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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农业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使被不断扩张、强化的植物新品种权已
不仅仅作为育种技术创新的机制存在，而是更大程度上成为经营者从事市场竞争、垄断的工具。具有巨
摘

大资本运营能力的跨国种业巨头，利用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化工
产业、种植业甚至饲料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风险。 因此，对植
物新品种权滥用进行法律规制已成为摆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植物新品
种权的社会公益性理论、私权限制理论、竞争理论等，为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民法、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和反垄断法，则为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提供了三种重要的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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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新品种权滥用问题的提出
植物新品种权是指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对其获得授权的品种所享有的排他性独占权 。其与
专利权、版权一样，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然而，由于植物新品种本身具有生物活性，可以自我繁殖，一
些农作物新品种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而且往往还涉及重要的政治利益 ，甚至影响到一国的粮食安
全。于是，植物新品种权已不仅仅作为鼓励种子技术创新的机制存在 ，而是更大程度上成为种业市场竞
争的工具，经营者滥用其植物新品种权所造成的危害日益突出 。在世界范围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呈现
1981 年生效版本和 1998 年
出不断扩张、强化的趋势，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1968 年生效版本、
生效版本的变化来看，突出表现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保护强度不断增加、用以限制新品
［1］

种权的农民权被弱化等

。在发达国家拥有绝大多数育种技术的情况下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

植物新品种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 ，被不断扩张、强化的植物
新品种权往往被技术强势企业所滥用 ，成为发达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不正当竞争或市场垄断的
手段。因此，如何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 ，有效防止这一权利的滥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概念界定与表现形式
( 一) 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概念界定
本文所称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是指权利人超越法定界限不正当行使植物新品种权而对他人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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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 。它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植物新品种权是一种权利行使行
为，而非植物新品种权本身； 二是这种行使行为超越了法定界限，这里的“法 ”应作广义解释； 三是这种
超越法定界限的权利行使行为，损害了私人合法利益或公共利益，依法应受到规制。 有学者认为，权利
［2］
滥用的实质是权利人不适当地扩张了其所享有的权利 。事实上，法律对于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概念
并无非常明确、具体的界定，认定权利人行使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否超出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 ，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对特定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诸如衡量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判断对市场竞争
秩序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程度等，都是确定是否构成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时应当考量的因素 。
( 二) 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形式复杂多样 ，其中，以下几种形式具有代表性：
1． 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为由实施“终止子技术”手段。
“终止子技术 ”是指由遗传工程师在作物中加入终止子基因 ，再由种子公司在出售种子之前加入
一种诱导剂 ，经终止子基因与诱导剂的相互作用 ，种子胚胎发育的后期产生毒素并杀死发育后期的
胚胎 ，最后得到的是成熟但不育的种子 。 经营者利用这种技术可以使种子购买者前一年种植后得到
的种子是不育的 ，不能留种作为第二年再种的种子 ，以达持续反复售种之目的 。 这实际上是经营者
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为由剥夺了农民的留种权 ，使其受制于品种权人 ，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从品种权
人的手中购买种子 ，这不仅会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 ，而且还会导致品种权人
在相关种子市场上形成垄断 ，对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产生负面影响 。 同时 ，这项技术也有可能危
害生物的遗传多样性 ，可能因为出售或交换不能发芽的种子以及通过花粉非故意的传播造成生物安
［3］
全受到威胁的风险 。
2． 植物新品种权拒绝许可行为。

拒绝许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是指 ，新品种权人为达封锁市场、排斥竞争及其他个人利益最大化之目
的，在获取植物新品种权之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 。植物新品种权是
一种排他性独占权，如果权利人自己不实施或不充分实施 ，又拒绝许可他人实施，不仅会影响种子技术
的传播与应用，而且有可能导致市场上相关产品诸如食物 、饮品、纤维等不能充分供应，损害公众及国家
利益。如果植物新品种权拒绝许可行为发生在特定市场之中 ，则有可能导致市场垄断，危害竞争自由与
公平。
3． 植物新品种权交易中的限制行为 。
植物新品种权交易中的限制行为是指 ，权利人凭借其植物新品种权优势，在植物新品种权许可、转
让等过程中附加各种不合理条件 ，妨碍交易自由，限制或者消除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1） 权利人要求交易相对方对继续使用已失效或被取消的植
物新品种权支付使用费或承担其他义务 ； （ 2） 权利人要求交易相对方不得进行与植物新品种权相关的
研究与开发； （ 3） 权利人要求交易相对方不得与特定的第三方交易 ； （ 4） 权利人要求交易相对方不得对
所交易的植物新品种权的效力提出质疑 ； （ 5） 权利人要求交易相对方支付不合理高价； （ 6） 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相同的植物新品种权对不同的交易相对人实行
差别待遇等。
4． 利用植物新品种权救济措施实施恶意阻碍竞争对手行为 。
为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一系列权利救济措施被采用，如对侵权人提出警告、提起诉讼等。然而，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植物新品种权人为排斥、打击竞争对手，往往滥用权利救济手段不正当地妨碍他人
的正常经营活动，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常见的形式主要有：
（ 1） 滥发植物新品种侵权警告函，即权利人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对其他竞争者发出植物新
品种侵权警告函，指责他们侵犯了自己的品种权，从而达到威胁竞争对手、阻碍竞争的目的。（ 2） 恶意
提起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诉讼，即权利人出于阻碍竞争对手发展的主观恶意 ，明知对方并不侵权却仍针对
其提出诉讼，进行舆论炒作，损害竞争对手利益，以达到阻碍、限制竞争对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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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理论基础
( 一) 植物新品种权的社会公益性理论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之一 ，具有突出的社会公益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1） 植物新品种权人育种技术创新活动 ，离不开对前人和同代人已有知识的借鉴与吸收 ，因此，社会
公众对育种创新成果也应享有一定的合法权益 ； （ 2） 植物新品种权创设的目的是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 ，
是以确认育种者私权的方式达到推动技术进步的社会公益目标 ； （ 3） 植物新品种权的实现，依赖社会公
众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支付使用费等。植物新品种权的这种公益性特点 ，要求植物新品种权人必须依法
正确行使权利，以实现植物新品种权的社会公益价值 。如果权利人滥用植物新品种权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
( 二) 私权限制理论
私权滥用的规定源自古代罗马法 ，后来经由法国拿破仑法典确立了这一制度 ，逐渐演变为世界范围
［4］
内公认的权利行使原则 。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这
是由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决定的。植物新品种权也不例外，权利人在行使权利之前必须考虑三方面利益 ，
即个人利益、相关人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只有三者利益得以兼顾协调，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如果
植物新品种权人超过法律规定的界限 ，滥用私权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就应受到法律的规制。
( 三) 竞争理论
竞争机制能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等，是至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最佳资源配置
方式。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刺激了私人种业投资，加剧了种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植物新品种权已不仅仅作为鼓励育种技术创新的机制存在 ，而是更大程度上成为经营者从事市场竞争 、
进行市场垄断的重要工具，具有育种技术优势的巨型企业滥用植物新品种权实施垄断 ，严重破坏市场的
竞争自由与公平。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种业集团通过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凭借
其巨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扩张、重组及跨国并购浪潮，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农
［5］
业化工产业、种植业甚至饲料和农产品加工业 ，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风险 。 因
此，通过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以保护和促进竞争自由与公平 ，已是摆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四、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途径
( 一) 民法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规制
民法确立有关私权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 ，其作为权利本位法，以确权、尊权和保护权利为己任，同时
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 7 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坏社
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体
现。植物新品种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 ，属于私法范畴，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是民事权利滥用的表现形式
之一，民法有关权利不得滥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同样适用于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规制 。但
是，民法作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上位法 ，相关规定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仅仅依据民法中欠缺针
对性的规定，尚不能完全解决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法律规制问题 。
( 二)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规制
在规制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多种法律途径中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具有直接性和针对性 ，应当发挥
重要的积极作用，当植物新品种权人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 ，首先应当受到植物
新品种权保护法的规制。本文认为： 从制度设计上看，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规制
主要应涉及以下内容： （ 1）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植物新品种权不得滥用这一原则 ，为规制植物新品种
权滥用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 2） 以一般条款的方式明确规定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为认定植物新品种权滥用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 。（ 3） 以“典型列举”的方式将实践中常见且危害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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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权滥用行为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中予以明文列举 ，以增强法律适用的针对性和确定性。
（ 4） 将植物新品种权滥用行为作为侵权或违约的抗辩理由 ，在植物新品种权的侵权诉讼或合同诉讼中 ，
如果权利人构成植物新品种权滥用 ，则不得强制执行其植物新品种权 ，也即无法获得权利使用费和损害
赔偿金。
( 三) 反垄断法对植物新品种权滥用的规制
伴随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各国获取农业竞争优
势的重要手段，在激烈的种业市场竞争中，拥有了植物新品种权，就拥有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在此背
景下，如果处于竞争中的权利人滥用植物新品种权进行市场垄断 ，不仅会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
法利益，而且还会妨碍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 ，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应当受到反
垄断法的规制。
种子是农业的源头、食物链的最前端，种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粮食供应与食品安全 ； 同时，种
子作为农业价值链的起点，对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农产品、食品加工业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6］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世界种业十强
种业的竞争与垄断备受关注。世界种业市场处于寡头垄断格局 ，
［7］
瓜分了全球几乎 1 /3 的种子市场，大约 10 年之后则又扩大至 1 /2 左右 ，接着，世界种子巨头进一步将
触角伸向东亚、南美等新兴市场国家，滥用其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种子

企业进行蚕食侵吞，掀起了新的种业利益瓜分热潮。毫无疑问，及时、充分运用本国反垄断法有效控制
滥用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他农业知识产权所形成的跨国垄断 ，是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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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gulation for Abuse of New Plant Varieties Property
Geng Bang
（ School of Law，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biotechnology and the propel of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form，the ever expanding and intensifying new plant varieties become not only a kind of system to encourage
breeding innovations，but also an instrument to help proprietor to compete and monopolize in the market，which
damages to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other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Therefore，the legal regulation for abuse of
the new plant varieties propert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and pressing mission for each country，especiall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ose of the social benefit theory，the private rights limited theory and competition
theory on the new plant varieties property have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abuse
of them． Besides，the Civil Law，the new plant varieties Property Protection Law and Antimonopoly Law are
three importantly legal approaches to the legal regulation for abuse of the new plant varieties property．
Key words： new plant varieties property； abuse； leg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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