，在t时刻发生终止
事件的条件概率，公式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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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本文通过Cox-PH模型对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不仅考虑已经终止的植物新品种权的生存时间，还考虑
了未终止植物新品种权的存续期，即删失数据，这样可以更全
面的分析植物新品种权的质量变化。 

 Cox-PH模型的风险函数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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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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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类型 定义及赋值 

被解释

变量 

Suryr 维持时间 连续变量 终止事件发生的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时间为终止日减去

授权日；终止事件未发生的，以“2017.01.01”减去授权日

进行计算，单位为“年” 

解释变

量 

breeders 人力资本投入 连续变量 植物新品种权培育人人数 

examyr 审查周期 连续变量 授权日减去申请日，单位为“年” 

corighters 共同品种权人 分类变量 是否有1个及以上共同品种权人，有=1；没有=0 

domforei 国内、国外品种权人 分类变量 植物新品种权人国别类型，国内=1，国外=0 

Sectors 私人、公共部门品种权人 分类变量 植物新品种权人性质类型，私人部门=1，公共部门=2 

Plants 植物新品种 分类变量 植物新品种的种属类型，大田作物=1，蔬菜=2，花卉=3，

其他=4 

表2 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模型变量定义 



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采集时间：2017年5月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官方网站、种业大数据平台
（ http://202.127.42.145/bigdataNew/ ）等；查询公告日为1999年4月1日至
2017年1月1日的植物新品种权授权公告和事务公告 

 数据处理： 

– 植物新品种权授权8311件，品种权终止3126件，品种权恢复373件，分别录入数据
库。 

– 经过数据整理，去掉极端值（授权公告日为2017年1月1日的植物新品种权，因为这
些品种权的维持时间为0天），最终得到样本植物新品种权8195条记录，每条记录包

括品种权授权日、终止日、申请号、授权号、植物种属、品种名称、培育人、品种
权人、共同品种权人和品种权人地址等信息。 

– 申请号是唯一的，根据申请号链接三个数据库，取得相应植物新品种权的状态信
息，标记品种权终止后权利恢复的数据，已经终止的植物新品种权设为1，未终止的
作为删失数据处理，从而得到全部植物新品种权的维持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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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截至2017年1月1日，品种权终止3126件，其中，因保护
期届满终止的品种权有23件，有338件品种权得到恢
复，失效的植物新品种权有2765件，因此，33.27%
（=2765/8311）品种权在法定保护期届满之前终止，即
总体维持率为66.73%。 

 植物新品种权的平均维持时间为3.72年，种企维持时间
为4.56年，而每件植物新品种权的平均审查周期为4.06
年，培育人数为6.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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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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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9~2017年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维持率曲线 



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3. 模型结果 

（1）Kaplan-Meier生存函数分析 

15 图3 植物新品种权生存曲线 



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3. 模型结果 

（1）Kaplan-Meier生存函数分析 

16 
图4 植物新品种权生存曲线 

（a） （b） 



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3. 模型结果 

（1）Kaplan-Meier生存函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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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植物新品种权生存曲线 

（c） （d） 



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3. 模型结果 

（2）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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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植物新品种权生存分析模型的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z P>|z| 95%置信区间 风险比率HR 因素类型 

breeders -0.0311 -4.75 0.000 [-0.0440，-0.0183] 0.9693 安全因素 

examyr 0.2180 13.21 0.000 [0.1857，0.2504] 1.2436 危险因素 

corighters -0.2222 -3.53 0.000 [-0.3455，-0.0990] 0.8007 安全因素 

Sectors 0.2968 6.92 0.000 [0.2128，0.3808] 1.3455 危险因素 

Plants 0.0622 1.95 0.051 [0.0001，-0.1246] 1.0642 危险因素 



三、种企植物新品种权维持行为实证分析 

4. 稳健性检验 

为论证上述分析结果是稳健的，我们将数据根品种类型分成若干组，对每一组进
行回归分析，并适当改变模型的设定，运用Weibull参数估计模型，比较风险
比率的变化，回归结果简要报告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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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植物新品种权Weibull模型回归结果 

品种类型 大田作物 蔬菜 花卉 其他品种 

影响因素 风险比率 P值 风险比率 P值 风险比率 P值 风险比率 P值 

breeders 0.9608 0.000 1.1018 0.019 1.0368 0.235 1.0986 0.099 

examyr 1.3591 0.000 1.5104 0.000 1.5242 0.000 1.3272 0.000 

corighters 0.8126 0.001 0.2883 0.232 0.1103 0.002 0.9921 0.986 

sectors 1.3528 0.000 1.3466 0.307 1.9751 0.001 1.5619 0.410 

domforei 4.4898 0.034 2.1716 0.159 1.4911 0.096 44.2586 0.000 

_cons 0.0016 0.000 0.0011 0.000 0.0022 0.000 0.0001 0.000 



四、结论与启示 

 结果表明： 

（1）植物新品种权维持时间受品种权人类型、审查周

期、共同品种权人、培育人数量等因素影响，总体平均
维持时间仅有3.72年； 

（2）种业企业的授权品种比农业科研院所等公共部门的

维持年限更长、生存比率更高；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生
存函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3）培育人数、有共同品权人对植物品种权维持时间有
积极影响，审查周期对品种权维持时间有负向影响。 

 结论：植物新品种保护维持制度形成植物新品种权的过
滤、终结机制，可以有效筛选高质量植物新品种权，显示
授权品种的价值信息，引导创新主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0 



四、结论与启示 

 启示：审批机构应调节植物新品种保护高度、宽度组合，抑
制模仿育种，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权利范围、提升保护
强度，以提高植物新品种权质量为创新政策导向，发挥植物
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创新激励作用，高效配置育种创新资源。 

 建议： 
1.审查机构简化审批手续，缩短DUS测试时间，提高审查效率； 

2.加强农业院所和种业企业新品种研发合作，增强创新协同效应； 

3.提高进入门槛，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制度，激励原始创新； 

4.拓展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同时，完善植物新品种权筛选机制，
信号显示机制，提高植物新品种权质量； 

5. 完善种业大数据平台，增强平台查询功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增加平
台数据的分析功能；有效整合信息资源，提高资源共享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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