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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本序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以下简称 +条约,$

于 !""> 年开始谈判" 历经七年艰辛" $%%! 年 !! 月 > 日" 粮农

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表决予以通过& 在交存第四十份批准书

的 "% 日后" 即 $%%^ 年 = 月 $" 日 )条约* 正式生效& 作为条约

秘书处的秘书长" 我亲身经历了 )条约* 的发展与壮大" 目前

)条约* 已经有 !$7 个缔约方&

)条约* 建立了一个商定重要作物获取与利益分享的多边系

统" 并制订了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既为育种者获取与粮食与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提供了方便" 又确保了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

#农民$ 获得利益分享" 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粮食安全&

中国是 )条约* 的缔造者之一" 积极参与并见证了谈判全

过程& 中国作为世界八个遗传多样性地理中心之一" 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种质资源大国& 中国有八亿农民" 是世界上农民最多

的国家" 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关切& 毋庸置疑"

)条约* 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中国的参与也将更好

地促进本国农民获得惠益分享& 因此" )条约* 缔约方及其秘书

处衷心期待着中国尽快加入 )条约*&

任何一个国家在加入一项国际条约之前" 都需要详尽地了

解该条约" 明晰其加入的责任义务与利弊" 以及如何落实该条

约& 这就需要更多的人" 包括政府官员% 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

教育机构的学者一起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国际条约对本国的利益与影响&

本书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中心和国际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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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共同组织专家编写的" 并 +广泛选取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

问题与形势感兴趣的各方代表" 包括至少 $# 个国家政府% $! 个

政府间机构和 ^ 个非政府组织" 历经三次传阅," 可以说是整个

国际社会的结晶' 杰罗德!莫尔先生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法

律顾问" 全程参与了 )条约* 的拟订与谈判" 并一直从事与

)条约* 实施相关的研究" 对条约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 因此本

书也凝聚着作者的多年经验和心血&

作为 )条约* 秘书处秘书长" 我非常高兴本书能够出版中

文译本" 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政府官员% 环境资源法学者% 经济

学者% 农业科研人员以及植物遗传资源贡献者 #农民$ 全面%

深入地研究% 理解本条约" 也希望它能促进中国加入 )条约*

的进程" 并在加入后有助于中国落实本 )条约*&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秘书处# 秘书长

沙基尔$巴蒂B博士

$%!% 年 !$ 月 >! 日

$ B'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序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已经生效" 这标志着

生物多样性国际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代表世界共同体

对一种新型国际系统的承诺" 即通过一项独立的条约联合起来

直接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和国际上商定目标 #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规定的 +获取和利益分享,$ 的需要& 就其本身而论" )条

约* 将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 让全人类免于饥饿" 并保存生物

多样性&

本书是特别国际文件与概念实施指南系列丛书之六" 其目

标旨在增进人们进一步理解 )条约* 条文及其可能的含义---

解释条文及其所涉及的科技% 法律问题& 由于未预料到的资助

削减" 本书不能再像前几本指南那样采取专家研讨会的机制来

确保其公正性" 但幸运的是收到了重要的直接捐助" 并且许多

国际专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C&D$ 环境法中心和国际植物遗传资

源研究所 #'6LK'$ 非常引以为荣" 有幸发起创作% 出版并发行

本指南" 希望本指南将有助于所有本 )条约* 实施参与者& 非

常感谢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资金上

的赞助" 其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资助共同使本指南得以出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中心主任

阿来亚恩德罗$依萨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所长

埃米尔$福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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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一! 背!景

"##$ 年 $$ 月 % 日! 根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章程#

第 $& 条规定$ $ %

!粮农组织大会第 %$ 届会议以 $$' 票赞成& " 票

弃权通过了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以下简称

"条约#(

$ " %

! 并在收存第 &# 份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后的

第 (# 天! 即 "##& 年 ' 月 "( 日有 )* 个国家签署而使 "条约# 得

以生效)

$ % % 为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保持一致$ & %

!$((% 年粮农

组织大会第 ") 届会议通过 )+(% 号决议! 决定通过粮农组织的粮

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0( 进行谈判修改 "国际植物

遗传资源约定# '以下简称 "国际约定#(! 历经七年多的艰难

谈判! "条约# 终于得以通过)

"条约#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保持一致! 在可持续农业

和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规定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与可持续利用! 更重要的是为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

$绪!论!

!

$ $ %

$ " %

$ % %

$ &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简称 *粮农组织+) ,,,译者注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条规定- 大会根据 "+% 的多数票和按照大会所采

纳的规则! 可以通过关于粮农问题的公约和协定并提交成员国)

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条规定! 通过条约需要大会进行投票) 当时

的投票结果等同于协商一致通过! 因为没有成员国对 "条约# 投反对票)

"条约# 第 "* 条)

,123425612 12 7618196:;8<6:4=>645! ? @A24$(("! %$ BCDCEC*$* '$((" ()

'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文文本见 F55G- ++HHHC:IJC625+J1:+849;8+:IJKA2KLFCGJM. 英

文文本见 F55G- ++HHHC:IJC625+J1:+849;8+:IJKA2K42CGJMN,,,译者注(



的特殊需要做出了规定) 为培育向世界提供粮食的重要作物!

一代又一代的农民选育了数千种不同的植物遗传资源! 而农业

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粮食安全! 将依赖于农民和育种者持续拥

有低成本地方便获取必要植物遗传资源的能力! 包括获取信息&

技术和资金以及充分应用这些资源的必要能力! 以应对新的环

境挑战和农业需求) 由于在实践上迫使育种者和农民在双边的

基础上寻求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以及为获取和利益

分享而进行大量的私人交易谈判在实践上存在诸多困难! 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流动面临着危险)

通过建立一个方便获取这些对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各国之

间又极度相互依存的植物遗传资源和利益分享的多边系统! "条

约# 确保了这种流动的延续! 并在附件一中列出了这些植物遗

传资源)

对于这些资源! "条约# 缔约方在行使其植物遗传资源主权

的同时! 同意在多边系统的基础上提供方便获取) 而且! 缔约

方还同意在标准条款和条件的基础上提供获取和利益分享! 从

而避免了每一次交易都不得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 这些标准

条款和条件包括源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商业化的利益分

享. 另外! 缔约方还同意了分享其他利益的范围! 包括信息&

能力建设& 技术获取和转让! 这些利益主要定位于发展中国家!

用于保存与利用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以及可以从多边

系统获取的任何资源) 尽管多边系统仅涵括列明的植物遗传资

源! 但 "条约# 为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建立了一个框架! 并创立了监督实施 "条约# 条款的机构运行

机制)

在详细叙述 "条约# 的起源之前! 应阐明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特殊性及其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特殊性及其对农业和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

!!作为从其它资源中独立出来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独特特性和寻求特殊解决办法的需要! 已经被 $((" 年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内罗毕会议 % 号决议所确认! 并为其缔约

方大会所认可!

$ ? % 而且在 "条约# 的序言中也作出了规定)

$ ' %

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从其它遗传资源中区别开来的特殊

性是什么/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为什么对农业和粮食安全

如此重要/

$ ) %

正如 "条约# 所述!

$ *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和植物

遗传资源( 是存在于植物中的& 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

价值的遗传资源或材料!

$ ( %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作为商品的作物

'即生物资源( 是截然不同的) 作为育种者 '包括传统农民(

的工具或元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在改良作物和给这些

作物引入新的遗传特性方面! 如抗旱或抗虫性等! 是非常重

要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或者至少是栽培作物品种! 在

本质上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人造形式) 栽培作物是由人类创造

%绪!论!

$ ? %

$ ' %

$ ) %

$ * %

$ ( %

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 BB+$? 号决定开篇提到- *确认农业生物多样性有

其特殊性! 独特的特征及需要独特解决办法的问题+)

"条约# 序言第 $ 段规定缔约方 *确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其特殊

性& 独特的特征及需要独特解决办法的问题+)

参见 ,;=81>,1==4;! BOG86:;5612>1MP;5612;80::4>>D496>8;5612 M1=-4=OG8;>O

/81H>! Q=1:44J6291M5F4-/0.:12M4=42:4"$ R"% E;S"##%! <=4>J42! -4=O;2S! -/0.+

BQ-.B! "##%! GC%)N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用法的独特性一样! 将在下文中讨论)

"条约# 第 " 条定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为 *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

或潜在价值的任何植物源遗传材料+. 遗传材料被定义为 *任何植物源材料! 包括

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有性和无性繁殖材料+)



的! 人类从其获取食物并赖以生存! 没有人类的继续介入! 其

大部分都会不复存在) 经过几千年的选育和培育! 农民驯化了

野生植物! 使其适应了现代农业! 为了做到这一点! 农民通过

选育和培育去除了一些可以使这些植物在野外生存的自然遗传

特性! 例如在成熟前种子头部爆裂或种子休眠. 农民还培育导

入了一些新的遗传特性! 例如高产& 抗旱& 抗病等! 任何一个

地方品种都是这样由农民一代又一代辛勤培育的结果) 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也依赖于持续的& 积极的人类管理! 如果没

有人类的看护和选育!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将会退化为野

生种! 进而可能会对粮食和农业不再具有任何价值) 保存物种

内的遗传多样性! 即在单一品种内的遗传多样性! 对保持产量

稳定和作物适应新的疾病以及其它环境挑战是非常必要的)

世界不断面临着增加粮食产量和开发更适宜的新品种的需

求! 农民和育种者也依赖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作为改良

其作物的元件! 以应对环境和生态挑战或满足当地社区需求)

为应对这些需求和挑战! 农民和植物育种者必须有权获取广泛

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及其必要的信息! 以更好地利用这

些资源)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在以下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作为可直接利用的资源! 他们可以提供关于抗虫&

耐旱& 植物工程& 口味或颜色等方面特殊的特性)

$$#% 在过去的

半个世纪里! 粮食产量的增长大部分得益于利用现存遗传资源

进行植物育种而获得的创新) 在有高度农业潜力的地区! 产量

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在更边远的地区却没有获得成功. 而且!

由于现代品种替代了农场的多样性遗传材料! 也导致了基因侵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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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问题) 但为了供养急剧膨胀的世界人口! 需要在粮食产量上

有更进一步的的增长) 这样! 新的植物育种战略将不得不把目

标放在通过开发栽培品种来提高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能力上!

减少使用昂贵且潜在有害化学投入品! 产出更高的产量. 新品

种也需要导入日益增加的遗传多样性! 以适应更边远地区或经

济区域当地农民的需要! 上述这些都会增加广泛获取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需要) 尽管许多国家拥有其本国主要作物的

巨大基因库! 但仍需要从作物品种原产地中心获取更广泛的多

样性! 如寻找新病害的抗体)

植物育种过程的特殊性需要把广泛的植物遗传资源整合一

个成功的产品中) 的确! 一个新的植物品种经常是几代农民和

育种家培育的结果! 而这一品种会在很多国家种植) 甚至是在

商业新品种的开发阶段! 科学家也不得不从上千份样品中逐一

筛选! 以寻找特殊的农艺特性) 根据作物的不同! 育种家通常

在育种中要用到源于 "# V%# 个国家的大约 '# 种不同的地方品

种! 这么多的亲本! 特别是再考虑到几代农民的选育和培育工

作! 那也就意味着植物育种产品或它们的一些独特特性的原始

亲本是很难追踪的! 也很难计算任何一个特殊的遗传输入品在

某一商业新品种中发挥作用的程度$$$%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不仅对专业植物育种有重要意义!

对传统小农在保持其作物质量和产量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

上! 农民从事作物改良! 从各种各样的可取遗传特性中选育种

?绪!论!

$$$%

在这一意义上! 农作物因其种内的多样性而著称!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又具有独特的特性! 建立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之上的原产国的定义能否简单

地适用于农作物也就值得怀疑! 该定义似乎更适于规范获取在雨林中发现的医药物

种) 参见,;=S/1H84=! BOG84O425629;::4>>;2J I424M65K>F;=629G=1:4JA=4>A2J4=5F4,12K

3425612 12 7618196:;8<634=>65S- 5F4<684OO;1M,=1G -42456:.=4>1A=:4>;2J 5F46=W=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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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然后只是再种植那些显示最优特性的种子) 这种作物改良

传统的一部分! 就是农民互相进行种子交换! 以保持种内遗传

多样性的水平! 保护他们的作物免受产量波动& 病害和其他环

境挑战的影响) 但是! 随着农民日益倾向于依赖现代商品农业!

作物新品种替代了传统的& 高变异的农民品种! 这就导致多样

性 '包括种内多样性( 在农场这一层次的整体消失)

第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作为对未来未知需要的保

证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品种趋于更加统一化! 替代了大量传统

的& 基因上更加多样化的品种! 这种倾向增加了作物的脆弱性)

由植物锈病引发的 $( 世纪 &# 年代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斯里兰

卡咖啡业的毁灭性灾难! 就是作物需要增加遗传多样性的例证)

应对这些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挑战! 需要持续不断地增加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交流)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基本重要性

已经为 $((' 年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所确认! 这是应对粮食安

全的一个里程碑性事件! 首脑会议结束时通过的 "罗马宣言#

和 "行动计划#! 为继续努力根除饥饿提供了一个框架) "行动

计划# 目标 %C$C:项包括一个政府方面的明确承诺- *促进陆

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保存和可持续

利用! 以便强化粮食安全+.

! 在目标 %C"C4项中! 各国政府

进一步承诺他们将 *特别通过适当的原生境和非原生境保存方

法& 系统调查登记& 扩大作物遗传基础的植物育种方法以及公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行动计划# 目标 %C$C:见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报告# '$((' 年粮农组织文

件Y/U('+.TQ第一部分() "行动计划# 定义了 *粮食安全+ 这一术语! 在其序

言中写道 *粮食安全+ 应该 *在个人& 家庭& 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予以考

虑!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 安全和富有营

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 才实现了粮食安

全+) 更特别的是! 目标 "C% 指出确保粮食供应应该 *安全00适当并足以满足人

们的能量和营养需要+) '英文文本为目标 %C$C;! 但引文中的实际内容属于

%C$C:N,,,译者注(



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利益!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方法)+ 相应地! "条约#

的 "序言# 通过特别提及 "罗马宣言# 和 "行动计划#! 也强

调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与粮食安全的联系)

三! 国家在获取植物遗传资源上的相互依存性

许多世纪以来! 不仅在某一特定邻近地区的农民之间! 而

且在更广泛的世界各大洲以及各区域之间!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一直是自由而且广泛交流的) 马铃薯源于拉丁美洲安弟

斯山区! 现在是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大宗作物. 大麦和小

麦首先在近东地区驯化. 水稻则起源于东南亚) 由于新环境通

常没有那些原产地中心流行的自然病虫害! 作物在新的环境中

比在原来的原产地中心生长得更好) 但是一旦那些病虫害通过

某种途径进入新的环境中! 育种家和农民就不得不回到原产地

中心和作物多样性中心去寻找自然抗性) $( 世纪 &# 年代的爱尔

兰马铃薯饥荒就是一个实例! 为了挽救欧洲的马铃薯生产! 育

种家不得不到南美洲马铃薯原产地中心去寻找马铃薯枯萎病致

病疫霉 'GFS51GF5F4=;62M4>5;2>( 的抗性. 更近时期的一个事例

是芋头叶枯萎病! 该枯萎病至少危及毁灭一个南太平洋国家的

芋头作物! 而芋头对该国的粮食安全又是必需的! 为了找到对

该病害有抗性的新芋头遗传材料! 该国不得不求助于太平洋区

域内部和外部的其他国家) 如果要避免同样的危机! 该地区的

其他国家就必须扩大其芋头作物的遗传基础) 因为对该地区粮

食安全极端重要! 太平洋地区各国农业部已经特别认识到必须

)绪!论!



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大宗作物的遗传基础)

$$"%

专栏 $!相互依存性与粮食安全

所有地区和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即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言!

国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植物遗传资源也是现代农业的基础!

而且对实现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条约% 附件一所列的包括在获

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中的作物清单! 就是依据粮食安全和相

互依存标准而制订的#

最近提交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推断指出!

$$%% 对于主要粮食作物而言! 所有地区都高度依赖于

来自于其他地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大多数地区的依

存度超过 ?#Z! 中非达到 ')Z V(&Z! 印度洋国家则高达

*?ZV$##Z! 埃塞俄比亚为 "*Z V?'Z! 孟加拉则为 $&Z V

"$Z!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自给自足# 考虑到这种高度的依

存性! 各个国家为作物改良而持续获取其它地区广泛的植物遗

传资源是十分必要的! 对现代农业也是非常关键的#

世界粮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植物作物改良#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在其 "##& 年 ( 月通过的公报第 $) 点中! 太平洋地区各国农业部 *认识到

为确保长期粮食安全! 必需获取遗传资源 '包括农作物& 树木和动物遗传资源(.

为应对急剧发生的变化! 扩大农作物& 树木和畜牧遗传基础! 促进遗传改良和遗传

多样化是至关重要的) 区域性的倡议行动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农业研究所的太平

洋区域作物改良网 'Q0.,BQ( 应该得到支持. 将通过积极参与区域层次的 '如太平

洋农业遗传资源网! Q0Q-.TP( 和国际层次的 '如国际椰子遗传资源网& 亚太地区

香大蕉协作网( 植物基因资源网络来加强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 为确保持续获取遗

传资源! 区域内各国都应该考虑接受 "资助式与契约式研究材料转让协议# '.-,

E[0(! 考虑批准 "条约# 并签署 "设立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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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开展了一项研究!

$$&% 在修订 $国际约定% 的谈判过程

中提交给了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该报告

指出植物产品提供了大部分全球粮食供给能量!

$$?% 特别是在非

洲'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为 (%Z! 亚太地区

为 *)Z! 近东为 **Z! 欧洲为 )"C?Z!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为 *$Z! 北美洲为 )%Z# 超过 '?Z的所有粮食供给能量是由

四种作物(((水稻' 小麦' 糖类作物 )包括甘蔗' 甜菜* 和玉

米及其派生作物提供的# $条约% 附件一所列出的作物总计贡献

了约 *#Z的世界全部粮食供给能量# 随着收入的增长! 植物的

贡献份额减少了! 而动物产品的贡献份额增加了#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交流已经持续多年! 现在几乎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农业发展! 都深深地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而且!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流动

是双向的! 在保持和改良其主要作物需要的植物基因资源方面!

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完全自给自足)

$$'%

如果不能从本国和本地区之外的资源中获取遗传多样性!

有些国家或地区的作物改良就不可能正常进行) 保存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不仅仅是为消费者选择西红柿或马铃薯保

存多样性的问题! 而是确保西红柿或马铃薯以及任何其它农作

(绪!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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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给能量 '424=9SM11J >AGG8S(+! 即从粮食中获得的能量供给) 研

究中对每一种粮农组织规定的商品都按照每个营养物特别赋予一个营养转换因子

'P,/(! 用来计算从该商品中获取的能量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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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够持续地供给全世界的问题1

四! "条约# 的起源

"条约#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国际约定#) "国际约定# 于

$(*% 年 $$ 月由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通过 '见专栏 "(! 是

涉及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第一份国际

性文件) "国际约定# 是一份自愿的& 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

旨在寻求 *确保为植物育种和科研目的而考察& 保存& 评价以

及获取具有经济和 '或( 社会利益的植物遗传资源! 特别是针

对农业的植物遗传资源+)

$$*%

"国际约定# 以植物遗传资源是

*人类的遗产! 因此应该无限制地取得+ 原则为基础!

$$(% 该原

则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根据该原则! 要求掌控植物遗传资源的

政府和机构! 当申请者为科学研究& 植物育种或遗传资源保存

目的而申请资源时! 应按照允许获取这些资源样品的政策许可

该资源出口)

$"#%

"国际约定#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 但也有一些国家表明

他们不遵守$""%或只能有保留地遵守 "国际约定#

$"%%

! 在一定程

度上是由于自由获取的概念及其与植物育种者权利的兼容性问

题) 同时! 有一种系统不平等的感觉在不断增长! 即认为通过

植物品种保护和专利来奖励从事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创新者的贡

献! 但却没有承认农民在长时间选育& 培育和保存植物遗传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

$"#%

$"$%

$""%

$"%%

"国际约定# 全文见 F55G- ++HHHCM;1C1=9+;9+:9=M;+B̀CF5ON

"国际约定# 第 $ 条)

"国际约定# 第 $ 条)

"国际约定# 第 ? 条)

$$% 个国家遵守 "国际约定#)

例如- 奥地利& 加拿大和美国)

例如- 阿根廷&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古巴& 丹麦& 埃及& 法

国& 德国&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以色列& 牙买加&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阿

曼& 瑞士& 英国和津巴布韦)



源中创新的重要贡献. 还有一种关注与日俱增! 即任何一个专

注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系统必须更充分地反映国家所

拥有的主权! 而且一直对这些资源拥有主权) 为了应对这些与

日俱增的关注! 粮农组织 $(*( 年大会通过了一系列 " 2国际约

定3 商定解释#)

$"&% 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 ' Q̀W_( 所提

出的一样 '见专栏 ((! 这些解释承认植物育种者权利与 "国际

约定# 并不矛盾) 同时! 这些解释也承认农民权利! 该权利源

于农民! 特别是那些在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中心的农民! 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 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贡献)

$"?%

$(($ 年关于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的大会决议! 进一

步重申育种家的育种品系和农民的育种材料在育种阶段仅根据

育种开发者的意愿提供获取! 而且农民权利应该通过一项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基金来实现)

$"'%

专栏 "!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约定"

$(*% 年 $$ 月! 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通过了 $国际约

定%! 是涉及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第一

份国际性文件! 而且是自愿的 )无法律约束力的*! 为 $$% 个国

家所遵守!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日本' 新西兰' 瑞士' 英国

和美国至少在当时正式表示将有保留地遵守 $国际约定%#

$国际约定% 的宗旨在第 $ 条表述为& +确保为植物育种和

科研目的考察' 保存' 评价以及获取具有经济和 )或* 社会利

益的植物遗传资源! 特别是针对农业的植物遗传资源# 本约定

基于普遍接受的原则! 即植物遗传资源是全人类的遗产' 应该

$$绪!论!

$"&%

$"?%

$"'%

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和 ?+*( 号决议)

决议规定- 为确保农民的全部利益和支持农民贡献的可持续性! 同时也

为达到 "国际约定# 的整体目标! 这些权利授予作为当代和后代农民受托人的国际

共同体)

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



无限制地提供,# $国际约定% 定义植物遗传资源为& +下列植

物类型的有性的或无性的繁殖材料& 第一! 目前正在应用的或

新开发品种的栽培品种" 第二! 废弃的栽培品种" 第三! 原始

栽培品种 )地方品种*" 第四! 野生和草类品种! 栽培品种的近

缘种" 第五! 特殊的遗传材料 )包括优秀品系和当前育种家的

品系与突变异种*#

根据 $国际约定% 第 % 条规定! 同意遵守的政府要组织实

施考察行动! 以鉴别确定有潜在价值的' 濒临灭绝危险的植物

遗传资源! 以及其它或许对发展有用的' 但其存在或其必要特

性还未知晓的植物遗传资源" 应支持相关的立法和其它措施!

必要时应制订并通过立法! 保护和保存生长在主要生物多样性

中心自然生境区域的植物遗传资源" 如果重要的植物遗传资源

面临灭绝的危险! 则要采取措施! 保证科学地收集遗传资源并

保证这些材料的安全" 应保存和维持基因库中的材料! 以保存

其有科学研究和植物育种价值的特性! 并应予以评价和完全编

目 )见第 & 条*#

$国际约定% 最重要的条款或许是提供植物遗传资源# 其第

? 条规定! 同意遵守的国家及机构在其可控制的条件下! 其政策

必须允许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并许可向需要资源进行科学研

究' 植物育种或遗传资源保存的地区出口# 资源的样品应该

+在相互交换或共同商定条件的基础上免费提供,#

$国际约定% 为国际合作规定了一般条款! 包括建立和加强

发展中国家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能力! 强化保存' 评价' 编

目' 植物遗传资源交流' 植物育种' 种质资源保存和种子繁殖

等方面的国际活动# 同时! 国际合作要致力于资助与植物遗传

资源有关的活动 )第 ' 条*#

为建立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 $国际约定% 要求执行粮农

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理事会 )B7Q-.! 原国际植物遗传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源研究所的前身!

* 当时正在实施的国际安排! 包括国家' 区域

和国际中心的国际性协调网! +该网包括在粮农组织支持或管辖

下的各基因库基本收集品的国际网络! 为国际社会的利益! 在

无限制交换原则的基础上! 负责持有特别植物品种的植物遗传

资源基础或流动收集品, )第 )C$C;项*! 遵守 $国际约定% 的

政府和机构则自愿地把其收集品置于粮农组织支持或管辖下的

国际网络中" 为使各中心执行他们的任务! 应提供充足的资金

和条件" 作为全球系统的一部分! 第 ) 条还规定了一个全球信

息系统和预警系统#

根据 $国际约定%! 遵守的政府和资助机构应 +认真考虑,

并采取措施! 将其活动置于更加硬性的资金基础之上! 并 +探

索, 建立确保为面临紧急情况的各中心提供资金的可能性 )第

* 条*" 指定给粮农组织一项任务! 即在不断检查的基础上维持

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状况! 并创立一个政府间机构 )粮农组织

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后来更名为粮农组织粮食与农业遗传资

源委员会* 来监督第 ) 条提出的国际安排的运行#

$(*( 年到 $(($ 年间! 粮农组织大会又通过了一系列的商定

解释&

第一份商定解释 )大会 &+*( 号决议*! 承认植物新品种保

护国际联盟 ) Q̀W_* 规定的植物育种者权利与 $国际约定%

并非不一致! 并且还承认各地区农民都为保存和开发植物遗传

资源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贡献成为农民权利概念的基础" 通

过确保为当代和后代农民利益而保存' 管理和利用植物遗传资

源! 农民权利最可能得到实现#

第二份商定解释 )大会 ?+*( 号决议*! 特别确认了农民权

利的概念! 农民权利被定义为一项权利! 该权利源于农民! 特

别是那些在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中心的农民过去' 现在和将来

%$绪!论!

!

现更名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76134=>65SB254=2;5612;8() ,,,译者注



在保存' 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贡献# 为确保农民整

体利益的目的和支持农民继续做出贡献! 这些权利将被授予作

为当代和后代农民受托人的国际共同体#

第三份商定解释 )大会 %+($ 号决议*! 认识到国家对其植

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 提出育种家的品系和农民的育种材料在

开发阶段应按照开发者的意愿提供! 还提出应该实现农民权利!

特别是通过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基金得到实现#

同时! 关于获取遗传资源& 公平合理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

的利益的谈判! $((" 年 ? 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P̀TQ( 在内

罗毕召集的会议 '内罗毕会议( 上予以正式通过 "生物多样性

公约#)

$")%

"生物多样性公约# 正式公布! 随后立即在 $(("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字! $((% 年 $" 月即生效) "生

物多样性公约# 在重点强调国家层次决策的基础上! 为保存和

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提供了一个全面框架! 并规定了一系列关

于分享遗传资源及其利益的约定)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承认国家

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 规定了决定资源获取的权利在相关国家

政府的原则! 并可通过国内立法予以落实! 但每一缔约方都要

努力创造条件& 方便获取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 并同

意不施加违背 "生物多样性公约# 宗旨的限制) 遗传资源获取

经批准后! 应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 并且经提供该资源的缔约

国事先知情同意! 除非该缔约国另有决定)

$"*% 利用资源的国家

也受到特殊要求的约束! 即必须采取旨在分享商业化和其它利

用遗传资源所获利益的措施! 这些措施要与提供资源的缔约方

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 商定文本的会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 并没有规定单个缔约方如何做出此种决定! 在没有类

似规定的情况下! 可能会既包括国家层次的决定! 也包括多边安排背景下的决定)



为获取和利益分享的目的! *缔约国提供的遗传资源仅限于

这种资源原产国的缔约国或按照本公约取得该资源的缔约国所

提供的遗传资源+)

$"(% 一些学者 '包括本书作者( 解释认为该

条款是一项特殊的除外条款! 把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效前收

集的非原生境材料! 包括国际农研中心的基因库收集品和许多

国家的收集品排除在外)

$%#% 内罗毕会议认识到! 在粮农组织创

立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内!

需要寻求对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植物遗传资源突出问题的解决

办法 '参见专栏 *(

$%$%

! 并特别呼吁要找到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

约# 无法获取非原生境收集品问题和农民权利问题的解决办

法)

$%"%联合国环境开发署 ' P̀,T<( 通过的 ""$ 世纪议程# 又

进一步强化这一呼吁!

$%%% 要求强化粮农组织植物遗传资源全球

系统! 并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谈判结果对其进行调整!

而且要求实现农民权利)

$((% 年 $$ 月! 粮农组织大会接受了内罗毕会议和联合国环

境开发署发出的建议! 通过了 )+(% 号决议! 为与 "生物多样性

公约# 保持一致! 要求其总干事为政府间适应 "国际约定# 提

供一个协商论坛! 详细讨论共同商定条件下获取植物遗传资源

的问题! 包括 "生物多样性公约# 未涉及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和

实现农民权利问题)

如上所述! 最终通过 "条约# 的谈判是漫长而艰难的! 谈

判是在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框架内进行的! 开始

?$绪!论!

$"(%

$%#%

$%$%

$%"%

$%%%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条)

参见-81Ĥ;! 45;8C! 0-A6J4515F4,123425612 12 7618196:;8<634=>65S'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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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612 12 7618196:;8<634=>65S! "" E;S$(("N

内罗毕会议 % 号决议! 实施段落 &)

""$ 世纪议程#! P̀<1:C0+,WP/C$?$+& '$(("(. '中文文本见 F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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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是在委员会内部进行! 后来由委员会设立大约有 &# 个代表

的联系小组负责! 联系小组主席在瑞士蒙特勒 'E125=4AX( 召集

非正式专家会议! 以帮助指出谈判的方向! 在这一方面主席从

会议中得出的要点确实有作用) 谈判的主要困难是需要平衡获

取与真正的利益分享! 需要考虑知识产权问题和主题事项的内

在复杂性)

五!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特别条约的必要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 '见专栏 %( 和根据该公约制订的 "波

恩准则# 在保护世界遗传资源和多样性方面! 在确保获取和利

益分享合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 但 "生物多样性公约#

并没有执行机制! 没有解决现存国际体系的职责或者直接应对

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特殊需要) 特别是必须在个

案& 双边基础上谈判获取遗传资源时! 随之发生的高交易成本!

加之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日益盛行! 有扼杀持续交流现代农业

所依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危险)

$%&% 在双边的基础上

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对所有国家的农民和育种家而

言都是难以解决的) 事实上! 对经济上贫穷且遗传资源相对短

缺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特别困难! 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资金& 技术

或原产遗传多样性资源用于协商交换! 那么他们几乎没有通过

双边交换来获取遗传材料的希望)

$%?%

"条约# 直接设法解决了种质资源提供问题) 国家在对其遗

传资源行使主权和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一致的基础上! 建立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生物多样性公约# 要求缔约方尽力创造条件方便获取遗传资源! 但却要

求根据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进行获取) 既然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根据国

家层次通过的立法& 政策和其它措施运行的! 必然是在双边的基础上实现这些要求!

甚至是逐一地进行谈判! 这样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交流步伐将放慢! 在某种程

度上会危及植物育种活动!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规模企业的育种活动)

参见,1G4=<C! T2948>! @C;2J /=6>12! TC$((&! GC&N



一个商定重要作物清单的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该清单是

在该作物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国家获取这些资源的依存程度

基础上确定的) 对于这些资源! "条约# 缔约方同意放弃他们的

个体权利! 不再要求另外的获取和利益分享谈判! 不再坚持在

双边基础上的事先知情同意! 即为确保这些植物遗传资源的持

续交流和降低相关交易成本! 缔约方同意在多边的基础上适用

所有缔约方互相同意的标准条款)

"生物多样性公约# 还遗留下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效之

前取得的非原生境收集品问题没有解决! 如国际农研中心持有

的收集品! 解决这些收集品的法律地位是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

也是新 "条约# 的一项重要成就)

粮农组织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都欢迎 "条

约# 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提供了一项特别的解决办法!

该办法对农民& 育种家和可持续农业的需要在总体上作出了

回应)

六! "条约#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关系

$((% 年粮农组织大会发布进行 "条约# 谈判的最初指令!

强调 "国际约定# 的修订应该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一致!

并解决共同同意条件下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非

原生境保存收集品(& 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 这总结出了 "条

约#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关系的真正本质所在) "生物多样

性公约# 把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为其保存和持续

利用建立框架! 并创造了一系列关于遗传资源尤其是其获取和

利益分享的特别承诺) 针对经济和社会的关注点!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的目标基本上是以环境为导向的. 与此相反! "条约# 却

是解决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引起的特

殊问题! 其宗旨更加针对粮食和农业) 对于认为对粮食安全特

别重要的& 各国又非常相互依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绪!论!



即列举于 "条约# 附件一的作物! "条约# 缔约方同意创立一

个特别的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这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不一致的! 但这是 "条约# 缔约方同意在他们之间获取这些

遗传资源的条件! 应该是在一个多边而不是双边的基础上的共

同同意! 这是 "条约# 自己创设的条款)

在 "条约# 谈判的最后阶段! "条约# 的法律地位及其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联系又成为问题) 在某一时期! 有人建议

"条约# 或许应成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一个议定书) 最终

这个建议被抛弃了! 而是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条的规定

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协议予以通过) 采用这一建议的主要

原因是认为 "条约# 本质上是一份农业的而不是环境的条约!

因此应该针对农业部门的需要! 最好是通过在粮农组织内设立

管理机构和秘书处! 来维持 "条约# 的农业特色和提供必要的

技术支持! 但 "条约# 还是特别承认与粮农组织和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

七! 本 "指南# 的宗旨及其读者

本 "指南# 的宗旨是帮助各国& 各机构及个人理解 "条

约# 的条款! 帮助其考虑选择执行条约! 但并不试图提供一份

对 "条约# 的权威性解释或解决 "条约# 条文中的任何含义不

清的地方! 因为那是缔约方自己或 "条约# 管理机构的职责)

为坚持这一宗旨! 本 "指南# 主要是面向对 "条约# 条款有兴

趣的政府& 国际机构& 公共机构& 民间社会团体& 私人企业和

个人)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第 $C" 款规定 "条约# 宗旨 *将通过本 "条约# 与粮农组织和 "生物多

样性公约# 的密切联系而得以实现+)



专栏 %!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 $(("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放

签字的两个主要条约之一! $((% 年 ( 月获得第 %# 份批准书! 并

于 $((% 年 $" 月 "( 日生效# 至写作本书时! 有 $** 个国家成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方#

!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是第

一份保存地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全面综合方

法! 而不是局部领域的方法#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承认 $世界保

存战略% )$(*#*' $关爱地球% )$(($*' $全球生物多样性战

略% )$(("* 和许多其它国际文件中的要点! 即生物多样性和生

物资源应该为道德' 经济利益! 更是为人类生存和通常在自然

保存之下的生物学原因而保存! 同时 $生物多样性公约% 含蓄

地接受了后代或许将非常遗憾在我们这一代不可逆转地丧失了

生物多样性这一点#

$生物多样性公约% 源于三项原则! 即保存生物多样性' 其

成分的可持续利用与平等分享源于遗传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利益!

由此扩展其托管领域! 远远超出了保存和持续利用的常规视野!

包含了获取遗传资源' 遗传材料的利用和获取技术 )包括生物

技术*#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一份框架协议! 把决定如何落实

其大多数条款留给了各个缔约方# 实际上! 其条款大多数是用

来表达分享目标和政策的! 而不是如同 $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B[TU* 规定硬性而确切的义务!

$%)% 也没有建

立生态系统或物种的清单或目标 )例如! 欧洲议会 $关于保存

($绪!论!

!

$%)%

至 "#$# 年 ? 月 ? 日! "生物多样性公约# 有 $(% 个缔约方)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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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境和野生动植物指令%!

$%*% 就列举了应该被恢复到 +满意

水平, 的几百种物种*# 相反! $生物多样性公约% 把主要决策

放在国家层次! 创立了一个运行框架! 在该框架内其缔约方大

会提供运作国家行动的指引' 方针' 建议和其它手段" 确认保

存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关注!

$%(% 并原则上再次确认国家对

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 $生物多样性公约% 提供关于最优实施的

总体指导! 而其具体执行则主要依赖于缔约方在国家层次的行

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 既涵盖了陆生生物群! 也涵盖了海洋生

物群! 在海洋法方面! 明确要求缔约方执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

要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所做的主要承诺包括&

"

制定国家战略' 计划或方案以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

性" 尽可能并酌情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纳入

相关部门或跨部门计划中 )第 ' 条*"

"

查明与监测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和产生或可能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 )第 ) 条*"

"

为原生境保存采取措施并逐步完善! 包括建立保护区或

需要采取特殊措施的地区" 管制或管理对生物多样性至

关重要的生物资源" 促进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的保护"

在保护区域的邻接地区促进环境友好型的发展" 防止引

进那些威胁到本地生态系统或物种的外来物种" 制定或

维持必要的法律或其它规章制度保护濒危物种和种群"

保存并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 以及与

保护和持久利用相关的知识! 并采取办法管制' 管理或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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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体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

生的危险! 即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 * 条*"

"

为生物多样性组成成分的非原生境保存采取措施 )第 (

条*"

"

综合考虑到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并纳入国家

决策" 采取关于使用生物资源的措施! 以避免或尽量减

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 保障及鼓励那些按照传统

实践方式利用生物资源的习惯用法" 在生物多样性已减

少的退化地区支持补救行动" 鼓励其政府当局和私营部

门合作制定可持续利用的方法 )第 $# 条*"

"

采取对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起鼓励作用

的经济和社会友好型措施 )第 $$ 条*"

"

在查明' 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方面设立科技教育

和培训计划! 促进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第 $" 条*"

"

促进公众认识和教育的计划 )第 $% 条*"

"

针对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事项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并减轻

这种影响 )第 $& 条*"

"

在承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前提下! 创造条件!

根据共同商定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方便遗传资源的

获取" 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享源于缔约国提供的那些遗

传资源商业化所获得的利益 )包括研究和开发的成果*

)第 $? 条*"

"

鼓励获取' 转让与生物多样性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

或利用遗传资源而不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技术! 并酌

情促进此种技术的联合开发 )第 $' 条*"

"

方便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信息交流和科

技合作 )第 $)' $* 条*"

"

鼓励生物技术研究!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确保公平合

理分享生物技术利益" 考虑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体

$"绪!论!



的安全转让' 处理和使用 )第 $( 条*# )本条已经部分地

为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所实现!

$&#% 该协议于

"##& 年 ( 月 $$ 日生效*#

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 +新的额外资金,! 并通过 $全球

环境基金% 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国支付他们因执行那些履行本

公约义务的措施而承负的增加费用 )第 "#' "$ 条*#

"##" 年春!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六届成员国大会通过了

$波恩准则 % )参见 _B+"& 号决定*! 针对与获取遗传资源国家

措施有关的某些问题! 规定了事先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的几个

步骤#

$波恩准则% 是一份不断发展的文件! 是完全自愿的! 意在

提供可能有助于缔约国' 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在建立关于获

取和利益分享措施! 以及 )或* 谈判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合同条

件时! 制订整体获取和利益分享的战略方法和法律' 行政或政

策性措施#

$波恩准则% 明确了获取和利益分享过程的步骤! 着重强调

了使用者寻求提供者事先知情同意的义务! 明确了共同商定条

件的基本要求! 定义了使用者和提供者的主要角色和义务! 并

着重强调了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重要性# $波恩准则% 还包括其它

一些基本原则! 如鼓励措施' 可说明性' 确认和解决争议的方

式等# 最后! 还列举了应包括在 $材料转让协议% 中的建议要

点和货币与非货币利益的指示性清单#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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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主要内容概述

!! "条约# 的主要内容包括-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和可持续利用的一般条款! 农民权利的规定! 获取和利益分享

多边系统! 支持成分和财务规定! 以及解决机构问题和最后条

款的其它规定)

一!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的一般条款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的一般条款!

适用于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不仅仅是 "条约# 附

件一所列出的) 通过吸收 "全球行动计划# '见专栏 $?(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已经确定的发展主题! "条约# 的一般条款

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设立了一个现

代框架) 其第 ? 条规定缔约方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关于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考察& 收集&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鉴别& 保存& 可持续

利用与监测相比! 这些义务是要求每一缔约方单独实施或酌情

与其它缔约国合作! 并要求促进考察& 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综合方法. 第 ' 条要求缔约方制订并坚

持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适当政策和法律

措施! 并给出了一份未完全列举的可采用措施形式的清单. 第 )

条和第 * 条则规定了国家承诺& 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

%""条约# 主要内容概述!



二! 农民权利

"条约# 第 ( 条规定了农民权利! 既回应了通过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的内罗毕会议的要求$&$%

! 也回应了 $((% 年粮农组织

大会的要求) 第 ( 条承认当地与土著社区的农民对构成全世界

粮食和农业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及开发作出的贡献!

并且落实农民权利的责任在于各国政府! 各缔约方应该采取的

措施包括保护和促进- '$( 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 '第 (C"C;项(. '"( 农民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的权利 '第 (C"CI项(. '%( 在

国家一级参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有关

事项的决策)

第 ( 条条款在关于农民保存& 利用& 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

的种子的权利! 即所谓的 *农民特权+ 问题上是中立的! 此问

题在谈判期间曾引起激烈争论! "条约# 中的折中用语含蓄地承

认根据国家法律农民可以有此种权利. 如果他们确实有此种权

利! 则他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受到第 ( 条的限制)

三! 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条约# 的主要焦点之一! 就是缔约方根据第 & 部分创立的

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多边系统! 该系统依照多边同意的条款和条

件! 既方便获取主要粮食作物和饲草品种! 也在公平合理的条

件下分享源于这些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利益)

许多国家希望包括在多边系统内的作物范围尽可能广泛!

另外一些国家则希望开始时多边系统要严格限于最重要的作物

清单) 根据表面上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性进行选择!

最终谈判者同意了应包含作物的清单)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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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条约# 附件一所列出的清单! 至少是部分地在各

缔约方可察觉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因此一些对粮食安全非

常重要的作物被排除在外了)

$&"% 尽管如此! 最终协商确定的清

单还是包括了大部分主要粮食作物! 如水稻& 小麦& 玉米& 高

粱和谷类. 豆类作物! 如菜豆& 豌豆& 小扁豆& 鹰嘴豆& 豇豆.

根类和块茎类作物! 如马铃薯& 甘薯& 木薯和山药. 油料作物!

如椰子& 向日葵和芸苔类. 水果! 如柑橘& 苹果& 香蕉与大蕉)

许多未列入清单的作物似乎也被粮食安全和相互依存性的标准

所涵盖! 如大豆& 花生& 甘蔗& 包括在木薯 'E;26F15( 属中的

木薯野生近缘种! 几种水果和西红柿)

$&%% 在争议中! 一些作物!

如玉米和芸苔类的某些物种也被特别排除在外了) 除了粮食作

物! 附件一所列的清单还包括了 "( 种主要起源于温带的饲

草属)

然而! 并非清单上所有的作物都自动包含在多边系统中!

只有那些受缔约方管理和控制以及公有领域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 才被包括在多边系统中 '第 $$C" 款() 多边系统还

包括国际农研中心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持有的附件一所列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C? 款(! 还要求缔约方采取适当措

施! 鼓励在其管辖下持有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自然人和法人把他们持有的资源也纳入多边系统)

根据 "条约# 第 $" 条! 缔约方同意采取必要的法律或其它

适当措施! 通过多边系统向其他缔约国及其管辖下的法人和自

然人提供方便获取! 该条同时还规定了适用于此种方便获取的

条件! 包括仅为粮食和农业研究& 育种和培训之利用与保存而

?""条约# 主要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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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获取! 其它目的获取要依照将来制订的制度! 包括由 "生

物多样性公约# 制订的! 以及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双边之

间的制度) 多边系统的材料接受者! 不得以从多边系统获得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或其遗传部分或成分的形态! 提出

限制其方便获取的任何知识产权和其它权利的要求) 而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的规定! 遗传资源的取得须经提

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知情同意! 除非该缔约国另有决定)

方便获取应通过 "条约# 管理机构批准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

定# 提供)

"条约# 第 $% 条规定了多边系统内的利益分享条件) 首先!

缔约方认识到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本身就构成一

项重要的多边系统利益 '第 $%C$ 款(. 其它的利益分享机制包

括信息交流& 技术的获取和转让& 能力建设和分享源于商业化

产生的利益 '第 $%C" 款() 商业利益分享将通过私人和公共参

与第 $% 条确定的活动& 通过伙伴关系和合作而得以实现) 但

是! 在利益分享方面最具显著意义的创新却是标准 "材料转让

协定# 包括的一项要求! 即材料接受者一旦商业化其产品! 且

其产品属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整合了从多边系统中

获取的材料! 就要向国际基金或 "条约# 管理机构设立的其它

机制支付源于该产品商业化利益的合理份额 '第 $%C"CJ 项()

如果对获取其产品用于进一步研究和培育加以限制! 如在某些

权限方面要求专利权! 则上述付款是强制性的. 如果对进一步

研究和培育不加以限制! 材料接受者就不承担任何支付上述款

项的义务! 但 "条约# 仍鼓励商业化产品的接受者付款) 付款

的水平& 形式和方式! 由 "条约# 管理机构在其第一届会议上

按商业惯例确定! 授权 '并非责成( "条约# 管理机构审查付

款水平! 在 "条约# 生效后五年内! "条约# 管理机构还可就

"材料转让协定# 的约束性付款要求是否也可以扩展适用于不受

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使用的情形进行评估) 因利用粮食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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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 首先应直接或间接流向保存并持

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各国农民! 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第 $%C% 款()

四! 支持成分

"条约# 第 & 部分规定了 "条约# 的支持成分) 总体上! 这

些支持成分是属于 "条约# 本身机制构成之外的活动! 但其为

正确落实 "条约# 及其宗旨提供了必要支撑) 支持成分包括促

进有效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促进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网& 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强化! 包括定期评

估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

特别重要的是! "条约# 第 $? 条规定了国际农研中心和其

他国际机构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上文提及磋商者急于要把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附件一所列材料的收集品纳入多边系统中!

但由于各个国际农研中心拥有国际法人资格! 没有其同意不能

强加约束! 故 "条约# 本身不能直接处理这些收集品) 既然他

们不属于国家! 在 "条约# 中也就没有给他们授权可以成为缔

约方! 这就需要找到另外一种法律机制来保证各个国际农研中

心及收集品可以被涵盖进来) 因此! 现在 "条约# 包括一个条

款! 要求各个国际农研中心与 "条约# 管理机构签订协议! 把

其收集品纳入 "条约# 管辖范围之内)

各个国际农研中心所持有的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作为多边系统的一部分予以提供.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

而未列入本 "条约# 附件一! 并在本 "条约# 生效之前收集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应根据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之

间的协定! 按照现有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规定提供! 但 "条

约# 管理机构应最迟在其第二届例会上对该 "材料转让协定#

进行修正! 以将这些材料纳入 "条约# 之列! 特别要纳入多边

系统内方便获取和利益分享. 对于未列入附件一并由国际农研

)""条约# 主要内容概述!



中心在本 "条约# 生效后收集和保存的材料! 提供获取机会的

条件应当与接收材料的国际农研中心同这些资源的原产国共同

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或与按照 "生物多样性公约# 或其它适用

法律得到这些资源的国家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各缔约方同

意向那些已经与 "条约# 管理机构签署协定的国际农研中心提

供方便获取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机会. 同时!

鼓励缔约方按相互商定的条件! 向上述国际农研中心提供未列

入附件一! 但对各国际农研中心的计划和活动有重要意义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条约# 管理机构还将力求与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签订类似的

协定)

五! 财务规定

"条约# 第四部分规定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即资金) 第 $*

条规定缔约方应落实有助于实施 "条约# 活动的供资战略! 战

略的目标是增加资金的数量! 提高资金透明度& 效率及效益)

供资战略包括源于植物遗传资源在多边系统下商业化产生的资

金利益! 还包括其它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构提供的资金) 与此

相联! 各缔约方承诺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确保为实施 "条约#

计划和方案而对可预计商定资源的有效分配给予应有的重视)

"条约# 管理机构可为重点活动& 计划和方案确立筹资指标! 各

缔约方及其它资助者可以自愿捐款! 但这部分不视为缔约方的

约束性付款)

六! 机构条款

"条约# 设立了由所有缔约方组成的管理机构! 作为 "条

约# 的最高机构! 提供政策方向和实施 "条约# 特别是实施多

边系统的指导) 管理机构的所有决定必须协商一致才能作出!

除非经协商一致就某些措施作出决定达成了另一种方法! 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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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条约# 及其附件始终需要协商一致) "条约# 还规定了管

理机构秘书的任命! 既然 "条约# 是在粮农组织章程第 $& 条规

定下通过的! 秘书也就当然由粮农组织总干事任命! 但该任命

仍需获得管理机构同意)

七! 最后条款

"条约# 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间开放

签字! 可以批准& 接受或通过) 现在仍对粮农组织所有成员

'包括类似欧洲联盟的成员组织(& 联合国或其任何专门机构成

员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任何国家开放! 欢迎其加入) "条

约# 于收到第 &# 份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的 (# 日后! 即

"##& 年 ' 月 "( 日生效)

(""条约# 主要内容概述!



!!

序!言

!!如同其它国际条约一样! 序言也构成条约的一部分! 但其

并没有设立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 更准确地讲! 序言服务于

解释缔约各国的动机和 "条约# 的基本前提! 序言还服务于表

述缔约各国和各组织的额外关注! 而所有这一切额外关注在条

约的实体条款中是无法充分表达)

针对序言各条款只是提供一个简短的评论! 下文提出的许

多主题将在 "条约# 实体条款中得到详细考察)

各缔约方#

确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其特殊性$ 独特的特征及
需要独特解决办法的问题%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几项独特的特征! 是生物多样

性的其他成分所不具有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由农民积极管理的.

"

如果没有人类活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许多成

分也就不会存在. 地方和土著文化知识是构成农业生物

多样性整体所必需的一部分.

"

历史上!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传播到原产地区域之

外! 而且这些材料的大量收集品现在也存在于这些区域

之外.

"

许多在经济上很重要的耕作制度是建立在从其他地方引

进的作物品种之上的! 这也造成了国家之间在粮食系统

所基于的遗传资源上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

"

在作物改良和应用方面! 物种内的基因多样性至少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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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间的多样性同样重要! 特别是针对作物改良.

"

保持物种内植物遗传材料和遗传多样性的流动对于作物

改良工作是必需的! 将确保农业可以应对新的环境和经

济挑战! 有助于保证世界粮食安全.

"

植物育种程序的特殊性需要广阔范围的遗传多样性输入

到任何成功的产品中! 这意味着在一个商业化的新品种

中! 难于跟踪其原产何地! 也难于计算输入的特殊基因

在产生特殊特性中所起作用的程度.

"

在人类管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程度的基础上! 其在生产

系统中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固有地联系起来,,,通过保

护区保存生物多样性与栽培遗传资源并没有多少相关性!

只是更多地保存了这些作物的野生近缘种.

"

原生境保存 '或农场保存(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依

然十分重要! 但更多的作物多样性现在是被保存在非原

生境的基因库或育种人手中)

本条款承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比于其它遗传资源!

具有独特的特征和特殊性! 也产生了现有遗传资源领域无法有

效解决的特殊问题)

本条款用语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

通过的BB+$? 号决定相近! 该决定指出- *认识到农业生物多样

性的特殊性& 独特的特征及需要独特解决办法的问题)+ 在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内罗毕会议上! 关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

促进可持续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 % 号决议也指出- *认识到

在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粮食与可持续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

内! 需要寻求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突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特别是-

';( 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无法获取非原生境收集品. 'I(

农民权利问题)+

本条款提出了特殊对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必要性!

特别是建立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的理由)

$%序!言!



受这些资源被持续侵蚀的警示%

本条款指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过去一直被侵蚀! 而

且将继续被侵蚀! 暗示这将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 植物遗传资

源的减少将限制农业系统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经济条件演化

而进行的调整) 而且! 农民将不能分散作物歉收的风险! 或无

法试验和提纯作物品种以适应他们的口味和变化的需要! 也包

括消费者的需要)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为两项主要功能所必需-

"

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可持续生产! 包括为自然进化或

人工培育有用的作物新品种提供元件.

"

应对新的& 不可预见的需要和情况) 农业的转变! 包括

高产量& 广适应品种的快速推广! 提高了对传统品种和

农民培育的本地品种行将消失的关注! 尤其是对生物多

样性聚集地! 以及对农民不仅保持祖传作物群的当地种

子! 而且世世代代保存形成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人类知识

和行为实践聚集地等相关地区的关注)

"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发现了正在发生

的农民品种替代和培育作物野生近缘种消失的特例-

"

韩国的一项研究表明! $(*? 年还生长在特别农场的 $& 种

作物中! 到 $((% 年有 )&Z的品种被替代)

"

中国报道指出! $(&( 年有近 $ 万种小麦品种在使用! 而

到 $()# 年只有 $ 千种仍在使用) 中国也注意到了野生花

生& 野生水稻的丧失! 并丧失了栽培大麦的一个原始祖

先种)

"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报道! 当地小麦& 玉米和水果

品种正在被替代)

"

埃塞俄比亚注意到本国大麦正遭受严重的遗传侵蚀! 硬

质小麦正在消失)

"

安第斯山脉国家注意到本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当地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品种正被大规模地侵蚀! 阿根廷指出苋菜和奎奴亚藜已

丧失)

"

乌拉圭报告许多蔬菜和小麦的本地品种已经被替代了. 哥

斯达黎加报道玉米和菜豆 'GF;>418A>3A89;=6>( 被替代了)

"

智利评述了当地马铃薯& 燕麦& 大麦& 小扁豆& 西瓜&

西红柿和小麦品种的丧失)

意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之所以受到各国共同关注#

是因为所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来自其它地方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基础上! 本段解释了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为 *各国共同关注+ 的原因) *共同关注+ 暗示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对国际社会的极端重要性) 应该注意

和 "国际约定# 用词的不同! "国际约定# 把遗传资源描述为

*人类的遗产+! 后来在附录于 "国际约定# 的第三份商定解释

中明确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

本条款强调所有国家都极度依赖于原产于别国的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 实际上! 各国之间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比任何其它生物多样性具有更大的相互依存性! 持续的农业

进步暗示着需要不断地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全球遗

传材料! 没有一个地区可以承受孤立! 或把自己与世界其它地

区的种质资源相隔绝) '国家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相互

依存性见专栏 $()

在现代条约中! *共同关注+ 的概念通常是与国家主权原则

一起出现的) 这两项原则的关系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解释 '可参

见第 ?C$ 款和专栏 $&()

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考察$ 收集$ 特
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对实现 !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 和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的目标以及当代和子孙后代
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序!言!



转型国家开展这些工作的能力亟需得到加强%

第一! 本条款强调了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它们的保存& 考

察& 收集&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 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 "罗马宣言#! 要求世界领导

人要在各国努力根除饥饿! 并且要在 "#$? 年之前实现营养不良

人口比当前减少 ?#Z的近期目标! 当时没有足够粮食满足其基

本营养需要的人口数量为 * 亿) "罗马宣言# 还认识到应对生物

多样性侵蚀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 "行动计划# 目标 "C$CM项

指出! 各国政府与民间社会所有行动者结为伙伴关系! 在国际

研究机构的支持下! 酌情 *促进农民和农业社区获得粮食和农

业遗传资源+! 目标 %C"C4项指出他们还将 *特别通过适当的原

生境和非原生境保存方法& 系统调查登记& 扩大作物遗传基础

的植物育种方法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利益!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方法)+

第二! 本条款还介绍了代际间公平的基本原理! 即前代&

当代和子孙后代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共同遗产的关

系)

$&&% 该原理的前提是每一代都既是共同遗产的监护人又是受

益人- 作为监护人! 每一代人都对后代负有一定的道德义务!

这些道德义务包括保存自然资源的义务! 可以转化为法律上的

强制性准则! 以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并对环境损害进行补偿.

作为受益人! 每一代都对这些共同遗产享有一定的权利! 这些

权利是与每一代人作为共同遗产的监护人对后一代人所负的道

德义务相对应的)

"

选择性保存原则需要每一代都要保存自然和文化基础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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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目的在于避免不适当地限制下一代在解决他们

的问题和满足他们自己的价值时应该拥有的选择权)

"

保存质量原则要求每一代都要保持地球的质量! 确保传

递给下一代时其质量不低于当代人所享有的水平)

"

保持获取原则要求每一代都要为其成员提供从上一代平

等获取遗产的权利! 并且保持下一代仍然可以获取)

第三! 本条款强调需要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 通常这些国家没有财力和知识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正确地保存& 开发& 收集&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 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需求在第 ) 条 '国际合作(& 第 * 条 '技

术援助(& 第 $% 条 '利益分享与能力建设( 和第 $* 条 '资金(

中作出了规定)

关于缔约国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保存& 考察&

收集&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等方面的义务! 在 "条约# 第 ?

条进行了阐述)

注意到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全球
行动计划" 是国际上针对此类活动商定的框架%

"全球行动计划#! 于 $((' 年在第四届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技

术会议上通过! 为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建立了一项科技框架! 同时明确了协商确定的优先活动

领域 '参见专栏 $?() "条约# 第 ? 条和第 ' 条! 确立了缔约方

在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基本义务!

同时也深入地勾勒了这一科技框架) "全球行动计划# 作为 "条

约# 支持成分之一! 其对 "条约# 的重要性在本 "条约# 第 $&

条作了特别阐述! 所有缔约方都应该促进其有效实施)

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通过农民选育$

传统植物育种或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进行作物遗传改良不
可或缺的原材料# 并对适应无法预测的环境变化及满足人
类未来需要至关重要%

?%序!言!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植物育种活动中必需的元件! 包

括一级基因源& 二级基因源和三级基因源的种质资源) 一级基因

源 '"#$%&#' ()*)"++,-( 包括某一物种和能够与该物种正常杂交

的近缘种繁殖群体中的所有遗传变异. 二级基因源 '-).+*/&#'

()*)"++,-( 包括采用非普通方法! 如人工授粉和幼胚拯救等! 可

以与该物种杂交的相关物种繁殖群体中的遗传变异. 三级基因源

'0)#0$&#' ()*)"++,-( 是指不能与该物种杂交的所有其它有机生物

体中的遗传变异)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 把从任何有机体

'植物& 动物& 病毒或者细菌( 中分离出来的基因转化进植物!

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 这样就导致二级基因源和三级基因源的界

限有些模糊了 '参见E;S2;=J! ,C$(('C/1=4>5-42456:>-81>>;=S()

本条款承认作物基因改良可以经由许多种不同的方法获得-

农民选育! 传统植物育种或现代生物技术) 从历史上的重要性

出发! 农民选育方法列居首位)

本条款提及人类未来需求! 再次强调代际公平的基本原则!

并着重强调了植物遗传资源作为原材料可以用于改良作物以适

应不可预见的环境变化的重要性) 既然人类不能预测所有的变

化! 那就相应地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保存大量的生物多样性 '关

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在植物育种中的作用! 见专栏 &()

专栏 &!植物育种与遗传资源的作用

自从大约一万年前出现农业种植开始! 农民就开始选育种

子和培育植物#

俄国科学家瓦维洛夫 )PCBC_;36813*! 在 $( 世纪阿尔冯

斯-德-康多莱 )08GF12>4J4,;2J1884* 著作的基础上$&?%

! 在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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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4康多莱 '<4,;2J1884( 是 $( 世纪的著名植物学家) 他的著作 "栽培

植物的起源# '重印于 $(?( 年(! 通过运用野生近缘种的分布& 语言衍变& 变异原型

等技术! 试图定位栽培植物起源的地区)



其 "# 世纪 %# 年代的著述中首次提出在 * 个遗传多样性地理中心

发现了现代农业的根源! 这些是对农业十分重要的自然植物多

样性聚集中心# 在这些地方! 通过挑选和育种! 农民最早驯化

和开发了作为现代农业和粮食安全基础的主要作物# 这 * 个遗

传多样性地理中心为& 中国" 印度! 以及相关的印度(马来亚

中心" 中亚地区" 近东地区" 地中海" 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

亚*" 南墨西哥和中美洲" 南美洲 )秘鲁' 厄瓜多尔' 波比维

亚*! 附有两个较小的中心& 智利南部海边的智鲁岛' 巴西和巴

拉圭的东部次中心# 瓦维洛夫认为多样性中心是这些作物的原

产自然中心! $条约% 认定正是这些当地人' 土著居民和农民对

农业作物改良作出了特殊贡献# 瓦维洛夫相信在这些具有巨大

作物自然多样性的地区 )即多样性中心* 将会发现作物的原产

地中心! 但后来发现并不总是这样! 许多作物都有第二个展示

同样或更多遗传多样性的多样性中心# 虽然瓦维洛夫关于自然

多样性和原产地中心的理论一直以来被证明是不完善的! 但他

的思想仍然是现代植物遗传资源科学的基础#

农民通过挑选最高产' 自然产生的抗病基因型开发出了现

代农作物的鼻祖! 然后用同一物种的其他品种进行培育以生产

新的改良品种# 植物基因资源的自然多样性过去是! 现在仍然

是这类植物育种的必备要素# 例如! 所有的谷物类物种都有具

有外壳的品种和没有外壳的品种! 都有拥有稳固的穗和硬而易

碎的穗的品种# 在自然界中! 一些特殊遗传特性如种子头部爆

裂以散播其种子的趋势' 野生植物种子休眠以度过干旱期的能

力! 对保证自然更新是很重要的# 然而! 这类遗传特性却使得

这些植物对于栽培没有什么用处! 农民的任务就是挑选和培育

自然产生的植物! 去除不需要的遗传特性' 留下需要的特性

)包括抗病性*# 农民改良作物以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工作到今

天一直在继续! 为了提高产量的稳定性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性!

传统的农民也在他们的传统作物 )即所谓的 +地方品种, 或

)%序!言!



+农民品种,* 上寻求最大化自然多样性# 通过与邻近的农民交

换种子' 从耕作区域或地区以外引入种子! 传统农民就这样一

直在寻求新的基因多样性的注入#

为了诱导变异' 挑选所需遗传特性' 繁殖新品种! 科学植

物育种采用了许多类技术! 有些是很传统的! 有些是新技术&

古老的技术包括利用具有互补特性的杂交亲本以生产出基

因结合植物的种群! 希望其一小部分就可以提供所需要基因的

特殊聚集# 在一个现代品种中! 来自大量父本的基因' 来自许

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基因或许是结合在一起的# 国际玉米和小

麦改良中心 ),BEEg[* 培育的春播面包用小麦品种画眉鸟

)_TT.g*! 在 "# 世纪 *# 年代时是主导栽培品种! 就是 %$)# 次

不同品种杂交的产品! 其中包括至少 "' 个国家的 ?$ 个亲本

品种#

现代植物育种依赖于育种家获取广泛的植物品种# 在育种

的早期! 为寻找有用的遗传特性科学家会筛选上千种种质资源

样品# 总而言之! 植物育种家通常利用现存的栽培品种或高级

)优异* 材料! 而这些材料已经被其他育种家改良过了# 当然!

有时他们会转而需要农民在他们土地上开发的地方品种! 或者

是野草以及与栽培作物有亲缘关系的野生品种的野生近缘种!

这就是寻找抗体遗传特性的特别事例#

应用某一材料进行杂交会产生上千种不同的组合! 一般要

对单一植物或品系经过几代的验证和挑选才能逐渐缩窄! 惊人

的大量组合在这一过程中被抛弃了" 在下一阶段! 作物在不同

的地区进行栽培和评价 )多地区评价*! 以决定留下的系列品种

对目标环境的适应程度" 在最后一阶段! 即这些品种被释放到

农民手中之前! 育种家通常提交少量精选出来的品种进行独立

性评价# 有时! 进行杂交并不是为了直接生产出某一品种! 而是

为了生产进一步杂交的改良亲本 )预育种! .G=4KI=44J629/ *! 许

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应用都采取这一形式# 新品种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开发依赖于对遗传资源的长期应用& 整个育种和释放粮食新品

种的过程可能会花费至少 $# 年时间! 甚至会更长! 如水稻品种

B.%' 在其遗传基因里有 $? 个地方品种和 $ 个野生种! 是大约 "#

年育种的成果#

分子生物学为植物育种提供了新工具! 基因现在可以在物

种壁垒间转移! 甚至可以从动物或微生物领域转化入植物内#

尽管直到现在! 还几乎没有哪个转基因品种被商业化!

! 但毫无

疑问未来成功的数量将会增加# 新技术的潜在贡献是巨大的!

当然它对现存的遗传多样性也是一个潜在威胁#

所有的植物育种都有赖于一系列的众多植物材料! 当符合

特定标准的植物育种产品以植物育种者权利或专利的形式受到

知识产权保护时 )见专栏 $$*! 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其它创新都

将不会受到保护! 包括优异植株筛选法 )一个几代农民不断进

行筛选和繁殖的持续过程*#

$&'%

确认世界所有地区的农民# 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及多样性中
心的农民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 改良及提供这些资源
方面的贡献是农民权利的基础%

本条款承认农民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 改良与提供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重要性! 引入了 *农民权利+ 的

概念! 该概念经由 "国际约定# 的前两份解释第一次进入国际

法! 在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通过的 "国际约定# 附件一中

定义农民权利为-

源于农民& 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中心的农民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 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

(%序!言!

!

$&'%

美国已经批准转基因玉米& 油菜& 番茄& 棉花& 马铃薯& 大豆& 甜菜& 南瓜&

水稻& 亚麻& 木瓜& 罗马甜瓜和菊苣品种商业化应用) ,,,译者注

优异植株筛选法 'O;>>;8>484:5612( 是指在一个特定农场或其它持有地中!

从最优秀的植株中筛选合适的繁殖材料的传统方法)



如同在商定解释中所形成的! 农民权利的认识是与育种者

权利的认识相连的! 而且许多人认为要与那些更为正式的权利

相衡平! 因为农民经过许多世代传统选育所获得的创新至今还

没有被承认并予以酬报)

本条款预示着 "条约# 第三部分关于农民权利的实质条款

'第 ( 条()

本条款还承认农民的贡献在全球内不是均匀分布! 而是集

中于栽培植物和野生近缘种的 *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中心+! 主

要位于非洲& 亚洲和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区域)

*原生产地中心+ 和 *多样性中心+ 术语的含义参见专栏 &)

还确认本 !条约" 中承认的保存$ 利用$ 交换及出售农场
保存的种子和其它繁殖材料的权利和参与利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的决策及参与公平合理分享这种利用所产生
利益的权利# 是实现农民权利的根本# 也是在国家和国际
一级促进农民权利的根本%

农民权利的实质性条款在 "条约# 第 ( 条中作出了规定!

本条款暗示通过实施这些实质性条款! 农民权利将在国家和国

际的层次得以实现和促进)

然而! 实质条款和本条款所规定的内容还是存在一些差异)

第一! *本 "条约# 中承认+ 的权利清单有些不同于缔约

方在第 ( 条中同意保护和促进的农民权利) 最重要的是! 保存&

利用& 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种子的权利! 与作为实现农民权利

根本的其它权利列于同一地位) 在第 ( 条中! 关于农场保存种

子的相同条款与其它农民权利表现形式在处理上是分开的! 很

大程度上其影响是中性的! 缔约方采取措施保护传统知识& 保

护和促进合理分享利益权利& 确保农民参与决策的同时! 第 (

条并没有给缔约方强加有关农场保存种子的义务! 即所谓农民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特权的处理完全留给了国家决策者$&)%

!这样第 ( 条就限制自己

明确指出实体条款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根据国家法律授予的任何

权利) 序言条款似乎比实体条款更前进了一步! 更紧密遵从了

源自蒙特勒专家会议 "主席要点# 的一些用语) 另一方面! 第

( 条中农民权利组成部分的列举清单比序言条款更广泛! 还提及

传统知识的保护)

第二! 序言条款中明确提出在国际层次促进农民权利! 这

应从第 ( 条的实质性规定条文出发去审视! 而该条谨慎地避免

提及国际层次的农民权利) 序言条款如此表述! 意在与源自蒙

特勒专家会议 "主席要点# 保持用语上的一致)

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认为! 根据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

合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BQU(

$&*%

! 可以由其自己

把农民权利纳入国家机制! 或者是作为其国家自成一体的 "植

物育种者权利# 立法的一部分! 并认为类似规定可以在序言条

款关于在国际和国家层次促进农民权利中找到依据) 在 "条约#

通过之前! 农民权利已经在国际层次得到承认! 尽管这些通过

的文件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如 ""$ 世纪议程# 和 "内罗毕 %

号决议最后议定书#)

在某种程度上! 建立在 "条约# 第 $% 条之上的利益分享多

边系统! 包括按照第 $%C"CJ 项的付款& 主要流向所有国家农民

的利益! 也可以被看作是农民权利在国际层次的实际实现! 这

与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联系在一起) 在该决议中! 遵守

$&序!言!

$&)%

$&*%

"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 ' Q̀W_$(($( 广泛系统地阐述了 *农民特

权+) $((' 年 $" 月 " 日! "美国国际条约及其它国际协议# ' C̀UC[C( 第 ")#% 辑第

%% 号! "联合国条约汇编# ' C̀PC[CUC( 第 *( 辑第 *$? 号!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于日内瓦修订)

09=44O42512 [=;J4K.48;54J 0>G4:5>1MB254884:5A;8Q=1G4=5S.69F5>! $? 0G=68

$((&! E;==;̂4>F 09=44O425T>5;I86>F6295F4Y1=8J [=;J4W=9;26L;5612! 0224X$,! D49;8

B2>5=AO425>K.4>A85>1M5F4̀ =A9A;S.1A2J! %% BCDCEC*$ '$(($(N



"国际约定# 的国家认为 *落实农民权利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当代

和后代农民的利益! 确保保存& 管理和利用植物遗传资源! 这

可以由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特别是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基金监

测! 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实现+) 这一点为粮农组织大会 %+($ 号

决议确认如下- *00将通过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基金来落实农民

权利! 该基金将支持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利用计划! 尤其包括

但不限于发展中国家+)

认识到# 从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 本 !条约"

与同本 !条约" 有关的其它国际协定应相互支持%

确认本 !条约" 绝不得解释为可以以任何方式暗示缔约方
改变在其它国际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

认识到上述说明无意在本 !条约" 与其它国际协定之间划
分等级%

这三项条款应该放在一起来审视!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折

中的用语! 谋划解决 "条约# 与其它相关国际协议! 特别是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世界贸易组织 'Y[W( 贸易协定的关系)

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

! 相同当事国之间关于同一事项

的后订条约若要取代先订条约之条款! 除非在后订条约中有相

反的规定) 谈判者希望避免这种结果! 且同时避免不同国际条

约之间划分等级的任何观念! 为达此目的! 上述三项条款一开

始就特别声明所有相关的条约都应该以相互支持& 达到 "条约#

目的 '即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 的方式来解释) 这使人想起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序言中关于现有国际安排的补充条款中

也有类似的规定! 但其规定的实质是用于针对 "生物多样性公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_6422;,123425612 12 5F4D;H1M[=4;564>! "% E;S$('(! * BCDCEC')(N'中

文文本见 F55G- ++HHHCA2C1=9+:F624>4+8;H+68:+5=4;5SCF5ON,,,译者注(



约# 正文中的一个独立条款即第 "" 条$?#%

) "条约# 本条款并不

包含如同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所含的例外情形! 即在现存协议

之下行使权利和义务会导致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意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管理问题涉及农业$ 环境
和商业领域# 并确信这些领域应当协作%

本条款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环境和商业! 包

括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了在国家和国际

层次都有效实施! 各个部门必须协同配合) 在某种意义上! 本

条款强调了 "条约# 的本质特性! 即本质上是一个农业条约!

应对植物遗传资源及其对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性! 最终是应对粮

食安全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条约# 意在与 "生物多样性公

约# 及其为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所有生物多样性而建立的环境框

架保持一致! "条约# 既要面向农业需要又要关注环境的要求!

此点在第 $C" 款的条文中有所反映! 即 "条约# 的宗旨将通过

与粮农组织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密切联系而得以实现)

在国家层次上! 本条款也暗示在实施 "条约# 过程中需要

相关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

意识到他们在保持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方
面对前人和子孙后代负有的责任%

本条款吸收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序言中相同的条款! 但

本条款更强调过去农民在保存与开发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方面的贡献! 他们自己给当代设立了一项义务! 即要为子孙后

代保存生物多样性)

认识到各国在行使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时#

可以从建立一个有效多边系统中共同受益# 该系统便于商

%&序!言!

$?#%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规定-

$N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在任何现有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除

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N缔约国在海洋环境方面实施本公约不得抵触各国在海洋法下的权利和义务)



定资源的获取# 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的利益%

第一! 本条款再次确认了缔约方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拥有主权的概念! 这是借鉴了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

"国际约定# 商定解释三中的类似用语) 如上所述! *主权+ 通

常是与序言第三段的 *共同关注+ 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 本条款引入了多边系统的概念! 再次确认所有国家

都可以从植物遗传资源多边方法的创立中获益! 而这些资源对

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所有国家对这些资源也高度相互依存) 本

条款进一步指出! 这种多边方法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国家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的概念是不一致的) 实际

上! 本条款指出! "条约# 缔约方同意为这些植物遗传资源创立

一个多边系统就是 *在行使其主权+) 同意 "条约# 条款! 缔

约国就是在事实上同意缔约国之间获取指定目录下的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 每次交易将不需要事先知情同意! 也无需双

边谈判获取和利益分享条件! 而是使用多边确定的一套共同同

意条款) 由于认识到缔约方可以从多边系统中获取共同利益!

本条款含蓄地承认获取和利益分享的纯粹双边方法不适合于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具体原因如下-

"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由于人类和资源的流动加之现代收

集工作! 主要作物的遗传资源在基因库和产区等非原生

境被广泛地传播.

"

所有国家的农业都极度地依赖于原产于其他地区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

作物改良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所需要! 其未来的发

展需要无重大限制地持续获取广泛的遗传基础)

希望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以下简称粮农组织' 章
程第十四条# 在粮农组织的框架内缔结一项国际协定%

粮农组织章程第 $& 条授权粮农组织大会 *00可以通过关

于粮农问题的公约和协定并提交成员国+! 按本程序通过的国际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协议是他们自己的国际协议! 一旦生效! 就对缔约方具有完全

约束力) 然而! 这些国际协议是在粮农组织章程的支持下通过

的! 因此本质上就与粮农组织具有了指定的联系! 这包括粮农

组织总干事任命 "条约# 管理机构秘书的权力 '第 "# 条(! 虽

然该任命要经过 "条约# 管理机构的批准.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

第 $& 条的规定! 也历史性地获得了粮农组织一定水平的资金和

技术支持. "条约# 和粮农组织这种章程上的联系! 承认了 "条

约# 所关注利益本质上的农业特征! 和粮农组织在这一领域的

权限) 但 "条约# 在第 $ 条强调为实现其宗旨! 还必须与 "生

物多样性公约# 密切联系)

$?$%

达成协定如下$

?&序!言!

$?$%

在粮农组织章程第 $& 条下制订的其它协议和公约还有- 亚太渔业委员会

创立协议 '$(&*(& 国际水稻委员会章程 '$(&*(& 地中海普通渔业委员会创立协议

'$(&(! 修订文本由粮农组织理事会 $$% 届会议通过(& 欧洲口蹄疫控制委员会章程

'$(?%(& 亚太地区植物保护协议 '$(??(& 置于粮农组织框架内国际白杨树委员会

公约 '$(?((& 粮农组织西南亚控制沙漠蝗虫委员会设立协议 '$('%(& 中心地区控

制沙漠蝗虫委员会设立协议 '$('?(& 西北非地区控制沙漠蝗虫委员会设立协议

'$()#(& 亚太区域控制沙漠蝗虫委员会设立协议 '$()%(& 亚太地区动物生产和健

康委员会设立协议 '$()%(& 公海渔船促进遵守国际保存和管理方法协议 '$((%(&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设立协议 '$((%(& 渔业区域委员会设立协议 '$((((& 西部地

区控制蝗虫委员会设立协议 '"###()

!

'中心地区是指红海周边国家. 根据 "西部

地区控制蝗虫委员会设立协议 '"###(# 第 % 条规定! 西部地区是指非洲的阿尔及利

亚& 乍得& 利比亚& 马里& 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 塞内加尔& 突尼

斯) ,,,译者注(



第一部分

引!言

第 1 条!宗!旨

本条规定了 "条约# 的整体目标和方向! 勾画了采取实施

行动的框架! 为后续设立更多特别义务的条款做好了准备) 用

准确的术语定义 "条约# 的宗旨! 也要考虑通过提供一个监督

实施的参照点或基准! 对实现目标的程度进行持续评估)

通过提供整体的方向感! 本条有助于-

"

确保采取衡平的决策) 当根据 "条约# 实施的一种活动

与另一种活动发生冲突时! 本条可以保证虑及所有利益)

例如! 执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获取政策时! 如果

不考虑公平合理分享源自其利用产生的利益! 这就不符

合本条的规定)

"

解决不同条款之间的解释分歧与可能的冲突情形! 并有

助于解决争端)

由于上述原因! 第 $ 条对于所有与 "条约# 有关的各方!

特别包括 "条约# 管理机构 '见第 $( 条(! 以及缔约方负责确

保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 "条约# 的国家政策制订者! 都是非常

重要的)

本条对已经签字但还没有批准& 以及批准但还未对其生效

的国家也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 根据 "条约法维也纳公约#

第 $* 条规定! 一国一旦签署一项条约或表达了受其约束的同

意! 在等待条约对其生效期间!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实施妨碍其

目的及宗旨之行动)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121!本 "条约# 的宗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一致% 即

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而保存并可持续地利用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资

源而产生的利益&

本条第 $ 款阐述了 "条约# 的宗旨-

"

保存 '特别参见第 ? 条( 并可持续利用 '特别参见第 '

条(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

合理分享源自其利用产生的利益 '特别参见第 (& 第 $%

条(.

"

以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为最终目标)

这些宗旨- 第一! 建立了 "条约# 在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之

间的基本平衡. 第二! 建立了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与利益分享之

间的平衡. 第三! 强调了 "条约# 最终的范围和目标! 即本质

上是农业的) 特别提到把上述三点衔接起来的是 "条约# 主题

事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在第 " 条定义为 *对粮

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植物遗传材料+! "条约#

规定要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而保存& 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并分享其利益)

本款直接地表述 "条约# 要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一致

才能实现其宗旨) 适用 "国际约定# 应该与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相一致! 最初起源于 $(("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

""$ 世纪议程# 和 $((% 年粮农组织大会) "条约# 在通常适用

于生物多样性的整体制度内提出了适用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更详细的制度! 对于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而言! "条约# 还规定了缔约方在多边基础上预先商定的获

取和利益分享共同同意条款)

*生物多样性+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定义得非常广泛!

*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体! 这些来源包括陆地& 海洋和

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这包括物种内部&

)&第一部分!引!言!



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因此! "生物多样性公约# 包

括了生物结构单元 '即遗传多样性(& 不同的生物形式 '即物种

多样性( 和生物相互关系 '生态系统多样性( 之间的所有生物

体! 即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所有层次& 所有形式生物多样性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护伞) 与此相反! "条约# 仅仅聚焦于生

物多样性的一个特殊领域! 即用于一种特殊目的,,,粮食和农

业的植物多样性) 但 "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 "条约# 的目标是

明显互补的! 因此需要协同实施)

不像 "国际约定# 在其宗旨中特别提到 *可获取性+ ';K

3;68;I6865S( 这一概念! "条约# 并没有把 *获取 ';::4>>(+ 作

为一个目标! 但可获取性的含义就在可持续利用的意思中)

123!上述宗旨将通过本 "条约# 与粮农组织和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的密切联系而得以实现&

本条第一款阐述了宗旨! 本款则继续阐述宗旨实现方式的

一个重要方面) "条约# 谈判者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通常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农业和粮食安

全的一个必要基础)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一些谈判者在一段时

间内!

$?"% 也曾考虑过 "条约# 或许应作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一个议定书而予以通过! 这样就会自然地强化 "条约# 的环

境方面因素) 但是! 新 "条约# 的农业特征& 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需要农业专家实施 "条约# 等!

这些因素使得在粮农组织章程框架下作为一个独立的协议通过

"条约# 有了正当的理由) 本款认识到 "条约# 的双重性! 既

需要与代表农业利益和专门技术的粮农组织建立紧密的联系!

又需要与代表综合生物多样性& 环境利益和专门技术的 "生物

多样性公约# 建立紧密的联系)

'1(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参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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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较长的时间! 可以追溯到 "# 世纪 '# 年代)

$?%%

$(*% 年!

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 "国际约定#! 是第一份针对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文件. $(*( 年! 粮农

组织大会又通过了一系列 "国际约定# 商定解释) 粮农组织也

是联合国体系内世界粮食安全的一个联络点! 主办了 $((' 年世

界粮食首脑会议) 既然决定把 "条约# 管理机构和秘书处置于

粮农组织之内! 逻辑上也就是要与粮农组织联结在一起) 在国

家层次上! 一个潜在的后果就是负责农业的部门就是主管机构)

无论如何! 既然赋予 "条约# 农业的特征! 负责农业的部门就

应该紧密参与其执行)

'3( "生物多样性公约# ,,,如同在序言中所强调的! 在一

个广泛的背景内!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问题也是与 "生

物多样性公约# 紧密相连的) $(("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

过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为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提供

了一个全面的框架! 也为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其利用产生的利

益提供了一个框架! 在承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 '包括生物多样

性( 拥有主权的基础上! 强调要在国家层次做出决策 '对 "生

物多样性公约# 的介绍见专栏 %()

第 3 条!术语的使用

在本 !条约" 中# 下列术语有如下特定含义( 这些定义无
意包括商品贸易(

在法律文件中! 定义的目的是为 "条约# 中使用的某些术

语规定特定的意义) 在解释 "条约# 时! 通常是根据日常用法

确定这些术语的普通意义! 但有一些术语需要给出不同于其普

(&第一部分!引!言!

$?%%

虽然一些活动发生在 "# 世纪 ?# 年代! 但 $('$ 年植物考察与引进技术会

议是在广泛且多边基础上的首次倡议行动) 关于粮农组织参与植物遗传资源!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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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法的特定意义) 对这些术语定义的方式会影响 "条约# 确

定义务和授予权利的特性及范围! 本部分的定义在确定 "条约#

管辖范围时就是根本性的) 既然定义部分也是 "条约# 约束性

条款的一部分! 在发生与其通常意义不一致的情形时! 本部分

的定义要优先适用)

第 " 条中给出的定义! 当然仅限适用于 "条约# 本身) 谈

判者认真地表述了这些定义! 特别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定义! 并不包括商品贸易! 这是为了避免误解第 $%C"CJ 项

'66( 中关于商品的 *产品 ' G=1JA:5(+

$?&%

) 实际上! 前已述及

"条约# 是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 并不是关于作为商品的植物或

作物的! 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本条定义了八个术语! 在下文中的详细解释中将会发现!

大多数定义或多或少地是基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规定)

)原生境保存* 系指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保存以及物种可存
活种群在其自然环境中的保持和复原% 如系驯化或栽培植
物物种# 则指在它们独特特性形成的环境中的保持和复原(

除了限定于植物物种外! "条约# 中 *原生境保存 '!" #!$%

:12>4=3;5612(+ 的定义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的定义是一样

的) "条约# 承认遗传资源既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 也存在于

人类创造的农业生态系统中! 这样本术语的定义范围就扩展到

野生的与驯化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野生遗传资源生存的原

生境! 是指其存在的自然环境! 如生态系统和生境. 而驯化或

栽培物种生存的原生境! 是指形成其独特特性的生存环境)

除了强调 *物种可存活种群的保持和复原+! "条约# 中与

野生植物相关的 *原生境保存+ 的定义还扩展到实际生态系统

以及物种种群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的保存) 因此! 该定义还含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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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地承认! 如果没有保存这些物种种群生存的环境! 野生物种

的原生境物种保存是不会成功的)

关于驯化或栽培植物品种的原生境保存! 短语 *在它们独

特特性形成的环境中+ 是指在人工农业系统中可确认的植物品

种! 如地方品种的形成! 这涉及到这些植物从其起源的野生种

群隔离后是否可以繁殖) 原生境保存也指一个研究中心! 如果

那就是一个既定品种的独特特性形成的环境)

术语 *原生境保存+ 在 "条约# 中仅运用过一次! 即在第

?C$CJ 项中每一缔约方应 *促进用于粮食生产的作物野生近缘种

和野生植物的原生境保存+)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不同的是! 没有单独定义 *原生境

条件+ 这一术语! 但通过使用 *原生境保存+ 定义的条款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使用的定义是一致的(! 其意思是明确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规定- *原地条件 '即原生境条件(

是指遗传资源生存于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之内的条件. 对于驯

化或培殖的物种而言! 其环境是指它们在其中发展出其明显特

性的环境)+

)非原生境保存* 系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在其自然生
境以外的保存(

除了应用于更特定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而不是

应用于 *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外! "条约# 中的定义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相同的)

本术语包括基因库内种子& 组织或花粉等形式的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或在植物园内和其它活体收集点 '如非

原生境保存点( 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还包括除形

成其独特特性区域之外的栽培生物资源! 以及保存在农场还没

有形成那些特性的生物资源 '如保存在田间基因库或果园的果

树()

非原生境保存是保存植物多样性的一项重要方法! 也是在

$?第一部分!引!言!



发生自然和人为突发事件后恢复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向

植物育种家& 其他研究人员& 农民& 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提供

持续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一项重要手段) 此时! 完善和易于获

取的编目记录是非常重要的)

本 "条约# 仅在第 ?C$C4项中提到本术语! 该条规定每一

缔约方尤其应 *为促进有效& 可持续的非原生境保存系统的建

立进行合作+)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系指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
潜在价值的任何植物遗传材料(

)遗传材料* 系指任何植物源材料# 包括含有遗传功能单位
的有性和无性繁殖材料(

作为 "条约# 中两个最重要的术语! 对其定义引起了极大

的争论! 且一直延续到 "条约# 最终通过!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是否要扩大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定义! 使其不仅包括植物

源遗传材料! 而且还包括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该问题与第 $"&

第 $% 条规定的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及利益

分享紧密相连) 最终妥协的结果! 就是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定义中不提及遗传部分或成分! 而是在第 $"C%CJ 项中作

出规定! 禁止以收到时的形态对从多边系统获得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提出知识产权要求) 第 $"C%CJ 项中的词语仍然存

在歧义! 这一点将在该条中加以说明) 在第 $%C"CJ 项 '66( 中!

含蓄地承认了获取者对其从多边系统中获取材料的衍生物拥有

取得知识产权的权利! 只是规定材料的获取者一旦商业化含有

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植物遗传资源产品! 应支付约束性付款

或自愿付款)

根据现在的定义!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对粮食和

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植物源遗传材料! 相应地遗传

材料被定义为指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植物源材料! 包括有

性和无性繁殖材料! 这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的定义是相类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似的)

对这两个定义有以下三点说明-

"

只是在对粮食和农业具有价值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才符合 "条约# 的规定) 遗传材料如果要列入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 就必须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 这一要求是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的类似定义提炼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 需

要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植物遗传资源都具有潜在价值- 实际上

其价值只有在未来产生需求时才会被认识到! 例如需要抗虫或

抗病遗传特性的情形) 然而! 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对粮食和农业

具有价值的限制! "条约# 确实是仅仅涵盖了粮食和农业中使用

的或可以为其利用的植物遗传资源! 并不包括用于任何其它目

的的植物遗传资源)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被定义为遗传材料! 而 *遗传

材料+ 又被定义为包括遗传功能单位) 因此可能有人会主张尽

管遗传功能单位 '即遗传部分或成分! 如单一基因或基因序列(

也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遗传部分或成分! 但其本身不

属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但该定义在这一方面仍然不清

晰! 有待 "条约# 管理机构澄清)

"

没有定义 *遗传功能单位+! 但其似乎至少包括所有的含

有<P0 '脱氧核糖核酸( 的遗传因素即基因)

)栽培品种* 系指根据特异性和其他遗传特性的可再生表现
确定的$ 在已知最低一级单一植物分类的植物群体(

植物界可以被划分包含许多分支和次分支的分类系统! 其

最普通的分类层级是按降序排列的门& 纲& 目& 科& 属& 种!

每一级都是一个分类组或简称为分类) 但上述分类仅仅是最主

要的分类! 许多分类学家还进一步细化分类为次种! 甚至分到

植物生理小种)

物种分类特指一组具有许多遗传特性但可以独立再繁殖的

个体集合! 即一个物种的个体通常不能和另一个物种的个体以

%?第一部分!引!言!



自然的方式异种杂交繁殖)

尽管物种划分是一个重要的植物学分类! 但很明确在一个

物种内部! 植物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农民和种植者需要适应其

种植环境和种植习惯的植物! 因此! 农民和种植者采用了在物

种内部选择出来的一组植物! 被称为 *栽培品种+ '没有必要象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那样精确地表述()

"条约# 中的定义 *已知最低一级单一植物分类的植物群

体+ '即物种分支或植物种类(! 在许多方面与 "保护植物新品

种国际公约# 是类似的)

$??%

另外! 该定义也表明一个品种的独特遗传特性及其它遗传

特性在繁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不变) 在本质上这也反映了 "保

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所规定的 *特异性+ 与 *稳定性+ 标

准) 如果一个植物品种组不符合这一标准! 就不是 "条约# 意

义上的 *栽培品种+)

在 "条约# 第 ' 条中有两处使用了 *栽培品种+ 这一术语!

第 'C"CI 项规定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措施包

括 *加强能最大限度增加种内和种间变异从而改进并保存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 造福农民! 尤其造福那些开发和利用自己的品

种的农民+. 第 'C"C9项规定 *审查并酌情调整有关品种释

放00的育种战略及法规+)

注意到在第 'C"CI 项中使用本术语是指农民的品种! 而实

际上这些品种并不总是符合上文中提及的稳定性标准! 因此

*栽培品种+ 的定义和其在 "条约# 中的实际应用缺乏一致性)

)非原生境收集品* 系指在其自然生境以外保持的粮食和农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 在第 $ 条 '36( 中定义 *植

物品种+ 为- *已知植物最低分类单元中单一的植物群! 不论授予品种权的条件是

否充分满足! 该植物群可以是,,,以某一特定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表达的特性来确

定,,,至少表现出上述的一种特性! 以区别于任何其它植物群,,,并且作为一个分

类单元! 其适用性经过繁殖不发生变化+)



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

与 )非原生境保存* 术语相类似# 这一术语重点强调保存
在形成其独特环境之外的植物遗传资源(

大多数的非原生境收集品为各国种子库所持有. 国际农业

研究磋商组织的各个国际农研中心持有大约 $"Z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

$?'% 大多数是在与粮农组织达成

的协议下为国际共同体的利益而 *受托+ 管理 '参见专栏 $#(!

他们也与各国的研究计划合作开展了一些重要作物改良计划)

在规定多边系统范围的第 $$ 条中使用了 *非原生境收集

品+ 这一术语! 第 $$C? 款规定多边系统包括由国际农研中心持

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并在第 $?C$

款中进一步提及此问题)

)原产地中心* 系指驯化或野生植物物种首先形成其独特特
性的地理区域(

)作物多样性中心* 系指在原生境条件下作物物种有高度遗
传多样性的地理区域(

"条约# 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了 *原产地中心+ 和 *多样性

中心+ 或 *作物多样性中心+ 这三个术语) 第一! 在序言中承

认农民! *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及多样性中心+ 的农民过去& 现在

和未来的贡献. 第二! 第 (C$ 款规定 *各缔约方承认当地社区

以及土著社区和世界各地区的农民! 尤其是原产地中心和作物

多样性中心的农民00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的巨大贡献+)

与 *原生境保存+ 定义一样! 本定义既提及了野生植物品

种! 也提及了驯化植物品种) 但本定义的重点强调的是原产地

中心与作物多样性中心农民和土著居民进行的驯化与栽培过程!

??第一部分!引!言!

$?'%

U5;541M5F4Y1=8J .4G1=5! $(('N! 即[F4U5;541M5F4Y1=8J]>Q8;25-424564.4K

>1A=:4>M1=/11J ;2J 09=6:A84A=4'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译者

注



使用了 *首先形成其独特特性+ 这一短语) 不过! 在任一特定

的情形下! 还是很难确定一种植物是在哪里首先形成其独特特

性的)

更多关于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中心的资料请参见专栏 &)

第 4 条!范!围

本 !条约" 针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在第 " 条中定义 "条约# 的范围是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 "条约# 所建立的获取与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却仅包

括受缔约方管理和控制以及处于公有领域的附件一中所列出的

那些作物) 但 "条约# 作为一个整体! 包括关于保存和可持续

利用& 国际合作& 全球行动计划网络& 全球信息系统& 供资战

略等实质性条款! 涵盖了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

非仅仅是附件一所列出的作物)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二部分

一般条款

第 5 条!一般义务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法律$ 法规和程序符合本 !条约" 规
定的义务(

本条特别重要- "条约# 的权利与义务是在 "条约# 缔约

方的层次上! 而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这一部分实际上却是

在个体的层次上! 在各国合同法和行政程序的范围内运行) 例

如! 第 $"C? 款规定! 在多边系统框架内生效的 "材料转让协

定# 出现合同纠纷的情况下! 各缔约方应确保在其法律体系内

有寻求追索权的机会! 根据本条由缔约方承担的义务是具体的&

无条件的! 但只要在现行法律和制度下可以有效履行 "条约#

所赋予的义务! 本条并不要求各缔约方通过新的法律和制度)

第 6 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考察! 收

集!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

!!第 ? 条和第 ' 条的规定在 "条约# 谈判中基本上没有争议!

但它们是 "条约# 的核心! 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与

可持续利用行动提供了一个现代框架)

$?)% 本条扩展了 "国际约

定# 的早期规定 '特别是第 %& & 条(! 并使其现代化! 形成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所提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适用的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

参见 aC<;36J ,11G4=! [F4B254=2;5612;8[=4;5S12 Q8;25-42456:.4>1A=:4>M1=

/11J ;2J 09=6:A85A=4! 62 .4:648! _18C$$! P1C$! "##"N



主题! 重点吸收了 $((' 年莱比锡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会议上

通过的 "全球行动计划# 所确认的领域 '参见专栏 $?(! 特别

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BBB+$$ 号决议所确认的重点领域!

)

621!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 并酌情与其它缔约方合

作%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考察! 保存和可持

续利用中加强综合措施的运用% 尤其应酌情$

第 ?C$ 款首段倡议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考察& 保

存与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措施! 在某种意义上! 把第 ? 条和第 '

条结合到一起! 因为这两条中任何一条都不能单独存在- 如果

要有效实施! 所有的必要行动必须构成综合措施的一部分! 例

如如果没有后续的收集& 保存和利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调查和登记活动就没有任何作用)

本条与序言一样承认了国家主权原则! 特别声明缔约方加

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考察& 保存和可持续利用! 但这

仍然要 *根据国家法律+)

通常! 国际条约把缔约方的义务置于国家的法律之下都是

相当不可信的) 在此特定情形下! 此处插入这一规定是为了表

明即使在与其它缔约方合作采取行动时! 关于加强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考察& 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综合措施的最终决定权!

仍然属于植物遗传资源被发现的国家)

第 ?C$ 款也承认在某些情形下! 可以为达到此目的而要求

与其它缔约方采取合作行动)

要注意本条只是要求承诺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考

察& 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中加强综合措施的运用! 这一义务并不

包括规范管理的义务! 尽管规范管理也是各国履行其 *加强综

合措施的运用+ 义务的一种方法) "条约# 并没有指定任何特定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即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存与可持续利用#! 原文参见 F55G>- ++HHHC:IJC625+

J4:6>612+:1G+/ 6J h)$#)N,,,译者注



行动! 只是指明了一个达到目标的总体方向! 达到目标的方式

则主要留给缔约方自行决定) 在这一点上! ;至 M项是用于达到

本第 ?C$ 款确立的目标所需要的重要要素! 这几项重点提出了

三种基本保存方法- 农场保存 ':项(& 原生境保存 'J项(& 非

原生境保存 '4项(! 还规定一些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保存的其它措施- 调查与登记 ';项(& 收集 'I项( 和监测 'M

项(! 关于监测的规定与三种保存方法都有关! 这些款项的规定

并不意图穷尽所有方法和措施)

最后! 第 ?C$ 款各项列举了许多需要采取实际行动的领域!

使用 *酌情+ 一词表明各缔约方在选择最适宜履行一般义务的

方式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 调查! 登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那些具有

潜在用途的资源% 考虑现有种群的状况和变异程度%

并在可行时评估这些资源受到的任何威胁)

如同在 "全球行动计划# 第一个优先活动领域中所阐明的!

原生境与非原生境的合作保存! 都是从调查和登记现存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开始的) 缔约各方在制订及详细阐述其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与利用的政策及战略前! 需要知道

在其国内存在着哪些资源)

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规定! 批准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的国家承担了查明和监测对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

性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义务! 但粮农组织为形成

"全球行动计划# 而于 $((? 年编写的 "国家报告# 指出! 在许

多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方面并没有做系统的工作) 查明和监测

义务原则也适用于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

调查有助于查明拥有高度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区域! 植

物遗传多样性处于危险的区域! 以及非原生境和国家收集品的

状况) 正如第 ?C" 款所规定的! 这些是在开始减少及消除对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前! 缔约方必须确定的必要的实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际基础) 调查和登记将提供关于大量现存国家野生植物种质资

源物种识别& 特性鉴定& 评估和利用的数据库信息) 为了制订

适宜的保存战略和确保原生境保存与非原生境保存两种方式互

相补充! 必须对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登记)

;项要求缔约方在调查和登记方面要注意-

!

现存种群的状

况.

"

种群内部的变异程度) 在这一联结点上! 还不能确定 *具

有潜在用途+ 是否也修饰 *种群+ 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 如果认为修饰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似乎是没有必

要而且是重复的! 因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在第 " 条中定义

为指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的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 因此! 可

以证明 *具有潜在用途+ 这一词语仅修饰 *种群+ 这一词语) 无

论采用哪一种解释! 考虑到新的生态条件和挑战! 可能会对迄今

还没有发现其实际商业价值的那些遗传特性产生需要! 还是难于

确认哪一种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或者是哪一种群具有潜在

用途) 提及 *潜在用途+ 表明 "条约# 采用了预防措施)

强调现存种群的变异程度反映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种内和种间多样性对植物育种计划的重要性)

近期执行的登记或调查工作! 大多数是在因其具有高度多

样性而挑选出来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现代品种大量替代传统品

种地区所进行的工作仍很有限) 在大多数情况下! 许多项目的

规模很小! 经常只是挑选 % V' 种作物& 在 % V& 个生态区内的几

个村开展研究) 但始于 $(*# 年的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植

物+ 项目! 旨在调查和登记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拥有的所

有植物! 该项目一旦完成!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植物+ 将

是一个中型或大型的非洲植物指南! 大约覆盖 )### 种维管束植

物品种! 都是非常重要的土著居民栽培品种)

$?*% 该项目培养了

植物分类的能力! 并且还开展了种内多样性的研究! 以帮助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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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作物多样性的数量及其分布) 总之!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调查和登记往往是提供一份植物遗传多样性的 *简单描

述+! 而不是可用于未来监测的有效整体评估)

认识到缔约方也要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任何威胁

进行评估这一点很重要! 这为在第 ?C$CI 项规定查明收集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提供了理由)

'7(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以及那些受到威

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的收集)

"条约# 希望缔约方收集那些处于威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尽管在实践上为了能够为进一步研究

和育种提供样品! 正在广为使用的或未受到威胁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也被包括在非原生境收集品中! 但没有必要收集

这些植物遗传资源) 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收集植物遗传资源

'参见a;=8;2! ,=1G>;2J E;2(! 但在现代 $( 世纪 )# 年代才达到

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提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贡献&

促进新兴农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也是因为受到主要作物的传统

品种不断被高产栽培品种替代的威胁! 而重新认识到需要保存

遗传可变性) 大部分收集品都保存在基因库中! 支持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有计划& 有目的的收集是 "全球行动计划# 的

一项优先活动领域)

第 ?C$C' 项不仅规定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本身! 还

规定了 *相关信息 '=4843;25;>>1:6;54J 62M1=O;5612(+) 如果育种

家拥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样品的完整信息及其所显

示的可能遗传特性! 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就会更加有利于植物

育种) 没有给出术语 *相关信息+ 的定义! 但与多边系统相联

系的第 $"C%C:项指出! *应按照适用的法律! 同时提供全部现

有基本信息以及其他任何现有的有关非机密性说明信息+) 第

?C$C4项也论述了构成 *相关信息+ 的要素)

从第 ?C$C' 项的文字上还是不清楚! 限制条款 *受到威胁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或具有潜在用途的+ 是指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还

是仅指被收集相关信息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但从对第

?C$C' 项的含义上! 尽管在 *那些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信息+

前后都没有逗号! 但还是认为更应维持前一解释! 而不是后一

解释! 即限制条款 *受到威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 是指所有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

'.( 促进或酌情支持农民和地方社区在农场管理和保存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C$C:项和下一项把原生境保存划分为农场保存的独特

活动与野生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原生境保存 '见 J 项(

两部分!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比! 这是 "条约# 具有重大

专一性的一个实例! 借鉴了 "全球行动计划# 对原生境保存的

处理) 这也是第一次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承认农民

和地方社区保存遗传资源的特殊作用)

第 ?C$C:项要求促进或支持农民和地方社区在农场管理和

保存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缔约方应努力促进没有进行

管理和保存的地区! 而对于已经进行管理和保存的地区则要予

以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 提供支持的程度及方式则留给各缔约

方自主决定)

作为提供支持种类案例的项目有-

"

在埃塞俄比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P̀<Q( 与全球环境

基金 '-T/( 资助了一个项目! 促进 *基于农民的植物

遗传资源动态保存方法+)

$?(% 在建立了 $" 个社区基因库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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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目前正努力把这些基因库与当地采用的种子保存体

系链接起来! 以加强种子供应和提升种子的存活力! 这

有助于保存传统贮藏体系! 并把其与国家研究机构& 大

学和政府部门联系起来)

"

亚洲生物多样性利用与保存计划是应对亚洲水稻基因窄

化以及农民不充分参与农业开发问题的一项公开行动!

目前正在不丹& 老挝和越南实施)

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或支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农场保存) 现代植物育种在提高粮食产量& 产品质量! 提高

抗病性和抗虫性! 特别是在促进环境友好方面! 都获得了显著

的成功) 农民是基于其生产和消费条件的特殊组合来选择作物

和栽培品种! 其选择也决定了农场保存的水平) 农民是受农业

生态& 市场和社会经济& 可获得的种植材料等因素驱使做出种

植决策的! 对于一些农民来说! 特别是在由种类高度不同组成

的生产地区! 或者是市场发展十分有限的地区! 维持植物遗传

资源多样性组合是管理其耕作制度最有效的方式. 对另一些农

民而言! 虽然采用更窄化的植物遗传资源组合会导致作物多样

性更趋向于低一层次! 但却最有利于其获取利益) 在第一种情

形下! 农民私人利益与为未来可能利用而保存遗传资源多样性

和进化进程的公共利益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第二种情形

下!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出现了分歧! 必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

对农民在农场保存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必要的激励)

首先! 农场保存是很重要的! 除遗传多样性外! 还因为其

保存了不断适应易变的自然条件 '如害虫群或气候的变化( 所

必需的进化交互作用. 其次! 农场保存还是维护耕作制度知识

的最好方式! 而作物正是在农场中进化的. 最后! 农场保存为

非原生境收集提供持续的种质资源)

'/( 尤其通过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努力% 促进用于粮食

生产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植物的原生境保存% 包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括在保护区内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植物的原生境

保存)

自然生态系统拥有重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

用于粮食生产的地方特有和濒临灭绝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

植物) 由于产生新生物多样性的交互作用! 这些遗传资源潜在

地是具有经济意义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而且在非原

生境中不容易保存) 如果不能可持续地管理自然生态系统! 就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侵蚀)

第 ?C$CJ项的焦点是 *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植物的原生

境保存+) 粮食作物植物的野生近缘种! 包括作物的祖先以及与

其或多或少相关的物种! 为提高农业生产和保持可持续的农业

生态系统共同组成了日益重要的资源) 尽管大多数农民和育种

家通常更倾向于利用现存的栽培变种或高级育种材料! 因其更

高产和相对容易杂种繁殖! 但一旦面临新的或者进化的病虫害

以及其它生态挑战时! 有时他们也需要远离田间到野外去寻找

特定的遗传特性)

应用常规方法! 由于很难把需要的遗传特性从已经存在的&

不需要的遗传特性中分离出来! 作物野生近缘种一般难于利用)

但是采用作物野生近缘种! 经常会有激动人心的结果) 历史上!

作物野生近缘种为粮食植物贡献了许多有用的基因! 大多数作

物的现代品种都含有其野生近缘种的基因) 马铃薯& 小麦& 大

麦& 水稻& 玉米& 燕麦和其它作物的现代品种中! 来自野生近

缘种的遗传特性既提高了生产力! 也增强了对病虫害及艰苦生

长条件的耐受性)

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种质资源收集服务于多重目的! 他们是

基因仓库! 保存了在高级栽培品种基因库中还没有被捕获到但

具有潜在农业用途的等位基因! 通过研究积累了大量信息! 为

不同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材料) 明察善断地保存和利用作物野生

近缘种! 是增强粮食安全& 消除贫穷和保持环境所必需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随着现代 '或实验室( 生物技术利用的发展! 利用源自作

物野生近缘种的基因并把他们转入培育品种中正变得日益普通!

这也增加了野生品种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价值)

除了驯化作物! 野生生物多样性还提供了广泛的可食用植

物及其品种! 这些植物及品种现在被用作而且将继续被用作野

生粮食资源) 在不同的时期! 大约有 )### 种植物被用作人类的

粮食来源) 总之! 野生粮食资源对于穷人和无地者仍然特别重

要! 尤其在发生饥荒& 存在风险或自然挑战! 正常的粮食供应

机制被破坏& 当地居民或移民又受限制而不能获得其它形式的

营养物时) 即使在正常时期! 野生食物在补充主粮& 提供均衡

营养方面也非常重要)

如前所述! 原生境保存目标不仅包括保存遗传资源! 还包

括他们赖以发展的环境要素)

提及 *保护区 'G=154:54J ;=4;>( 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努力

确保作物野生近缘种和其它对粮食和农业有用的物种的管理!

当然! 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难题! 主要是关于对粮食和农业

具有价值的特定物种及其它野生动植物的互补式管理)

第 ?C$CJ项明确地承认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努力! 同时

还明确表述支持地方社区的努力是促进原生境保存的许多方法

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P̀TU,W( 的 *人类与生物圈计划+ 就

是许多特别重要的行动中一个很好的范例! 支持了许多在森林

生态遗传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野生近缘种 '如墨西哥马萨特

兰 'E;L;58;2( 生物圈野生多年生蜀黍+玉米保护区(! 其它范例

还有-

"

国际香大蕉改良网络 'BPB70Q( 支持的乌干达和坦桑尼

亚大湖区区域香蕉与大蕉原生境保存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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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凯南基金会 'E:i269F5/1A2J;5612( 支持& 瓜达拉哈拉

大学和马南特兰生物多样性保存与生态研究所

'BET,7BW( 执行的保存与提高作物产量多方参与

项目.

$'$%

"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全球项目 *加强农业生物多样

性农场原生境保存的科技基础+ 之墨西哥尤卡坦 'gA:;K

5;2( 部分,,,关于小咖啡种植园及其相关生物多样性的

项目)

$'"%

')( 为促进有效! 可持续的非原生境保存系统的建立进行

合作% 适当重视充分编目! 特性鉴定! 更新和评价的

需要% 并为此促进适宜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以改进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大量对世界粮食安全十分重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保存在非原生境) 这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中的大多数是

贮藏在各个国家的基因库中!

$'%% 国际农研中心也持有一些重要

的收集品) 收集品的多样性具有价值和一定程度的安全! 但同

一基因库持有的许多样品是复制品. 同时! 许多收集品又由于

缺乏资金而处于危险的状况中) 第 ?C$C4项提倡建立有效& 可

持续的非原生境保存系统! 建立该系统需要国际间合作! 仅仅

关注于本国的收集品是无法建立有效& 可持续的非原生境保存

系统的) "全球行动计划# 注意到需要一个更合理的基因库系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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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基于农民方法保存遗传多样性与提高作物产量计划! 要求-

!

描

述和分析墨西哥玉米种植区域农民知识& 社会经济因素和遗传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

作物多样性构成的特性鉴定和从野生或栽培近缘种到玉米& 豆类& 南瓜等作物基

因流的数量.

#

制订与评价通过从改良品种 '玉米(& 野生近缘种或栽培近缘种

'豆类& 南瓜( 广泛筛选渗入基因提高本地品种产量的农场育种方法) 参见 F55G- ++

HHHC9=:GCA:J;36>C4JA+G=1c4:5>+G=1c4:5CF5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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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大约有 **Z保存在国家收集品中)



统! 以避免复制! 特别是要避免不必要的& 无计划的复制) 实

际上! "全球行动计划# 重点强调的是使现存系统合理化& 更高

效! 以减少成本! 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更广泛的非原生境保存活

动!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面向目标& 经济上高效和可持续的非原

生境保存系统) "条约# 第 $' 条明确地提出了合作的原则! 即

在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网络内鼓励合作! 第 ?C$C4项

用语提及这一主题! 也表明对于缔约方而言! 单独促进非原生

境保存是远远不够的)

为努力提高非原生境收集品的质量!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

遗传资源委员会 ',-./0( 通过了一系列的基因库技术标准!

涵盖了野生& 森林和农作物物种! 并且在不断地审查修订! 设

计这些标准特别是为了尽量减少种子备份在储藏和更新中丧失

遗传完整性) 为了这些标准能够具有世界通用的价值和更容易

地被世界各国所采用!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对

其予以核准并支持) 这样! 这些标准虽然不具有约束力! 但对

各国收集行动和实施 "条约# 第 ?C$C4项规定还是提供了基本

的指导) 在国际农研中心和粮农组织 $((& 年签署的把植物遗传

资源置于粮农组织管辖下的托管协议中! 各个国际农研中心承

诺根据国际上接受的标准! 包括关于种子储存& 交换和分发的

标准&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核准并支持的国际

"基因库标准#!

$'&% 来管理受托的种质资源. "条约# 第 $?C$CJ

项也要求! 在 "条约# 管理机构和国际农研中心缔结的新协议

中要包括同样的规定)

要达到 *改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这

一目标! 就必须确保 *充分编目& 特性鉴定& 更新和评价+! 这

些是有效非原生境保存系统的基础) *编目 '/+.8%)*0&0$+*(+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

关于托管协议的更详细的描述! 参见专栏 $#) '原文有误! 予以更

正) ,,,译者注(



是指应该提供基因库收集品 '包括单份收集品( 的特性鉴定& 更

新和评价的完整记录. *特性鉴定 '.9&#&.0)#$:&0$+*(+ 是指基因

库收集品高级遗传特性数据的归类! 如在任何环境中稳定不变

的花的颜色! 包括利用各种技术 '例如分子技术( 获得的遗传

多样性特性和程度的信息. *更新 '#)()*)#&0$+*(+ 是指必须定

期生产储存的种子! 以确保其保持存活力和有足够的种子用于

保存和再分发. *评价 ');&,8&0$+*(+ 是指关于材料农艺特性的

评估! 如抗病性& 抗旱性等! 包括利用分子技术进行评价) 在

很大程度上! 种质资源的获取及其对农民和育种者的有用性取

决于该种质资源充分的编目& 特性鉴定& 更新和评价) 由国际

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粮农组织和其它机构近期出版的种质资

源收集有效管理指南$'?%

! 提供了如何更好地进行信息管理& 特

性鉴定& 更新和评价活动的信息)

第 ?C$C4项也强调建立非原生境保存的有效体系需要适宜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这也是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的目标之一! 即强调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需求! 提倡加大田

间基因库力度和加强植物园的保存活动) "全球行动计划# 也强

调需要开发改进的保存方法! 包括适宜的离体保存和低温贮藏!

特别是适合当地运行条件的低成本技术) 而且! 还有许多非正

统的物种没有合适和有效的保存技术) 因此! 缔约方应在本国

内促进开发此类技术! 特别是因为从温带气候区受让的一些技

术并不能适应热带国家的条件) 第 ?C$C4项最后用语说明了促

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但有一点还不

清楚! 即该目标是仅指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还是 ?C$C4项的全

部内容)

促进非原生境保存的建立! 既需要资金上的支持! 也需要

技术上的支持) 因此! 正在发起创立一项基金 '即全球作物多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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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信托基金(! 为建立有效& 可持续的非原生境保存系统! 包

括提升机构能力& 建设基因库等提供资金! 以确保实施的各项

非原生境保存活动符合国际标准 '参见专栏 "#() 全球作物多

样性信托基金作为 "条约# 供资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

层次进行运作 '见第 $* 条()

在国家层次还有一些其它的支持机制! 例如- 古巴国家多

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 促进建立确认& 利用和分发具有经济重

要性的非原生境植物收集品遗传材料的许可机制. 另外! 还有

一个正在执行的计划! 旨在了解- '$( 是否家庭庭园仍然保持

着品种和物种的多样性! 而这种多样性在其它生产系统中正遭

受着基因侵蚀. '"( 商业化和作物引种或改良如何影响家庭庭

园物种和品种的多样性. '%( 何种旨在发展的干预可以提高家

庭庭园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家庭营养& 增加家庭收入)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国际或国家层次上还不存在此类机制!

故第 ?C$C4项要求 "条约# 管理机构要合作建立该机制)

前述的 ':(& 'J( 项和 '4( 项结合起来就可以促成达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 全球植物保存战略的目标 (- *保存 )#Z的

作物和其它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的植物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并保存相关的土著和当地知识+)

'<( 监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的存活力! 变异程

度和遗传完整性的保持情况&

第 ?C$C4项已经规定了需要建立高效& 可持续的非原生境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的保存系统) 本款项则寻求确

保缔约方继续监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的存活力&

遗传变异及遗传完整性) 此类监测应包括这些活动- 定期测量

基因库收集品种子的湿度和发芽能力! 更新过程中进行特性鉴

定以核实其后代种子是否与原种保持一致! 开展基础研究确定

基因库收集品的变异程度! 用分子标记评价每一次更新的基因

变异程度并保持完整性! 监测基因库的种质资源管理程序并确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定材料是否被正确保存) 从根本上说! 本款项的目的是确保保

存任何既定收集品! 不管是种子& 组织还是植物) 为有助于实

现该目标!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制订并免费提供许多出版

物! 帮助各个基因库开展这些重要的保存和管理活动)

$''%

可用于研究收集品变异程度和监测遗传完整性的技术包括

形态学特性鉴定和分子 <P0技术 5如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DQ(& 随机扩增的多态性<P0'.0Q<(&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

性 '0/DQ(& 聚合酶链式反应 'Q,.( 技术和微阵列技术6! 目

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广泛采用同工酶和其它蛋白质变异分析)

第 ?C$C4项主要针对非原生境收集品! 但对于原生境材料进

行相关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监测某一新引进的外来材料的

影响! 农民引进新遗传材料的影响! 从栽培种和相关野生种以及

转基因品种而来的基因流动和后续基因渗入)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

研究所和其他科研机构正在制订指南和其它技术出版物)

623!各缔约方应酌情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或在可能时消除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

第 ?C$ 款主要关注缔约方必须采取行动! 调查& 登记& 收

集并保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特别是处于威胁中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而且要查明威胁. 而第 ?C" 款却是为缔

约方设置一项积极义务! 要减少或在可能时消除那些威胁) 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包括农耕习惯

的改变和农业用地的减少! 在多样性中心利用转基因植物或许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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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一个可能威胁) 减轻威胁的可能方法包

括- 收集资源进行非原生境保存! 开展原生境保存行动! 采用

强化混合利用不同品种& 在生产中扩大材料遗传基础来保存作

物品种遗传多样性的农耕习惯等! "全球行动计划# 描述和积极

筹划了许多此类活动) 在确保野生收集不威胁野生品种保存状

态的情形下! 种质资源收集技术手册提供了收集程序的信息!

以促进扩展非原生境收集品)

$')% 关于如何减少和 '或( 消除对

基因库中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 前面提及的 "有效

管理种质资源收集品指南#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基因库手

册 "##% 年第 ' 号( 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和管理建议)

为了实施本条! 缔约方需要制订查明和量化植物遗传资源

威胁的程序! 建立监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状况变化

的系统! 考虑到适时制订减少威胁影响的步骤! 并在可能时采

取矫正措施消除影响)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战略框架 '如缔

约国大会 )+%# 号决议(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农业生物多样性工

作计划# 内! 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开展了制订

指标的工作!

$'*% 并且一直在继续开展此项工作)

第 = 条!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1!各缔约方应制定并坚持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措施&

=23!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包括如下

措施$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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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要求缔约方制订并坚持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适当政策和法律措施) 第 'C$ 款的义务是绝对的!

没有任何限制修饰性因素 '例如第 ?C$ 款还提及根据国内立

法() 另一方面! 第 'C" 款给出的措施清单却仅仅是说明性的!

为缔约方提供了可以用来完成第 'C$ 款义务可能措施的范例

'还被限定语 *酌情+ 所强调() 与第 ? 条一样! 本条重点强调

了 "全球行动计划# 确定的优先活动领域! 特别是- 扩展重要作

物的遗传基础. 扩大农民可获得的遗传多样性的范围. 强化开发

特别适应当地环境的新作物和栽培品种的能力. 考察和促进未充

分利用作物的利用! 采用遗传多样性以减少作物的脆弱性)

在这些方面! 第 ' 条和第 ?C" 款为促进环境友好型和广泛遗

传基础的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本条比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应条款更加详细而且明确)

相应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标题为 *一般措施+! 要求各

缔约方制订或变通 *国家战略& 计划或方案+! 以体现 "生物多

样性公约# 为保存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成分而规定的

措施)

"生物多样性公约# 条文并没有定义 *战略& 计划或方

案+! 但却被各缔约国通过缔约国大会决议和国家实施 "生物多

样性公约# 而提炼出来了) 根据目前的理解!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第 ' 条是指大多数国家通过的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

动计划+ 'P7U0Q>(! 根据第 $# 条的规定! 该计划意在面向

*可持续利用+ 的目标而促进部门间合作)

为了在 "条约# 内适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

下列这些术语经常连续出现-

"

战略 '>5=;54964>(- 规定保存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

成分的国家行动的特别建议或措施.

"

计划 'G8;2>(- 解释如何实现战略的某一特定建议.

"

方案 'G=19=;OO4>(- 实施战略与计划)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对短期和长期粮食安

全都非常重要!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地球上每一个人赖以

维生的手段! 是植物育种家最重要的原材料! 也是农民最基本的

投入品) 只要正确管理! 这些资源永远不会耗竭! 因为在保存

'第 ?条( 与利用 '第 '条( 之间不存在内在的不可调和性)

'&( 执行公平的农业政策% 以酌情促进发展和保持各种耕

作制度% 从而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其它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第 'C"C;项的焦点是关于促进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各种

耕作制度) 耕作制度事关整个农场而不是农场内的单一因素!

如同被产量和收益率所驱使一样! 也被农耕家庭的整体福利所

驱使) 农业仍然是大多数农村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同

时在城市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耕作制

度与人们的生计密切相关) "条约# 在第 'C"C;项中超越了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范围! 规定了更为广泛的农业生物多样

性问题! 包括耕作制度层次的问题)

耕作制度包括投入品的复杂组合! 并由耕作的家庭进行管

理! 而且还受到环境& 政治& 经济& 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研究与推广机构越来越认识到汲取当地和外部知识的整体方法!

是有效应对贫穷和可持续性所必需的)

第 'C"C;项还提倡在耕作制度中促进多样性的政策! 并促

进耕作制度! 以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另外提及 *公平+ 的农业政策! 是考虑到提供隐性补贴作

为促进传统耕种和可持续农业的方法时! 需要确保农业政策不

会对贸易产生扭曲影响)

'7( 加强能最大限度增加种内和种间变异从而改进并保存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造福农民% 尤其造福那些开发和

利用自己的品种并采用生态原理保持土壤肥力和防治

病虫草害的农民)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第 'C"CI项吸收了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的内

容! 即 *通过作物生产多样化和广泛的作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

农业文化+) 第 'C"CI特别注意确保种内变异或多样性达到最高

点 '优先活动领域 $$(! 和使种间的变异达到极大化 '优先活

动领域 $"- 促进未充分利用的作物和物种的开发与商业化() 传

统的耕种习惯和农民对其地方品种的管理! 作为确保更稳定的

产量& 更加抗病虫害和提高适应新环境压力的一种方法! 有时

会增加种内的变异) 加强研究以确定这些实践的哪一个因素更

有活力! 可以在耕作实践的变化中继续存在!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控制病虫害的角度! 耕作制度的多样性通常是特别重要

的) 统一遗传基础的作物短期轮作特别容易受到病虫害影响!

两个最主要的事例就是- $( 世纪爱尔兰爆发的最为悲惨的马铃

薯枯萎病 '致病疫霉( 疫情! 和 "# 世纪 )# 年代美国流行的玉

米叶枯萎病) 因此! 第 'C"CI 指出作为农民和育种家培育抗各

种病虫害的作物栽培品种资源! 保持多样性遗传基础具有重要

意义! 耕作制度越是具有多样性! 就越能免于病虫害! 就更能

确保粮食安全) 传统耕作制度在农业上更具有多样性! 近期研

究表明! 作为确保产量稳定& 抵御病害和日益变化的环境条件

的一种方法! 传统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保存和促进其地方品

种的遗传多样性) 作为增强本地作物多样性的一种方法! 经常

从现任耕作地区之外引进种子! 在某些社会中这类种子交流还

要通过宗教或其它仪式予以确认)

$'(% 优先活动领域 $$ 强调-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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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鉴定这些应用于植物育种& 植物研究和耕作制度活动

的努力! 以促进农场多样性) 此类研究应包括为其更广泛

的适应性而审视非同源耕作制度 '如间作& 多种作物混作&

综合病虫害管理和整体营养管理(! 并研究开发适宜的植物

培育方法00支持开发评估遗传脆弱性的改良工具和方法!

并在与维持生态系统的实践& 技术和经济上考虑相一致的

情况下! 尽可能在遗传同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确认出理想的

均衡)+ ' "全球行动计划# $)& & $*? 和$*' 段(

专栏 ?!种子及其它繁殖材料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提供种子及其它繁殖材料 )如无性繁殖品* 的种子系统!

对于决定农民选择植物材料和作物遗传资源的利用模式是非常

关键的! 该系统是由农民对作物栽培品种的需求及其包含的遗

传特性和该类品种的有效供给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种子及其繁

殖材料系统影响农民选择栽培品种的程度! 相应地也影响多样

性保存公共物品供应的程度! 最终会影响到利用系统的可持续

性# 更好地理解该系统如何影响农民的选择! 对于尽力筹划促

进持续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供给方面! 理解种子及其它繁殖材料生产的方式 )既包

括遗传内容! 如育种" 也包括其物理品质! 如种子和无性繁殖

品*' 流通和获取方式 )市场' 推广体系' 社会交换网络* 及获

取的成本等都很重要# 在系统的需求方面! 是由农民需要从种

子' 无性繁殖品及其包含的遗传资源和传递机制的物理属性

)如种子及无性繁殖品的质量* 获得的个体的和整体的遗传特性

或服务! 与农民为此商品支付现金或实物的最终意愿所共同组

成的#

农民特别是小农利用多种渠道作为获取种子的来源# 在最

近的文献中! 认为这些渠道可以划入两大种子体系& 正规种子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体系和非正规种子体系! 后者通常被描述为 +地方的,' +传统

的, 或农民的种子体系#

$)#%

正规种子体系的特征是容易概括的! 因其是人为构建的!

包括一系列可以产生明确产品的活动& 审定品种的检定种子!

该系列活动通常从植物培育开始! 产生不同类型的栽培品种和

杂种! 为正式的品种释放和保持而改良遗传材料" 有正式的法

规或规程来确保品种鉴定与品种纯度! 并保证其物理' 生理和

卫生质量" 其种子是通过官方认定的种子销售渠道 )商业化渠

道或者是通过国家农业研究系统* 进行买卖的# 正规体系的核

心前提是在何谓 +种子,' 何谓 +粮食, 之间有一个清晰的

区分#

基本上正规体系之外的! 就是非正规种子体系! 其活动往

往是综合的并由当地组织实施# 非正规种子体系包括农民自己

赖以生产' 流通和获取种子的众多其它方法& 直接从其收获物

获取" 朋友' 邻居和亲属之间的交换" 通过本地粮食市场或贸

易商! 该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灵活性# 与正规体系一样

的一般步骤也会出现在非正规体系上! 但那是作为农民粮食生

产整体的一部分而发生! 并不是作为单独活动出现的" 其育种

步骤也不是线性序列! 也没有政府法规的监控! 而是由当地技

术知识与标准' 当地社会结构与规范 )包括市场力量* 指导的!

因此其品种就是地方品种或混合品种#

'.( 酌情促进有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参与! 提高特

别适应包括边缘地区在内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条件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这些术语中每一个都有特别细微的差别! 每一个术语都存在一些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 *非正规+ 体系中市场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 *非正规+ 体系并非纯粹

是 *农民+ 的体系. 既然通过社会网络市场和交换把各个地区都联接起来! 他们也

不纯粹是 *地方的+. 最后! 在严格意义上他们也不是 *传统的+! 因为他们也在不

断地进化) *正规+ 与 *非正规+ 体系不应该等同于正规和非正规活动领域)



品种培育能力的植物育种工作)

本项提倡参与式植物育种! 以培育特别适应当地社会& 经

济和生态条件的品种! 扩展了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

域 ")

提及农民参与! 要与 "条约# 第 (C"C:项规定的参与决策

权力联系起来) 本项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

'/( 扩大作物遗传基础% 扩大农民可获取的遗传多样性的

范围)

这一项反映了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努力增

进遗传改良与扩大遗传基础( 的关注点)

$)$% 农民花费很长时间

培育了特别适应当地条件! 包括社会& 经济和生态条件的地方

品种! 并融入了大量的种内遗传多样性) 种内多样性 '即与物

种间多样性相对应的& 在每一个物种内部的多样性( 在给予作

物抗病虫害& 承受当地干旱条件与极端潮湿及其它现在或未来

生态变化等方面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边缘地区更为重要)

如上所述! 引进改良植物新品种会扩大遗传单一性! 当地

农民为提高产量而求助于新品种时! 其作物的多样性就会减少)

因此! 需要扩大作物的遗传基础! 包括引入一些至今仍在当地

使用的地方品种所具有的遗传特性!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地方品

种会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特殊条件)

采用传统方法的农民在他们自己本地作物内! 往往是通过

杂种繁殖改良新品种来开展扩大遗传基础的活动) 从任何个体

农民& 育种家& 种子公司或科研机构的角度! 把众多种质资源

整合进已经改良过的品种或许是多余的! 或者是超出了他们可

以实现的利益! 但此类利益不仅会增加个体农民的收入! 而且

也会增加当地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的收益)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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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这些私人部门不可能独自完成的植物培育工作! 公

共资助是必需的) 但是! 由于农民拥有当地的知识& 可以获取

适应当地的地方品种! 农民参与育种工作也就特别重要) 在

"全球行动计划# 中确认的方法! 就包括通过特性鉴定和评估确

认出有用的农艺特性! 为在培育计划中进一步利用而把其基因

渗入适应当地的材料或者高级材料! 特别是通过掺入总体上更

广泛的遗传多样性! 以及特别适应当地的遗传特性来扩大育种

家的材料基础)

这些活动是与促进广泛利用当地及适应当地的作物和未充

分利用物种 '本条 4项( 紧密相联系的! 如果可以发现这些作

物的市场! 生产这些作物的激励就会更大)

扩大农民获取材料的多样性! 是 "条约# 的基本目标之一)

从根本上! 是农民自己需要利用这种多样性! 来改良其作物并

保护他们免于产量波动以及病害) 既然没有为扩大农民获取此

类材料的范围明确指定一种机制! 那就很明确! "条约# 的其它

部分 '包括国际合作& 技术援助& 各个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 多边系统( 都可以作

为一种实现手段) 例如! 实现的形式包括方便农民获取非原生

境收集品& 创造有利于此类获取的市场条件等)

专栏 '!在国家层次实现农民权利

在国家层次上! 一些国家立法提案再次确认支持农民权利

的概念# 在国家层次可能实现农民权利的一个例子就是 "##$ 年

* 月印度批准的 $植物品种保护与农民权利法 )"##$*% )简称

$农民权利法%*! 虽然没有特别定义农民权利! 但其 %$ 条规定&

本法案不包含任何影响农民保存' 利用' 交换' 分享或出

售其根据本法案生产的某一品种的农产品的权利00但如果在

商品销售协议下为繁殖之目的出售时! 则农民并没有被授予此

类权利#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该法案的另一特色是把农民权利与植物育种家权利置于同

等地位# 该法案授予农民权利! 和工业育种者一样! 农民可以

申请植物品种登记# 第 $' 条 J 项规定 +任何农民' 农民组织或

农民社区00, 都在登记的申请人之列# 农民不仅有权登记新

品种! 而且可以登记农民品种 )M;=O4=]>3;=645S* )第 %( 条 6

项*# 在农民品种的定义下! 该法案规定&

!

农民在其土地上传

统培育或进化的品种"

"

农民拥有共同知识的某一品种的野生

近缘种或地方品种 )第 " 条 ^项*# 该法案不仅保护新培育的品

种! 而且也保护现存的品种 )在其第 " 条c项用词为 +4X5;253;K

=645S,*# 根据第 %(C$C6项规定! 品种权利登记要根据源于 $保

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Q̀W_* 并适用于商业育种者的同一

标准! 但直到本书出版!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管理机构

还没有声明该法案的条款是否与该公约相一致#

在该法案中! 农民权利的根本成分就是利益分享机制# 该

法案规定了向传统农民提供利益的两个渠道& 第一! 在品种登

记程序中! 植物品种与农民权利保护局公布登记证书的内容!

并鼓励主张品种利益分享权利! 而且为育种人主张反对此项权

利设立了程序# 利益分享数量的最终决定权保留在植物品种与

农民权利保护局! 既要考虑到申请者在品种开发中利用遗传材

料的范围及属性! 又要考虑到在品种市场上的商业应用与需求#

分享金由该品种的育种人存入国家基因基金 )5F4P;5612;8-424

/A2J* )第 "' 条第 $ V' 款*" 第二! 农民权利条款规定了利益

分享渠道! 第 %(C$ 项 )666* 项规定如下&

+参与经济植物的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遗传资源保存以及

通过筛选和保存进行改良的农民! 00只要从其品种中筛选和

保存的材料根据本法案可以作为捐赠基因进行登记! 就有权从

国家基因基金得到确认并获得报酬#,

代表任何村庄或社区利益的任何人' 团体' 任何政府或非

政府组织都有权提出确认报酬的请求! 该请求可以向任何一个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中央植物品种与农民权利保护局批准并公告的中心提出! 该中

心负责确认 +00是否符合村庄或社区对登记品种的进化做出

了重大贡献00, 一旦中央植物品种与农民权利保护局收到中

心的报告! 并且育种人也有机会提出反对! 将会签署命令给予

申请者一定数额的补偿# 品种的育种人应向国家基因基金存入

指定的金额 )第 &$ 条第 $ V& 款*#

另一引人注意的可能实现农民权利的事例是非洲共同体组

织于 "### 年制订的 $非洲确认和保护地方社区' 农民' 育种者

权利与遗传资源获取规则模范法%! 但并没有被任何非洲国家所

实施# 草案第五部分定义了农民权利的概念和范围&

"& )$* 承认农民权利! 是由于全世界的各个地区! 尤其是

作物多样性中心和原产地中心及其它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地

方农业社区! 特别是其妇女成员! 在保存' 开发和可持续

利用构成粮食和农业生产育种基础的动植物遗传资源方面

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

)"* 农民将继续做出贡献! 因此农民权利应该得到确认和

保护#

第 "' 条详细说明了农民权利的范围&

"' )$* 对性别平等予以应有关注的情形下! 农民权利! 包

括如下权利&

;* 保护其与动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I* 获得源于动植物遗传资源利用利益的合理份额"

:* 参与动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的决

策! 包括国家层次的决策"

J* 保存' 利用' 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农民品种的种子或繁

殖材料"

4* 利用受本法保护的育种人新品种培育农民品种! 包括从

基因库或植物遗传资源中心获取材料"

M* 集中保存' 利用' 扩繁和加工农场保存的' 受保护品种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的种子#

)"* 尽管拥有:和 J项权利! 但农民不得在种子产业内以商

业规模出售农场保存之育种人受保护品种的种子或繁殖

材料#

)%* 育种人的新品种权利应遵从保护粮食安全' 人类健康'

生物多样性及农业社区特殊栽培品种繁殖材料的任何其它

需要等目标的限制#

其它事例还有 "##" 年菲律宾颁布的 $植物品种保护

法%

$)"%

# 该法案规定与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参见专栏 (* 一起保护植物品种! 旨在保护植物育种者对其培

育' 发现或开发的植物新品种的排它性独占权利! 而该新品种

需要满足新颖性' 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标准# 签发的植物

品种权保护证书! 对树木和藤本植物提供 "? 年的保护! 对其它

类植物提供 "# 年的保护# 法案第 &% 条规定了植物品种保护的例

外! 包括 +小农根据本法案保存' 利用' 交换' 分享或出售其

农场生产的受保护品种的农产品! 但在商业营销协议下为再生

产的目的而销售的除外,# 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委员会要考虑培

育' 生长或播种植物的特性! 决定适用例外的条件! 该条还扩

展了小农间种子的交换和出售! 即小农可以为在其自己的土地

上再生产或再栽植而交换或出售种子#

第 )" 条规定建立保护本地培育品种免于被盗用或不公平垄

断的登记制度# 因此! 为着力保护农民的权利不被植物育种者

所侵犯! 坎帕高 ),;OG;9;1* 村坎帕高农民生产与研究联合会

),/Q.0* 决定设立一个登记他们培育的本地水稻品种的社区登

记簿! 以确保这些品种不被包括在新法案中! 以此来保护不被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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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用和不公平垄断! 并声明社区对其遗传资源拥有权利# +经过

一系列的集体会议和集体讨论后! 集体形成了一份社区宣言!

声明在社区内保存的所有水稻品种不受 $植物品种保护法% 管

辖! 为利用' 出售' 保存和与其它农民交换的目的! 农民可以

自由获取这些品种的种子# 本宣言还包括一份自从社区开始植

物育种以来一直在利用! 而且将继续开发利用的水稻品种名称

和种类的清单# 登记内容也包括品种的基本特性鉴定,#

$)%%而

且每一个种植季节都将更新登记条目#

其它在国家层次承认地方' 土著和农民社区权利的提案

还有&

"

津巴布韦政府起草的植物品种保护法! 为与 $生物多样

性公约% 规定的政府义务保持一致! 寻求保护地方社区

和土著居民的创新"

"

泰国 $植物品种保护法案%! 把承认植物育种者培育新品

种的权利与保护农民和地方社区保存及培育的土著品种

结合起来"

"

哥斯达黎加 $生物多样性法 )$((**%! 承认并明确保护

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关于利用生物多样性成分及其相关

知识的实践与创新" 对于已经被社区权利承认的生物多

样性成分或知识! 该法责成主管当局驳回任何主张知识

产权或工业产权的申请#

"

不丹 $生物多样性法 )"##%*%! 反对非法获取传统资源!

保护农民及选育人的权利! 为农民创立关于植物品种的

所有权! 并为不丹农民的利益而方便获取国外改良植物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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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资源#

')( 酌情促进扩大利用当地和适应当地的作物! 品种及未

充分利用的物种)

第 'C"C4项反映了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支持

农场管理和改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优先活动领域 $$

'通过作物生产多样化促进可持续农业和扩大作物多样性(& 优

先活动领域 $" '促进未充分利用作物和物种的开发与商业化(!

特别是优先活动领域 $& '为地方品种和 *多样性丰富+ 的产品

开发新市场()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未充分利用作物对于粮食安全

是必需的! 但植物育种家获得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非常少的

几种作物上了) 并非所有的未充分利用作物都是 *次要的+! 稷

类和木薯 '都包括在 "条约# 的多边系统内( 在大多数地区种

植! 但通常是为了生存的需求和当地市场而种植. 其它作物如

埃塞俄比亚画眉草 '&'()'(#$!#$*+jA::C! 音译为 *苔麸+(! 对

一些特定区域非常重要! 但并没有大面积生产)

为了履行第 'C"C4项的义务! 缔约方需着手应对农业市场

不断增长的一致性 '通常是具有广泛适应性改良新品种的结

果(& 生产活动的集中化& 全球消费者市场的兴起& 传统文化与

消费偏好的改变) 为了给当地和适应当地的未充分利用的作物

和物种提供更好的市场机会与支持政策! 会激励农民继续利用

这些作物和物种! 从而保存生物多样性! 而且也有助于保持有

关管理和利用这些作物和物种的当地知识) 许多当地未充分利

用的植物都有更广泛应用的潜力! 对其进行改良不仅可以为提

高当地收入做出贡献! 而且还可以为粮食安全与农业多样化&

特别是在主要作物种植经济上边缘化的地区做出贡献) "条约#

鼓励现行保存& 研究与开发的实施计划着力促进这些作物和

物种)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为了促进此类作物的广泛利用! 需要培养农民& 当地社区&

科学家和推广专家的能力! 以识别具有不断增长& 可持续利用

潜力的未充分利用作物! 并开展可持续管理实践! 开发收获后

的加工措施! 研究市场营销方法)

最后! "条约# 也承认扩大利用当地和适应当地的作物& 栽

培品种和未充分利用物种并非总是适宜的) 例如! 当最高产或

最可持续的品种是一个广泛适应的引进品种时! 或者当地大宗

粮食需求只是可栽培的主要作物时! 扩大利用地方品种和未充

分利用物种就是不适宜的)

"

未充分利用物种全球促进小组 '5F4-81I;8/;:6865;5612 2̀65

M1=̀ 2J4=KA5686L4J UG4:64>( 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于 "##" 年在

农业研究全球论坛上发起创立的! 目前由国际植物遗传

资源研究所主持! 通过全世界各网络& 组织& 机构等在

不同层次支持和促进各方面的工作! 目的在于强化这些

利益相关者的能力! 并鼓励利益相关者做出开发未充分

利用物种的新承诺)

最初! 该小组集中关注于利用这些植物物种的利益相关者!

其主要活动包括-

"

'利用传统和现代媒体( 提供更易于利用的信息.

"

为讨论提高和促进未充分利用物种利用的概念& 战略和

手段搭建平台.

"

帮助利益相关者获得资金支持.

'<( 应酌情支持在作物的农场管理! 保存及可持续利用中更

广泛利用品种和物种的多样性% 建立植物育种与农业发

展的密切联系% 以减少作物的脆弱性和遗传侵蚀% 促进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

第 'C"CM项反映了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

和 $% 的内容! 并与前几项密切关联)

第 'C"CM项集中关注农场管理& 保存和扩大应用品种和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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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需要) 为了向农民提供更广泛的遗传多样性! 需要开

展促进植物育种并扩大作物遗传基础的研究! 本项更为关注其

在农场的实际利用)

第 'C"CM项也强调需要加强农场管理& 保存及利用与植物育

种和农业发展之间的联系! 需要培育适应当地条件的广泛品种

多样性并分发种子) 在这一点上! 农民将因为拥有广泛的种子

品种和植物材料而在多方面受益! 其中包括-

"

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耕种.

"

应对生产风险.

"

解决虫害与病菌.

"

避免或缩小劳动力瓶颈.

"

适应不同的预算限制.

"

为单调的饮食提供多样性.

"

提供特别的消费项目.

"

满足宗教或传统仪式& 形成声望& 打造社会关系)

但是! 广泛品种多样性的获取会受到各种限制! 如歉收&

不适当的农场储存设施& 缺乏繁殖合格种子的手段& 较差的种

子流通系统等) 这些问题既会发生在本地品种的种子上! 也会

发生在商业化培育品种的种子上) 半国营及商业种子公司有时

也会发生难于供应特别适应当地独特条件品种的种子! 他们也

会经常不能提供所谓 *小作物+ 的种子! 而许多农民又因为高

交易成本和低购买力而依赖于这些种子! 这就需要在农民和地

方社区间加强当地生产和流通众多作物品种种子的能力! 包括

地方品种或农民品种! 以有利于多样化并不断进化的耕作系统)

'(( 审查并酌情调整有关品种释放和种子流通的育种战略

及法规&

种子法规框架旨在提升品种和种子的质量! 从而保护农民

免于种植不符合标准的种子) 种子法通常规定品种测试与释放&

种子认证& 种子质量控制! 这些一起组成了国家种子委员会与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认证管理部门的机构框架) 品种释放制度旨在向农民提供通过

价值评估的品种. 种子认证旨在通过种子流通链控制品种的同

一性与纯度. 种子质量控制旨在检测种子的存活力& 纯度与健

康等质量! 同时也保护有信誉的种子生产者免于不认真严谨同

业者的竞争) 种子法通常并不意图影响植物育种的方向! 但品

种释放制度和种子认证要求对植物育种方法及其相应的品种还

是有重大的间接影响) 育种家倾向于以有利的耕种条件为目标!

以广泛的适应性和品种一致性为结果)

对于种子管理改革而言! 有许多选择) 在植物育种方面!

应该更强调- 分散品种测试! 为特殊的小生境育种! 选择种植

地点& 测试管理和分析更有代表性的农民条件. 在品种规章制

度方面! 相对更简易的登记程序会更有利! 而且应调整品种规

章以确保对公共品种和农民品种的利用不存在偏见和限制! 品

种释放的性能测试应更具有弹性. 在种子质量方面! 应重新审

视标准与特殊耕种条件的关联性! 监督种子质量的责任应更多

地转移给种子生产者和销售者! 同时详细规定公众监督与强制

执行机制)

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情况不同! 第 'C"C9特别提到此类调

整应酌情实施)

第 > 条!国家承诺与国际合作

>21!每一缔约方应酌情将第 6 条和第 = 条提及的活动纳入

其农业及乡村发展政策和计划%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的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直接或通过粮农组织

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与其他缔约方合作&

第 )C$ 款规定了缔约方的基本义务! 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了

表述-

$N把第 ? 条和第 ' 条强调的义务纳入国家农业及农村发展

政策和计划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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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国际层次上与缔约方开展合作& 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义务)

第一层次的义务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 I 项和第 $#

条;项相对应! 要求把生物多样性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纳入相

关部门或跨部门的计划& 实施方案与政策中! 而且要纳入国家

决策) 在本条中规定的义务更加详细! 进一步明确了在第 ? 条

和第 ' 条中已经规定的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特别计

划活动与政策) 与其它条款相比! 本条的用语是强调性的! 但

通过 *酌情+ 这一修饰语! 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弹性)

本条承认第 ? 条和第 ' 条中规定的活动对于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是基础性的! 只有把他们纳入

更广泛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与实施计划中才能得到完全落实)

既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活动! 包括农业& 环境和发展部

门的公立与私人科研机构和公司& 非政府组织& 社区和个人!

则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实施计划框架内整合现有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活动! 可以在一国内为强化类似多方面的努力提供

机会)

关于第二层次的义务! 要求缔约方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互相开展合作) 合作可以是直接

的! 如通过双边或区域性实施计划或网络. 也可以通过粮农组

织间接合作! 例如粮农组织赞助的实施计划或活动! 包括粮食

与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资助的实施计划与活动. 还可以通过其

他的有关国际组织! 如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或其他的国际

农研中心! 或者在非原生境收集方面通过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

基金进行国际合作)

但不要把两个层次的义务视为是孤立的) 国家的政策与实

施计划! 可以促进获取植物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其所产

生利益方面的国际合作. 相应地! 国际合作也可以为各国实施

活动提供必要支撑! 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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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活动和区域以及全球层次的活动之间! 有效的国家计划提

供了一个链接)

>23!国际合作应特别致力于$

本款强调了应特别关注的一些国际合作领域! 而且要与第

)C$ 款的基本义务联系起来理解) 国际合作应致力于优先活动领

域的列举! 以及整个第 )C" 款的用语! 基本上都是从 "国际约

定# 第 ' 条吸收来的) 本款规定的国际合作也包括区域合作)

'&( 建立或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的能力)

本项涉及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 不像 "生物多样性公

约# 对经济转型国家予以特别对待! 在整个 "条约# 中! 经济

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受到同样的特别考虑) 建立和加强国

家能力是 "全球行动计划# 的一项基本目标)

'7( 加强国际活动% 促进保存! 评价! 编目! 遗传改良!

植物育种! 种子繁殖) 并按照第四部分分享! 获取!

交换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信息和技术)

本项涉及加强关于保存& 利用与交换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等各方面国际活动的国际合作! 并特别提及通过 "条约#

第四部分创立的多边系统! 分享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及其

相关信息和技术)

给出一份详尽的所有现行国际合作计划及其活动是不可能

的! 但对其中一些给予特别关注是应该的! 其中- 第一组是粮

农组织及其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支持的活动. 第二组是

现在正由国际农研中心执行的活动. 第三组是关于特殊植物遗

传资源的各种网络 '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两组相交叉(. 第四组是

由单个国家或一组国家执行的双边或区域行动计划! 所有这些

活动都来自于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而且在滚动式 "全球行

动计划# 下执行. 第五组是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设立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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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金支持的非原生境收集活动. 第六组是农业研究全球论坛

'-/0.( 正在动员农业发展研究科技共同体和所有利益相关者

共同开展的工作! 以应对新挑战! 并充分利用影响农业研究的

深度挑战所带来的新机遇! 农业研究全球论坛也支持众多利益

相关者农业发展研究全球分享前景 '-81I;8UF;=4J _6>612 62

0.<(! 通过次区域及区域论坛在全球层次集中研究! 以促进众

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农业发展研究! 创新研究合作关系! 方便农

业发展研究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

'.( 保持并加强第五部分规定的机制安排)

"条约# 第五部分涉及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的支持成分! 其中包括-

"全球行动计划# '第 $& 条(.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

集品 '第 $? 条(.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网络 '第 $' 条(.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 '第 $) 条()

第 )C"C:项承认- "条约# 第五部分提出的机制安排! 独立

于 "条约# 而存在! 并在 "条约# 中得到确认. 如果没有缔约

方支持该机制安排! "条约# 的目标就无法得到实现)

专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YBQW' 与传统知识 &[i'

与其他国际组织一起合作!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讨论关于

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 遗传资源'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民间艺

术* 等之间相互影响的国际政策提供了一个论坛! 并试图制订

一套实用工具! 旨在强化这些知识' 资源和表现形式持有者的

知识产权利益#

近年来! 提出的与知识产权制度有关的重要问题有&

"

农业遗传资源!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获取遗传资源与

利益分享, 概念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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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知识! 无论是否与农业遗传资源相关"

"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民间艺术*#

例如! 第三方擅自利用传统知识! 这一问题备受关注! 如

娱乐业和时装业未经授权利用传统设计' 歌曲和舞蹈等创作出

作品! 而该作品却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而且! 传统知识的持有者表示! 如果其传统知识为更广泛

的大众所获取! 就需要详细地告知他们有关知识产权可能影响

的信息# 例如! 采用他们传统知识中的某一种特有成分申请为

知识产权! 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时应予以告知#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负责促进知识产权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民间艺术* 领域已经

工作了 %# 多年! 通常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近来还开始

考虑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

特别是 $((* V$(((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咨询了范围十分广

泛的利益相关者! 如土著居民' 当地社区' 民间社会组织' 政

府代表' 学者' 科研人员和私人部门代表! 以确定知识产权需

求和传统知识持有者的期望#

"### 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同意设立一个特别

的政府间机构! 讨论关于传统知识' 遗传资源和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 )民间艺术* 的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 传

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 )B-,* 在日内瓦召开了几

次会议# "##$ 年 & 月的会议一开始就指出! 委员会在工作过程

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主题可能包括下列事项引起的知识产权问题&

"

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

"

传统知识保护! 无论是否与上述遗传资源相关"

"

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保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包括与其他国际组

织的合作! 也包括和世界范围内与传统知识相关的能力建设活

动组织的合作! 如出版案例研究! 配合地方' 国家及区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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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 专项研讨会和咨询会等#

'/( 实施第 1? 条的供资战略&

第 $* 条规定了一项供资战略! 其目标是 *为开展本 "条

约# 规定的活动而增加资金的数量! 提高资金透明度& 效率及

效益+) 对供资战略的进一步分析可参阅第 $* 条的评述! 第

)C"CJ项所述义务以更普通的方式重述了第 $*C$ 款用语) 在第

$*C$ 款中缔约方承诺根据第 $* 条为实施 "条约# 而联合或几方

共同落实供资战略! 第 )C"CJ 项则强调落实供资战略时要加强

国际合作)

第 ? 条!技术援助

各缔约方同意通过双边或有关国际组织促进向缔约方# 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 以
促进本 !条约" 的实施(

最近环境与发展条约方面的一个奠基石就是规定提供资金

和技术援助条款! 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需求并支持其实施

条约) 技术援助或技术合作! 旨在向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和组织

转让技艺& 技术或操作方法! 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派遣有关技术

人员& 在捐赠国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提供技术的获取等多

种方式) 除能力建设外! 技术援助还有其它的目标! 近期目标

包括方便资源流动及其监控! 最终目标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产

出和收入) 在这一点上! 能力开发是技术援助的中间目标)

技术援助是发展援助的一项重要因素! 它有助于发展中

国家-

"

识别& 形成并实施项目.

"

提高政府及执行部门的机构能力.

"

形成开发战略.

"

促进并参与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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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在 "条约# 的背景内! 本条与第 )C"C;项相联系! 承认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遗传资源问题的贡献是不同的! 它们解

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也有很大差别) 因此! 要鼓励缔

约方提供资金& 技术及其它技术性援助! 特别是要帮助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实施 "条约#) 本条的用语并非等同于提供

技术援助是一项实际义务! 仅仅是促进提供技术援助! 可以双

边提供技术援助! 也可以通过粮农组织& 全球环境基金或国际

农研中心提供技术援助)

例如! 以陆地活动为基础保护海洋环境全球行动计划交换

所机制! 利用国际互联网分散化的能力! 提供一站式方法! 促

进众多组织所持有的相关信息和数据的公告& 发现& 获取& 传

播和利用等)

与上一条一样! 经济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受到同样的

对待)

专栏 *!粮农组织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

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 商定文本的外交大会作出了第 %

号决议! 承认在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

球系统内! 需要寻求解决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突出问题! 这为

再次协商 $国际约定% 提供了更大的推动力# 究竟什么是全球

系统1 全球系统由哪些部分组成1

全球系统由下列部分组成&

"

一系列的国际协议及其它法律文件! 包括$国际约定% 和

现在的$条约% ! $全球行动计划% 和有关的$世界植物

遗传资源国家报告% ! 以及一系列的关于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各个方面的行为指南! 包括& $植物遗传资源

收集与交换行为指南% ' $基因库标准与指南% 和$生物

技术行为守则初步草案% 等#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一系列的全球机制! 包括作物及专题网络! 非原生境收

集品保存国际网' 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

预警系统#

"

监督与协调发展全球系统的全球政府间机制! 即原粮农

组织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现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

资源委员会! 及其政府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技术

工作组#

全球系统的目标是通过提供利益分享与义务承担的弹性框

架! 确保植物遗传资源的安全保存! 并促进其获取及可持续

利用#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第三部分

农民的权利

第 @ 条!农民的权利

第一次在 "国际约定# 中引入农民权利的概念是粮农组织

大会 &+*( 号决议! 该决议是 "国际约定# 的一份商定解释!

$)&%

并在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该概念源自

于粮农组织 $()( 年开始的讨论! 一些国家发现因农民而生的利

益不对称问题! 即农民几个世纪努力培育和选育的农民品种!

对现代农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相对来说! 商业品种的生产者

以这些农民品种为基础进行特性鉴定! 只是做出了一点点贡献!

却收获了农民品种产生的巨额利益) 农民权利被视为奖赏农民

及其社区过去的贡献! 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保存与改良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且允许他们通过促进利用植物遗传资源&

植物育种及其他科技方法来分享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利益)

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根据概念的实质基础& 权利主

体& 权利客体对农民权利做出了定义! 在最重要的段落定义如

下- *农民权利! 即源自于农民! 特别是在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

中心的农民! 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 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

资源方面的贡献! 这些权利应授予作为现在和将来几代农民受

托人的国际共同体! 以确保所有农民的全部利益为目的! 并支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尽管 $'# 多个国家一致同意通过了该决议! 但应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

家完全同意农民权利的概念和商定解释中规定的农民权利原则! 因为许多国家在当

初拒绝遵守 "国际约定#)



持农民继续做出贡献! 同时实现 "国际约定# 的所有目标+) 通

过宣布农民权利应授予国际共同体! 决议试图把农民权利从补

偿个人创新的& 个体农民的权利中区分出来. 粮农组织大会 %+

($ 号决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 指出 *00将通过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基金来落实农民权利! 该基金将支持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和利用计划! 特别是但不限于发展中国家+)

如同在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中指出的! 实现农民权利

的需要是重新谈判 "国际约定# 的重要议题之一! 该决议也启

动了 "条约# 的谈判) 实现农民权利的需要在其它许多国际文

件中也得到了确认-

"

""$ 世纪议程# '$(("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通过( 第 $&C'# 款 ';( 项指出! 相应的联合国机构和

区域组织应 *强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与可

持续利用的全球系统! 00从而进一步实现农民权利+)

"

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 商定文本的内罗毕会议 % 号决

议把实现农民权利作为进一步谈判的重要议题! 当然

"生物多样性公约# 本身并没有明确提及农民权利)

"

"全球行动计划# 在原生境保存的背景下! 包括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层次实现农民权利! 并作为计划的一项长期

目标做出了规定 '第 %" 段()

"

$(((年 '月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 "食物权利# 研究报告!

强调农民权利应作为食物权利的一部分而予以促进! 特别

是由于 *我们未来的食物供应及其可持续性! 依赖于这些

权利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人权委员会! $(((()

$)?%

在 "条约# 谈判期间! 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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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问题之一是- 虽然概念的原则已经广为接受! 但权利的

实质内容及其相关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模糊不清和不成熟)

在历史上! 农民权利对不同的人也意味着不同的意义! 对一些

人而言! 是与农民对其培育材料要求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相关

联的. 对另一些人而言! 农民权利是限制知识产权侵犯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一种方法.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 农民权利

更是一场政治运动! 旨在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活

动有利于小农及传统农民. 而另一些人则关注在大会 ?+(* 号决

议中的用语 *将权利授予国际共同体+! 认为这暗示着农民本身

被完全剥夺了权利)

在 "条约# 谈判期间! 这些事项花费了大量的谈判时间!

主要集中在与农民本身更为直接相关的 *一揽子权利+) "条

约# 第 ( 条中在第 $ 款重述了农民权利的广泛原则! 紧接着第 "

款;到:项确认了这些权利! 在第 (C" 款的最后文本中! 农民权

利的概念与原来 " 2国际约定3 商定解释# 所设计的概念已经

完全不同了! 而是更加关注农民可以在国内法律范围内享受的

权利) 明确 *一揽子权利+ 的各个构成部分! 也使农民权利的

概念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c项的规定更加一致)

@21!各缔约方承认世界各地区的当地社区和农民以及土著

社区和农民% 尤其是原产地中心和作物多样性中心的

农民% 对构成全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

资源的保存及开发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的巨大

贡献&

在第 (C$ 款中! 缔约方承认农民! 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和作

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 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和开发植物遗

传资源方面的巨大贡献! 以及其对现代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根本

重要性) 在本条中并没有把这些贡献与农民权利直接联系起来!

但本条标题即为 *农民权利+! 当然也就与农民权利有固有的联

系) 在序言中同样的用语是更直接与农民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本款内容是遵循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 "商定解释# 的

第 % 点! 但在 "国际约定# 的附件中只是提及了 *农民+! 而本

款却提及 *当地社区以及土著社区和世界各地区的农民+! 这清

楚地表明各缔约方进一步承认- 在创造和保存对社会有价值的

知识方面! 土著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所发挥的作用) 这一独特的

规定也会影响各国选择把当地社区和土著社区从农民中分离出

来! 作为一个独特的阶层对待! 尽管在许多情形中土著居民就

是农民)

还应注意本款只是一个承认的声明! 并没有创造任何类型

的法律义务! 但本款为后续的实质条款提供了重要的原则)

专栏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 Q̀W_* 是一个政府间组织! 总

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其使命是提供并促进植物品种有效保护体

系! 目的在于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鼓励植物新品种的开发# 国

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是由$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所设立

的!

$)'% 该公约 $('$ 年在巴黎通过! $()"' $()*' $(($ 年分别

进行修正! 其宗旨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植物新品种#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

)$* 保护方式(每一个成员国可以承认育种者的权利! 授

予其专门保护权或专利权# 但如果国家法律对上述两

种方式都提供保护! 则对同一植物属或种只能提供其

中一种保护方式#

)"* 品种范围(一旦加入公约! 则每一成员国应至少在公

约附件所提及的五个属种内实施公约的规定" 随后在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 $" 月 " 日(! "美国国际条约及其

它国际协议# ' C̀UC[C( 第 ")#% 辑第 %% 号! "联合国条约汇编# ' C̀PC[CUC( 第

*( 辑第 *$? 号!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于日内瓦

修订)



三年内再增加至少两个属种! 并在六年内至少增加到

& 个属种# 加入后八年内! 成员国应将附件所列的所

有属种都适用公约的规定#

)%* 保护范围(新品种有性或无性材料的生产' 市场销售'

提供出售都必须事先得到育种者的授权# 但允许为研

究的目的而利用新品种#

)&* 保护期限(藤本植物' 果树及其根茎! 保护期为 $*

年" 其它植物为 $? 年#

)?* 保护条件(公约提供保护的品种应该是& );* 新颖的"

)I* 特异的" ):* 同质的" )J* 稳定的#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

)$* 保护属+种的数量(一开始应至少适用 ? 个属或种! %

年内至少 $# 个! ' 年内至少 $* 个! * 年内至少 "& 个#

如果成员国遭受 +经济或生态的特殊条件,! 可以对

上述义务申请例外#

)"* 保护条件(允许保护的品种应是& );* 新颖的" )I*

明显区别于任何其它已知的品种" ):* 充分一致的"

)J* 基本特性稳定 )第 ' 条*# 这暗示植物品种甚至

是在被 +发现, 时就可以受到保护! 不像专利通常不

会授予发现物#

)%* 保护的属性(为第 "C$ 款添加了一项例外! 一国如果

已经提供了双重保护! 只要 +就该事实报告公约秘书

长,! 即允许其延续原来的做法# 而且! 对于已经采用

专利法保护植物品种的国家! 允许采用其专利法规定

的专利标准及其保护期限#

)&* 育种者权利的范围(在第 ?C$ 款清楚地说明! 有性或

无性繁殖材料的新品种! 只要以商业销售为目的之生

产' 提供出售和市场销售! 都将受到权利的控制# 根

据第 ?C% 款规定! +利用品种作为变异来源而产生的其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它品种或这些品种的销售, 无须育种者授权" 但是!

+若为另一品种的商业生产重复使用该品种,! 则必须

获得育种者的授权# 虽然在公约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

育种者的权利限制为商业销售目的之生产! 可以解释

为在实践上是允许农民再次种植和交换农场保存的

种子#

)?* 保护公共利益(第 ( 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可以限制育种

者的绝对权利!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

文本示范法对此提供了三种可能解释& 为开发该品种

而由权利持有者授予自愿许可" 权利许可" 强制许可#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

)$* 品种范围(已经是公约成员国的! 有五年的转换期!

五年期满后公约应完全覆盖所有植物品种# 但公约的

新成员在加入时必需保护 $? 个属或种! 并在 $# 年内

适用所有属和种#

)"* 育种者享有权利的属性($(($ 年文本与 $()* 年文本相

比! 在授予育种者权利的属性上有显著差别! 第 $& 条

定义了 & 个方面& );* 繁殖材料" ) I* 收获材料"

):* 某一其它产品 )下文将述及*" )J* 实质性派生

品种 )T<_>*# 育种者在繁殖材料方面的权利包括&

生产或繁殖" 为繁殖而进行的种子处理" 提供销售"

出售或其它市场销售" 出口" 进口" 任何用于上述目

的之存储# 而繁殖材料在 $(($ 年文本中则包括 +可用

于生产新植物的植株部分! 如种子,! 植物中可用于消

费或播种的某些部分# 特别重要的是 +为繁殖而进行

的种子处理,! 意在通过监督农场生产和利用收获材料

来强化育种者的权利# 通过扩展到利用了受保护植物

品种的收获材料及收获材料的产品! 育种者的权利进

一步得到强化#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依赖性派生品种($(($ 年文本包括依赖性派生品种!

通常被认为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一项最重要

变化#

)&* 例外($(($ 年文本第 $? 条包括两类植物育种者权利的

限制性例外# 第一类! 即强制性例外 )第 $?C$ 款*!

包括& );* 私人的非商业性活动" )I* 试验性活动"

):* 为培育其它品种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 但该种活

动不应导致依赖性派生品种的产品# 本例外中的 +研

究例外, 比 $()* 年文本限制更加严格# 第二类! 选择

性例外 )第 $?C" 款*! 包括与 +农场保存种子, 或

+农民特权, 相关的活动! 根据第 $?C" 款的规定! 各

缔约方在合理的范围内! 并在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的

条件下! 仍可对任何品种的品种权予以限制! 以便农

民在自己土地上为繁殖之目的! 而使用在其土地上种

植保护品种所收获的种子#

)?* 合同许可与公共利益($(($ 年文本允许为保护公共利

益而限制育种者行使权利 )第 $) 条*! 但不像 $()* 年

文本为合同许可提供了三种选择! $(($ 年文本示范法

只提供了两种选择& 自愿许可或强制性许可#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员国 )截至 "##& 年 ' 月 %#

日*

! 及最近成员国加入公约法案$))%

阿根廷 $()* 年文本 立陶宛 $(($ 年文本

澳大利亚 $(($ 年文本 墨西哥 $()* 年文本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截至 "#$# 年 $# 月 %$ 日! 又有土耳其加入 $(($ 年文本) ,,,译者注

阿塞拜疆& 哥斯达黎加& 埃及& 格鲁吉亚& 洪都拉斯& 冰岛& 印度& 约

旦& 哈萨克斯坦& 摩洛哥& 塞尔维亚& 黑山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前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越南& 津巴布韦! 欧洲共同体和非洲知识产

权组织! 都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委员会启动了成为联盟成员的程序) 许多其

它非成员国现在也有保护植物品种的法律! 或立法之前的草案)



奥地利 $(($ 年文本 荷兰 $(($ 年文本$)*%

白俄罗斯 $(($ 年文本 新西兰 $()* 年文本

比利时$)(%

$('$+$()" 年文本 尼加拉瓜 $()* 年文本

波利维亚 $()* 年文本 挪威 $()* 年文本

巴西 $()* 年文本 巴拿马 $()* 年文本

保加利亚 $(($ 年文本 巴拉圭 $()* 年文本

加拿大 $()* 年文本 波兰 $(($ 年文本

智利 $()* 年文本 葡萄牙 $()* 年文本

中国 $()* 年文本$*#% 朝鲜 $(($ 年文本

哥伦比亚 $()* 年文本 摩尔多瓦 $(($ 年文本

克罗地亚 $(($ 年本 罗马尼亚 $(($ 年文本

捷克共和国 $(($ 年文本 俄罗斯联邦 $(($ 年文本

丹麦$*$%

$(($ 年文本 新加坡 $(($ 年文本

厄瓜多尔 $()* 年文本 斯洛伐克 $()* 年文本

爱沙尼亚 $(($ 年文本 斯洛文尼亚 $(($ 年文本

芬兰 $(($ 年文本 南非 $()* 年文本

法国$*"%

$()* 年文本 西班牙$*%%

$('$+$()" 年文

本

德国 $(($ 年文本 瑞典 $(($ 年文本

匈牙利 $(($ 年文本 瑞士 $()* 年文本

爱尔兰 $()* 年文本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 年文本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

$*#%

$*$%

$*"%

$*%%

为在欧洲的王国而批准)

根据 $()* 年文本第 %& 条 " 款通知)

声明 $()* 年文本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声明 $('$ 年公约& $()" 年附加文本& $()* 年文本和 $(($ 年文本不适用

于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

声明 $()* 年文本适用于法兰西共和国! 包括海外行政区和海外领地)

声明 $('$ 年公约和 $()" 年文本附件适用于整个西班牙领域)



以色列 $(($ 年文本 突尼斯 $(($ 年文本

意大利 $()* 年文本 乌克兰 $()* 年文本

日本 $(($ 年文本 英国 $(($ 年文本

肯尼亚 $()* 年文本 美国 $(($ 年文本$*&%

吉尔吉斯

斯坦

$(($ 年文本 乌拉圭 $()* 年文本

拉脱维亚 $(($ 年文本

@23!各缔约方同意落实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

农民权利的责任在于各国政府& 各缔约方应酌情根据

其需要和重点% 并依其国家法律% 采取措施保护和加

强农民的权利% 其中包括$

第 (C" 款清楚地表明! 依据 "条约# 规定! 实现农民权利

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如上所述! 这与 "商定解释# 相比是一项

重大变化! "商定解释# 强调农民权利的全球特性! 为实现农民

权利! 国际共同体应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粮农组织大会 &+*( 和

%+($ 号决议规定农民权利应通过一项 *国际基金+ 来实施) 而

在 "条约# 中! 农民权利的全球性因素在第 $% 条关于多边系统

的利益分享& 第 $* 条财务机制中比在第 ( 条中有更多的反映)

在第 (C" 款中! 鼓励每一缔约方 *酌情根据需要和重点!

并依其国家法律+ 采取措施保护和加强农民权利! 这些限制性

短语是本款规定内容的核心) 关于采取保护和加强农民权利措

施的决定! 各国政府应根据本国的需要与重点! 并依其本国法

律酌情做出! 各国政府不是必须采取措施! 但通过用语 *应

'>F1A8J(+ 来鼓励在适当的时间和地域采取措施) 因此! 本款 ;

项到:项规定的实施措施更多地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判断! 根据

本国的重点并依照本国法律衡量哪些是适合本国的! 这样保护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根据 $(($ 年文本第 %? 条 " 款提出保留)



和加强农民权利的种类和范围在国家之间就可能会大不相同)

农民权利在国家层次的核心内容在;项到:项中表述为保护

传统知识& 参与利益分享& 参与国家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决策) 但是! 一定要注意;项到:项仅仅是各种农民权利

要素的说明! 并没有穷尽实现农民权利的所有形式)

'&( 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

第 (C"C;项鼓励保护 *传统知识+ 的措施) 根据 "条约# 既

定的宗旨和范围! 受保护传统知识的类型限制在 *与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 在这一点上! 就比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条c项规定的范围要窄! "生物多样性公约# 规定了更为广泛

的生物资源. 但在另一方面! 却不像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条c

项所规定的! 传统知识仅限于 *土著和当地社区具体表达其传统

生活方式+ 的知识. 相对而言! "条约# 规定的范围更宽! 在

"条约# 中传统知识是指农民的传统知识! 农民或许会与土著和

当地社区相重叠! 但却不一定就是土著和当地社区) 在 "条约#

中! 传统知识保护的事项主要是指可用于开发的知识! 因此就纳

入了农民品种 '地方品种( 及某些相关知识 '如栽培实践()

各缔约国选择何种方式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

关的传统知识! 留给相关缔约方自主决定! 但建立自成一体的

农民品种保护制度! 是实现农民权利的可能方式之一)

$*?% 该问

题在文献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但在实际实施此类保护上! 几

乎未取得任何进展) 实际上! 建立自成一体的制度会引起复杂

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 在理论方面! 还不清楚在知识产权

制度下保护农民品种! 是可能影响农民品种的保存! 还是可能

激励育种活动. 实践上! 任何保护制度! 都可能危及在地方品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

关于本问题! 可参见 ,;=81>EC,1==4;! ,-$!("#+('$.*/0-1*0*"$2$!(" (+

32'0*'#45!).$#2$$.*62$!("217*8*1! 9(%$. :*"$'*! "###! Y1=̂629Q;G4=k*N

参见 9**;!") 9(1%$!("#! <(1%0*=! ,-$!("#+('62$!("2172>#?(8*'"!") @AA*##$(

2"; :("$'(1#,8*'?*"*$!A5*#(%'A*#! [F4,=A:6I84-=1AG! B<.,! "##"N



种内促进遗传多样性的真正传统实践. 也不清楚! 这些保护是

否会有助于强化社区及传统农民对其资源拥有权利的目标) 可

能非知识产权方法保护农民品种更为合适) 例如可以通过 *非

法占有+ 制度! 不授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排除第三方利用的

知识产权! 而是更关注于任何对其知识的误用或滥用) 当然何

种情况才构成滥用或非法占有! 需要对这些制度的术语做出定

义)

$*)% 在此背景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YBQW( 及其知识产

权与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审查了

各国通过传统的知识产权机制! 以及自成一体的传统知识保护

制度基础来保护传统知识的实践)

$**%

'7( 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

的利益的权利)

作为农民权利的目标之一! 粮农组织 ?+*( 号决议引入了农

民参与 *利益分享+ 的概念)

$*(% 在 "条约# 第四部分! 缔约方

同意在多边系统内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

的利益! 应该主要流向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农民! 特别是要重点流向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

农民)

$(#% 如何分享这些利益是应该由 "条约# 管理机构决定的

问题! 尽管第 $%C" 款特别指出了一些机制!

$($% 并表明利益分享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

$(#%

$($%

关于此建议! 参见,;=81>,1==4;- [=;J65612;8i21H84J94;2J B254884:5A;8Q=1GK

4=5S- B>>A4>;2J 1G5612>>A==1A2J6295F4G=154:5612 1M5=;J65612;8̂ 21H84J94! 0<6>:A>>612

Q;G4=:1OO6>>6124J IS5F4fA;̂4=̀ 2654J P;5612>WMM6:4-4243;! H65F M62;2:6;8;>>6>5;2:4

M=1O5F4.1:̂4M4884=/1A2J;5612! -4243;! P134OI4="##$N

参见.4G1=512 5F4.4364H1MTX6>5629B254884:5A;8Q=1G4=5SQ=154:5612 1M[=;J6K

5612;8i21H84J94! YBQW+-.[i/+&+)! P134OI4="##"! ;2J T84O425>1M;9%!?*"*'!#US>K

54OM1=5F4Q=154:5612 1M[=;J65612;8i21H84J94! YBQW+-.[i/+&+*! U4G54OI4="##"N

* ':( 允许各区域的农民及其社区& 国家通过植物育种和其它科技方法!

充分参与分享当前及将来源自促进植物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利益)+

第 $%C% 款)

信息交换& 技术获取和转让& 能力建设& 商业化利益的分享)



必须考虑 "全球行动计划# 的优先活动领域)

但对于第 (C"CI 项的理解! 在国家层次为实现农民权利而

践行其义务! 必须与一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相联系) 当然!

不论是通过开发农民保存与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能力

的计划! 还是通过第 $% 条提出的其它方式! 一国政府在其国内

分配多边体系产生的利益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为确保农

民得到源自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利益的合理份

额! 一国政府应采取何种其它措施呢/

就已经列入多边系统的材料 '即受缔约方管理和控制以及

公有领域的& 附件一所列的植物遗传资源( 而言! 第 $% 条所建

立的利益分享机制看起来好像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 在多边系

统下收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申请的国家! 并没有在第 $"

条& 第 $% 条规定的多边系统条件之外! 另行被授权可以根据第

( 条的规定强加补偿农民的双边要求) 但在发现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原生境条件的大多数地方! 除在国家公园或其它公有

土地上发现的之外! 根据某些国家的法律会发现这些资源是该

土地所有者的财产! 或至少是属于该土地所有者的附随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材料就不在缔约方的完全管理和控制之

下$("%

!只有相关所有者同意! 这些材料才能纳入多边系统) 如

果要达到此目的! 相关的问题就是一国政府能够向农民提供何

种激励! 才能让农民把他们的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而

且! 各国政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 包括参与能力建设计划&

参与式植物育种! 以及下文将要述及的其它方式)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这些被占有的材料是否被认为是为此目的而相对于 *生物资源+ 的 *遗

传资源+! 取决于所适用的国家法律! 以及目前正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下谈判的

结果) 在这方面! 应注意拉丁美洲的最近立法的可能影响! 该立法宣布遗传资源是

国家 *遗产 'G;5=6O12S(+ 的一部分! 依赖于对 *遗产+ 的解释 '即是更接近于国

家财产的概念! 还是更接近国家主权的概念(! 此立法的影响可能会把所有的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即使是在农民的土地上发现的! 都纳入多边系统)



'.( 参与在国家一级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

持续利用有关事项决策的权利&

比较贫穷的农民! 最显著的是女性农民! 他们经常被排除

在各种层次! 特别是国家层次的决策程序之外) 在植物遗传资

源保存与管理方面! 他们的实际贡献和创新没有得到承认. 在

国家政策中! 他们的特别需要及优先权利也没有予以充分体现)

近年来! 开发了参与式农村评估和其它类似的参与工具及技术!

并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得到适用! 而且还需要另外努力! 确保

在遗传资源保存与利用中这些方法对性别的敏感度)

根据第 (C"C:项规定! *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

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 在国家层次上的 *参与决策权+ 是农民

权利的组成部分之一! 该权利暗示在国家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制订国家政策及管理决策时农民有发言权! 应根据第 (C"

款首段的规定! *酌情+ 并根据 *国家法律+ 予以承认! 如上

所述! 这意味着一国政府应考虑决定此类权利程度的范围) 确

保当地社区& 土著社区与农业社区参与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的决策! 在各类论坛也一直受到关注)

$(%%

!

一些国家的法律开始采纳这些原则) 在菲律宾! "土著人权

利法# 广泛承认了社区权利. 一些国家通过的关于获取的立法!

也规定了与收集遗传资源有关的参与形式! 如根据菲律宾 "&)

号行政命令$(&%

! 在知情同意程序上必须考虑土著和当地社区的

权利)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参见5F4<=;M5̀ P<4:8;=;5612 12 5F4.69F5>1MB2J69421A>Q41G84>J43481G4J IS

Y1=̂629-=1AG 12 B2J69421A>Q1GA8;5612>N'"##) 年 ( 月 $% 日! 联合国第 $#) 次全体会

议通过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译者注(

$((? 年 ? 月签发 "&) 号行政命令- *建立关于为科研& 商业及其它目的而

开发生物& 遗传资源及其副产品与衍生物的规范框架+) 政府通过的 "野生动植物

资源保存与保护法# '共和国 ($&) 号法案( 中采纳了该行政命令的内容! 包含了获

取国家生物与遗传资源的规定! 替代了 "&) 号行政命令的条款)



其它不必要规定在国家立法中的机制! 也可以确保农民实

际参与国家层次的决策) 例如把农民或生产者组织纳入国家植物

遗传资源委员会等重要的决策机构! 或处理新品种登记的委员会

等其它关于植物遗传资源决策的机构)

$(?%

农民参与决策权利的实现! 本质上取决于当地社区& 土著

社区& 农业社区与一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 这方面还要考虑

广泛的情形) 但无论如何! "条约# 正式承认农民权利! 是朝重

新确认农民和社区的参与决策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些决策

必然事关他们希望保持的各种耕作制度! 而这些耕作制度是其

文化和生活方式整体中的一部分)

@24!本条款绝不得解释为限制农民根据国家法律酌情保

存! 利用! 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的

任何权利&

关于保存& 出售和交换种子的农民权利! 一直是一个引起

争议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 农民应该不受关于种子利用与流

通的各种限制! 这也包括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品种! 但这种观

点并不被其他人所接受.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 农民无限制地利

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材料! 会侵蚀对商业育种的激励! 并会对

未来的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在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中!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反映! 含蓄地承认了农民再

利用农场保存种子的权利. 而在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中! 则扩大了育种者权利的范围! 但规定各个缔约

国应根据其国家立法! 允许农民再利用在自己土地上收获的&

受植物育种者权利保护的农场保存种子)

$('%

因此! 本款是作为一种妥协方案提出来的! 在修订 "国际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

如加拿大! 其农业研究委员会& 国家植物与微生物遗传资源委员会以及

各类品种登记委员会中都有生产者组织的代表)

参见本部分之下的 *受保护品种+)



约定# 的背景下! 寻求正面承认某些与保存& 利用及交换有关

农民权利的一方! 与认为 "条约# 会限制育种者权利& 从而致

使不符合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规定的另一

方之间寻求妥协)

在这一方面! 商定文本是中立的! 但本款并不构成要求保

存& 利用及交换种子权利的充分法律基础! 同时本款并不限制

各国政府可能采纳的选择! 商定文本并没有明显地排除国家法

律 '包括植物育种者权利及种子法规( 承认农民关于保存& 利

用及交换种子或繁殖材料的权利. 当然在种子或繁殖材料受到

植物育种者权利保护的情形下! 或要求对种子交易进行管理的

情形下! 也没有禁止国家法律限制或排除这些权利)

根据现在的争论! 必须按相关种质材料的类型进行清楚地

区分-

"

农民品种$ 毫无疑问! 农民可以利用& 交换& 出售或以

其它方式处理其自己培育的品种! 不受第三方知识产权

的支配) 实际上! 除极个别的品种外! 大多数农民品种

'地方品种( 目前都被排除在知识产权系统之外) 因此!

培育了这些品种的农民! 不能被阻止任何与这些品种有

关的行为. 同时! 他们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利阻止其他人

利用或繁殖这些品种) 而这些正是提议实施自成一体的

保护以解决的问题)

"

农民自己的农产品$ 农民可自由出售& 交换或分享他们

的农产品! 无论是得自其自己的品种! 还是产自受知识

产权保护的品种 '除非该权利被与种子销售商约定的合

同义务所剥夺() 虽然农民在法律上已经享有出售农产品

的权力! 但承认处置 *农场产品+ 的权利! 正如印度

"植物育种者权利法# 草案所提议的! 并不意味着对农民

的任何让步)

"

受保护品种$ 为繁殖目的出售或以其它形式流通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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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种子又受到第三方持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时! 情形

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历史上! 国家保护植物育种者权

利的立法! 倾向于允许农民使用在自己农场保存的& 受

知识产权保护的种子 '即农民特权$()%

(! 尽管在没有植

物育种者权利持有者同意的情况下! 这些立法通常禁止

做进一步的繁殖)

*农民特权+ 的范围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中是不同的) "保护

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对此未作规定! 但其第

?C$ 款被解释为暗示允许农民再种植和交换受保护品种的种

子! 只是为商业销售目的之生产应事先征得育种者的同意)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修订本则扩大了植物

育种者权利的范围! 禁止未经授权生产或繁殖所有受保护

的品种. 同时! 明确规定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允许对育种者

权利的非强制性例外) 根据第 $?C" 款规定! 每一缔约国可

以在合理的范围内! 并在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的条件下!

仍可对任何品种的品种权予以限制! 以便农民在自己土地

上为繁殖之目的! 而使用在其土地上种植的受保护品种所

收获的产品)

自从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始! 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法律都开始倾向于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农

民特权的范围) 欧洲共同体 "植物品种权条例# ',1A2:68

.49A8;5612 T,P1C"$##+(&( 限制对某些品种的 *农民例

外+! 如再种植受保护的种子要向植物育种者支付 *公平报

酬+. 巴西 $(() 年 (&?' 号法律规定! 此种例外不适用于甘

蔗) 农民特权只能使小农受益! 在非商业的基础上向其他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农民特权+ 这一术语是一种习惯用法! 该术语本身在 "保护植物新品种

国际公约# $(($ 年文本中并不存在! 而是仅指育种者权利的非强制性例外 '第 $?C"

款()



小农提供或交换种子的小农受益)

总之! 植物育种者权利为农民保存种子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

空间! 但近来的立法倾向却是限制获得执行此种实践的

空间)

可以调和知识产权与农民保存& 出售和交换受知识产权保

护材料的权利的一些选择! 或许正如如下所述! 都在实际执行

中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

根据其产量& 土地面积& 相关品种等! 可以区分再种植

受保护材料的不同农民群体! 尽管这种决定在实践基础

上是很难做出的) 因此! 广泛的农民例外可能会被授予

*以生存为主的农民+ 或 *小农+! 因为每个种植季节不

能获取新的种子或者是没有资金! 他们习惯上就是再次

利用种子. 而在商业领域的大规模种植农民可能会被适

用更严格的规定)

"

在同一社区内与邻居之内以及农耕社区间进行种子交换

的例外)

"

允许某些作为繁殖材料的种子的销售! 如在农民传统市

场区域内的销售)

专栏 $#!粮农组织支持下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国际网络

$国际约定% 第 ) 条规定! 建立一个国家' 区域和国际中心

共同构成的国际网络! 包括粮农组织支持或管辖的基因库中基

本收集品的国际网络! 该网络承担的职责是! 为了国际共同体

的利益并基于无限制交换的原则! 而持有这些特殊植物品种的

基础或流动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

$(*( 年! 由于一些国家和国际的非原生境收集品的法律地

位不清晰!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0* 倡

议开发粮农组织支持下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国际网络#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还决定! 把各国与植物遗传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源理事会 )B7Q-.* 根据协议收集的基础和流动非原生境收集

品网络纳入 +国际网络,#

$((& 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 $" 个中心与粮农组织签署

了协议! 把其大多数收集品 )大约 ?# 万份* 纳入了国际网络#

通过这些协议! 各中心承认 +粮农组织及其粮食和农业遗传资

源委员会在确定国际网络政策方面政府间的权威,! 还同意是为

+国际共同体的利益受托, 持有指定的种质资源! 并且 +对指定

的种质资源及其信息不要求所有权或寻求知识产权,# 由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科特迪瓦三国政府持有的国际椰子遗传资源网的

区域收集品! 也于 $((* 年 $# 月通过签署协议纳入国际网络# 这

些协议有效期为 & 年! 除非任何一方另有决定! 否则自动延续!

$((* 年' "##" 年分别自动延续#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 并请各个国

际农研中心向其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会议汇报# 粮食和农业遗传

资源委员会表明协议只是提供一种临时解决方案! 一直到完成

$国际约定% 的修订! 还指出 +本协议的最终形式取决于 $国

际约定% 修订的谈判结果! 根据其结果相应地修订本协议,#

根据 $条约% 第 $? 条的规定! 缔约方承认国际农研中心持

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对 $条约% 的重要性! 要求各个国际农研

中心与 $条约% 管理机构签署协议! 把其收集品纳入 $条约%

管辖范围! 并列举了协议中应包含的术语及条件! 一旦签署新

的协议! 就将替代临时 +托管, 协议#

!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

"##' 年 ' 月份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 "条约# 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 批准了

管理机构与各国际农研中心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之间的协定草案! 并于 "##' 年下半

年与各国际农研中心签订协议! 具体文本可参见 "条约# 管理机构文件- [+-7R$+

#'+.4G1=5N,,,译者注



第四部分

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第 1A 条!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如前所述! 鉴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特殊特性! "条

约# 的谈判者更多地关注于建立一个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协

调一致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多边系统! 以不再需要确定

原产地国家或分别就个案协商获取条件! 而是在多边的基础上

确定方便获取遗传资源的商定作物清单 '规定于附件一(! 并由

缔约方根据 "条约# 分享利益)

建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多边系统的潜在原因有很多)

如前所述! 维持作物物种内的高水平遗传多样性对于保持产量

稳定& 作物抗病能力以及适应其它环境挑战是必要的. 植物育

种者! 包括传统农民! 需要更容易地获取广泛的遗传多样性!

以便培育可以应对上述挑战的改良品种. 从这些作物的原产地

中心与多样性中心获取遗传资源更为重要! 作物经常在其原产

地中心之外长势更好! 因为在原产地中心之外可以免受其自然

病原体及寄生虫的危害! 但一旦爆发同样的病虫害! 就必须回

到原产地中心去寻找抗性基因) 例如! 爆发于 $( 世纪 %# 年代的

著名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 就不得不回到南美洲的原产地中心

去寻找霜霉病疫抗性基因)

这种需要并非是单向的! 所有国家和地区为确保粮食安全!

在植物遗传资源方面! 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各国特别是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不能单纯依靠双边协议获

取他们需要的植物遗传多样性! 因双边协议无法应对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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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需求! 而且签订纯粹双边协议的成本也太高) 既然

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需求! 那么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

建立一个多边基础上的获取和利益分享系统)

为满足这些需求! 第 $# 条创立了 '指定作物清单内的( 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信息的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

系统)

1A21!各缔约方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 承认各国对本国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 包括承认决定获

取这些资源的权力隶属于各国政府% 并符合本国

法律&

1A23!各缔约方在行使其主权时% 同意建立一个高效! 透

明的多边系统% 以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 并在互补和相互加强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分享

因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利益&

在这两款以及序言中! 缔约方特别声称他们对其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 在创立多边系统的同时他们要行使

主权)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和一国政府决定这些

资源获取的权力! 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核心概念! 因此这

两款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联系! 明确 "条约# 创立的多边

系统是完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一致的) 实际上 "条约#

第 $? 条确立的规则! 即多边系统下管理获取和利益分享及其它

事项确实是在遵循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对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的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致力于创造条件! 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

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 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

目标的限制)

和第$?C& 款规定-

取得经批准后! 应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并遵照本条的

规定进行)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以及$?C? 款规定-

遗传资源的取得须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知情

同意! 除非该缔约国另有决定)

通过成为 "条约# 的缔约方! 缔约国即在多边的层次上表

示共同同意) 当缔约方间交换多边系统涵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时! 获取与利益分享的条件! 作为方便获取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一种手段! 事先知情同意已经在多边的基础

上做出了)

除了宣称缔约方的主权! 第 $#C" 款还规定了多边系统的

范围)

首先! 多边系统服务于双重目标! 即-

"

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

公平合理地分享因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利益)

其次! 这两个目标必须 *在互补和相互加强的基础上+ 才

能实现) 同样地! 对于缔约方而言! 如果促进了提供获取的多

边系统却没有利益分享! 或者是分享利益了却没有提供获取!

都是不符合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规定的) 另外! 方便获取与

利益分享在理论上应该是相互加强的)

最后! 第 $#C" 款还规定必须以 *高效& 透明+ 的方式实现

多边系统的目标! 至少是在部分上指多边系统的体制结构! 这

和以前的提议一样! 包括早在 $(($ 年 ' 月挪威奥斯陆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对话基础系列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作为 *植物遗

传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开发全球公开行动+ 的一部分由参会方提

出的提议)

第 11 条!多边系统的范围

第 $# 条创立了多边系统! 第 $$ 条则规定了多边系统的范

围) 经过许多争论! 最终同意 "条约# 范围在总体上是指 *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见第 % 条(! 因此多边系统只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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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根据各国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及其对粮

食安全的重要程度选择出来的特定作物清单) 这部分上是因为

一些国家想在多边系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之前! 观察一下在

有限的多边系统下利益是如何流动& 分配的! 当然也因为有一

些国家想要限制多边系统的适用! 以便利用双边协议进行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

1121!为促进第 1 条规定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

存和可持续利用% 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因其利用而产

生的利益% 多边系统应包含附件一中按粮食安全和

相互依存两个标准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本款指出多边系统将涵盖附件一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

本款还指出附件一的清单是 *按粮食安全和相互依存两个

标准列出的+! 这反映了清单组成的一个历史上的声明! 尽管各

国也在其它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但实际上第一份清单草案

是根据作物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程度提出来的) 当

然! 作为一项历史上的声明! 其用语的法律意义是有限的) "条

约# 制订了作物清单! 该清单决定一个作物是否在多边系统的

范围之内! 但进一步详细阐述制订清单的基础对解释清单& 特

别是未来考虑修订清单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第 "% 条& 第 "& 条

规定的内容 '对条约内容及其附件的修正( 必须在管理机构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通过) 用语 *按粮食安全和相互依存两个

标准列出的+ 确定了将来可能或应该列入清单的作物的标准)

同样! 本款的用语 '为促进第 $ 条规定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 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

的利益( 不但给出了清单如何组成的说明以及解释工具! 而且

还为将来的修订提供了标准! 并为推进新的作物加入清单提供

了良好基础)

确定清单的一个标准是 *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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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 对该术语有定义! 在引入 "全球行动计划# 中声明

应在 *个人& 家庭& 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层次考虑粮食安全!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

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

食物喜好时! 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第 $ 段(. 更特别的是! 目

标 "C% 指出粮食供应应该 *安全! 00适当并足以满足人们的

能量和营养需要+)

根据这一商定的定义! 不仅应该在全球的层次上考虑粮食

安全! 还应该在区域和当地的层次上予以考虑) 例如! 许多小

作物! 在区域层次上或当地层次上却是人们的大宗作物! 如

"条约# 附件一包括的芋头& 椰子& 山药和草香豌豆等! 因此是

否是重要的大宗作物只能针对特定的区域而言) 关于 *粮食安

全+ 的标准! 附件一也考虑了定性的因素! 大宗作物可以提供

氨基酸& 稀有油脂& 维生素& 矿物质及任何通过杀菌或驱虫特

性有助于消化和维持健康的营养要素! 这种定性方法暗示着包

括大多数的水果& 坚果以及调味香菜& 香辛调料) 然而! 粮食

安全依赖于更广泛的植物物种! 并可容纳于任何易于管理的清

单! 这一点已经广为承认)

附件一是专家小组和技术研讨会等论坛的专家大量科技投

入的结果) 当然! 在最初的区域谈判中! 一些专家认为多边系

统只需要 ' 种作物! 而另外一些专家则努力争取把 &## 多种作物

纳入多边系统) 当清单快要取得 *协商一致+ 时! 从 ' 种作物

开始的谈判! 由于各国确信需要包括更多的作物! 包括国际农

业研究磋商组织感兴趣的许多作物! 多边系统大幅度地扩大了

范围) 最终! 缔约方同意附件一包括大约 &# 种作物&

$(*%

"( 种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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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精确统计所包括的作物数量! 附件一所列的清单有 %? 项! 但其中一

些项如 *芸苔类+ 包括许多不同的作物) 另外! 某一作物又被从该总项中排除在

外! 如 *玉米+)



饲草 '见附件一() 不过! 大豆& 花生& 油棕& 亚麻& 甘蔗& 西

红柿以及大多数热带饲草都被排除在多边系统之外! 木薯& 玉

米& 马铃薯和菜豆育种者所使用的基因源 '9424G118( 中的某些

物种也被排除在系统之外) 而且! 清单并不包括工业作物如茶

叶和咖啡! 所有这些作物都在多边系统之外)

除了纳入哪些作物的问题! 谈判者还面临在操作上如何定

义每一种作物的相关问题! 以使缔约方和其他参与者在一定精

度上知道哪些作物落入附件一的范围) 小麦毫无疑问是包括在

多边系统内的! 但精确地说 *小麦 'HF4;5(+ 到底是指什么/

专家组对这些作物及其它问题 '如哪一属种的饲草对粮食安全

最为重要( 提供了科学信息) 最后! 谈判者列出了包括明确种

或属的作物! 并在特别的种或属例外时予以注明) 当然! 有的

是基于政治标准! 有的是基于科学标准)

在某些情况下! 谈判者决定排除与某一作物有关的特有物

种! 而此时被排除的物种却被认为是育种者会利用或想要获取

的基因源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有两个例子就是蔓生野菜豆

'GF;>418A>G18S;25FA>( 和富利亚薯 '>18;2AOGFA=4c;() 木薯则

界定为仅包括O;26F154>:A8425;! 因此现在用于提高蛋白质含量

以及改良抗病特性的野生近缘种都被排除在多边系统之外) 而

且有些定义是简单而模糊的! 如 *小麦+ 包括在附件一之内!

但却定义为 *小麦属等 '5=656:AO! 45;8C(+! *等 '45;8C(+ 意

思就是不明确的) 增加或排除附件一中的作物应由管理机构协

商一致做出! 将来清单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取决于各国最

初运行多边系统的实践! 尤其是取决于各国认为在多边系统下

产生的真实利益到底有多少)

重要的是在定义多边系统范围时! 第 $$ 条并没有明确区分

"条约# 生效前持有的材料和生效后获得的材料! 对于 "生物多

样性公约# 生效前和生效后收集的材料也是同等对待的) 在这

一方面! "条约# 第 $$ 条只是根据 "内罗毕最后议定书# 的要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求! 针对附件一包括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作物! 意图解

决并非 *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获取的+ 非原生境收集品的

地位) 其它方面将在第 $? 条中解释)

除了实质内容! 在反映生物技术状况和因时间而发生的知

识变化等某些方面! 附件一的文本也是不清楚的) 例如! "条

约# 只是隐含着承认这一事实! 关于哪些应包括在同一个特定

作物基因库中! 分类学家和育种者之间是存在分歧的) 随着分

类学对特定基因进化构成的理解! 多边系统中的材料是将扩充!

还是会收缩! 这还是有疑问的) 如果管理机构自己不想成为分

类学权威而承担这些棘手且花费巨大的任务! 缔约方及国际农

研中心在什么基础上确定那些有疑问的分类或材料! 是纳入多

边系统! 还是排除在多边系统之外/ 实际一点说! 有些材料目

前还被认为是包括在附件一之内的! 但随着分类学实践的发展

可能会脱离于清单之列! 对此 "条约# 又如何处理/

1123!根据第 1121 的规定% 多边系统应包括受缔约方管理

和控制以及公共持有的附件一列出的所有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 为了使多边系统尽可能地覆盖全

面% 各缔约方请所有其他持有附件一中列出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有者将这些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1124!各缔约方还同意采取适当措施% 鼓励在其管辖下持

有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自然人和

法人将这些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1125!在本 "条约# 生效后两年内% 本 "条约# 的管理机

构 '以下简称 *管理机构+( 应评估第 1124 提及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的进展情况&

在此评估以后% 管理机构将决定是继续为第 1124 提

及的! 尚未将这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

边系统的自然人和法人提供方便获取% 还是采取其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认为适当的其它措施&

开始时许多谈判者是想把所有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都纳入多边系统! 并非只是在公共管理和控制之下以及公

有领域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谈判者认为这样做更为简

单! 而且从多边系统中获取材料不再需要协商材料转让协议!

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如果这样做! 多边系统下的义务就需要

通过国家政策或法律予以强化! 但许多国家认为必须把缔约方

的义务限制在其控制之下有履行能力的材料! 以及自愿纳入多

边系统的材料! 附属于从多边系统获得材料的义务应通过某种

合同性文件予以传递) 最终! 在谈判中后一种观点获胜) 而一

旦同意采取第 $%C"CJ项 '66( 规定的合同方式! 多边系统仅限

于公共管理和控制以及公有领域的材料也就成为必然) 实际上!

许多国家感觉到! 在法律上! 他们只能接受其管理和控制以及

公有领域的& 或者其持有者自愿纳入多边系统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受合同条件所约束. 他们认为! 在其管辖权内宣称

处理属于个体自然人或法人财产权利的所有材料! 这是在剥夺

这些权利人的某些权利内容)

第 $$C" 款声明多边系统包括 *受缔约方管理和控制以及公

共领域的附件一列出的所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在此应

注意的是! 根据第一次 "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大约

**Z的全球非原生境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实际上是

保存在国家收集品中的)

受缔约方 *管理和控制+ 这一措辞既是一项事实条件! 也

是一项法律条件) 如果收集品实际上是由缔约方管理和控制!

那么就符合这一条件. 另一方面! 如果收集品是由私人企业管

理和控制的! 国家对其并没有任何控制! 就不符合这一条件)

在实施联邦体制的国家这一点更为重要! 这些国家的基因库是

在州或省的控制下的. 有些国家设立的基因库是作为政府直接

控制之外的一个公共机构! 在此类国家中! 表面上好像不包括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这些收集品! 涵括这些收集品的制度扩张需要相关机构的同意)

"条约# 第 $$C% 款对此作出了规定)

*公有领域+

! 这一措辞是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术语! 是指公

共财产! 或者是知识产权法上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材料) 根据

此处的上下文关系! 很明显 *公有领域+ 是指后一种意思) 当

然这并不是说多边系统不包括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材料) 受知识

产权保护的材料的持有者可以根据第 $$C" 款的规定自愿将其纳

入多边系统! 但这些材料不能被自动纳入多边系统的范围之内)

因此! 多边系统本质上仅适用于缔约方政府管理与控制和

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植株& 种子& 插条等! 这会排除所有州政

府& 公共 '非政府( 机构和私人持有的植物遗传资源! 以及任

何主张知识产权的材料) 既然尊重收集品中材料的知识产权!

许多代表认为这些附加的限制是不必要的) 但这种限制是为衡

平以下四个方面-

"

第一! 邀请所有附件一中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持有者! 将其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目的是使多

边系统尽可能地全面覆盖 '第 $$C" 款(

$((%

.

"

第二! 缔约方同意采取措施! 鼓励在其管辖下的自然人

和法人! 将其持有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第 $$C% 款(.

"

第三! 内置了一项审查! 在本 "条约# 生效后两年内!

由管理机构评估自然人和法人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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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GAI86:J1O;62! "条约# 中文正式文本第 $$C" 款中译为 *公共持有+! 但翻

译为 *公有领域+ 更准确) ,,,译者注

第 $$C" 款提及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所有其他持有

者+! 也能适用于非缔约方国家的持有者吗/ 原则上看好像不能适用! 因为本款是在

缔约方之间规定多边系统的范围) 在同样背景下! 第二句好像完善了多边系统的概

念) 无论如何! 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有者! 没有被禁止可以按

多边系统同样的条件提供其材料) 相反! 不在缔约方管辖下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其持有者单方面的自愿行动! 对非缔约方并不会形成任何权利或义务)



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的进展情况 '第 $$C& 款(.

"

第四! 要求管理机构在评估后 '根据第 $(C" 款( 决定是

否继续为尚未将这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

系统的自然人和法人提供方便获取 '第 $$C& 款()

评估的规定以及可能无法享受多边体系利益的威胁! 意在

鼓励半官方和私人收集品的持有者! 如州政府& 大学和独立研

究机构& 私人收集者等! 自愿把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

入多边系统)

1126!多边系统还包括按第 1621;的规定由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小组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国际农研

中心+( 持有的附件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以及按第 1626 的规定其他国

际机构持有的! 附件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条约# 第 $?C$ 款承认国际农研中心作为国际共同体持有

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 以及其它国际机构持有的

非原生境收集品对 "条约# 的重要性) 根据第 $? 条的规定! 本

款将这些机构收集的& 附件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纳入多边系统) 在这一层关系上! 应注意第 $$C" 款设立的标准

不适用于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当然!

在实践上! 托管收集品中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不在任何

缔约方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托管收集品通常也不包括具有知识

产权的材料! 尽管他们可能会包括具有知识产权的材料)

本款还规定! 多边系统包括与管理机构签订协议的其他国

际机构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对此的解释将在第 $?C? 款中

说明)

对于附件一所列出的植物遗传资源! 其获取和利益分享应

遵循 "条约# 的规定 '第 $"& $% 条(. 未列入附件一并在 "条

约# 生效前收集的植物遗传资源! 应根据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组织之间的协定按照现有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规定提供)

$$##%

!

国际农研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及其持有收集品的地位! 将

在第 $? 条中详细解释)

第 13 条!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

获取

!!决定谈判修订 "国际约定# 的粮农组织大会 )+(% 号决议指

出! *粮农组织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同意! 获取植物

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 "条约# 的重要作用! 就是

要使所有包括在多边系统内的作物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获取更加容易 '迅速获取或程序化(! 其用语是 *方便的+ 获

取! 本条详细规定这种方便获取的形式)

这些条款的谈判是很艰难的) 一方面! 需要在获取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性与利益分享之间求得平衡. 另一方

面! 许多代表要求确保方便获取应限制在为粮食和农业研究&

育种和培训目的上! 无论如何不应扩展到化学& 药用或其它非

食用 '饲用( 工业用途) 在确保获取程序设计确实方便& 快捷

且无需跟踪单份收集品的需要! 与确保多边系统下的义务可以

传递到其他接受者! 并可对违反义务的接受者予以强制执行的

需要之间! 这一谈判也是有一些紧张的) 最终! 高于一切的需

求确保达成的方便获取条件清晰& 明确! 而且避免了 "国际约

定# 中的一些模糊规定)

$$#$%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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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条约# 第 $?C$C;项和 I项) '根据管理机构第二届会议的审议结果!

各国际农研中心已经采用增加解释性脚注 "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分发未列入附件

一并在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植物遗传资源! 从而避免需要两个 "标准材料转让协

定# 版本) ,,,译者注(

参见,Q-.RTX$+(&+?N



!!1321!各缔约方同意按第 11 条的规定% 多边系统内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应遵循本 "条约#

的规定&

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应 *遵循本 "条约# 的规定+!

这一声明强调了 "条约# 设立体制的特殊特性! 即这些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应遵循 "条约# 设定的条件! 其

本身也是在多边基础上对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要求的完

善! 这样或许可以认为不需要逐项地确定 *共同商定条件+ 或

*事先知情同意+- "条约# 设定的条件本身就是在多边基础上

的共同商定条件! 并构成了事先知情同意) 本款还隐含着关于

多边系统下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规定不应割裂

开来! 而是要考虑到 "条约# 的所有相关规定! 当然也包括第

$% 条关于利益分享的规定)

1323!各缔约方同意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或其它适当措施%

通过多边系统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

为此% 也应向任何缔约方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或法

人提供这种获取机会% 但须遵循第 1125 款的规定&

本款特别强调法律措施! 暗示某些国家 '并非所有国家(

需要新制订或修订法律法规! 以向其他缔约方及任何缔约方管

辖范围内的自然人或法人提供方便获取) 这意味着要向处于缔

约方辖区内的个人! 以及在其辖区内成立并运转的具有 *法人

资格+ 的机构和组织! 如私人公司& 民间社团组织等提供获取)

如上所述! 为自然人和法人提供的方便获取! 取决于管理机构

对其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如私人基因库中的材料( 纳

入多边系统进展情况的评估)

应注意本条并没有规定禁止缔约方向 "条约# 的非缔约方

提供获取) 另外! 即使管理机构根据第 $$C& 款的规定决定不再

向私人和企业提供方便获取! 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不向他们提供

任何获取! 但 "条约# 的含意却是此类获取肯定不再是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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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必再遵循其条件)

提及向其他缔约方以及任何缔约方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或

法人提供方便获取! 也会引起解释上的问题! 例如! 是否多边

系统下国内获取材料也要遵循第 $"C% 款的获取条件以及第 $% 条

规定的利益分享安排) 当然! 国际交换! 即一国的个人向另一

国的基因库提出获取请求! 毫无疑问是要按多边系统的规定获

取和分享利益的) 但如果一国的自然人向本国的基因库请求方

便获取材料! 如何处理呢/ 还有国际农研中心的研究人员从同

一中心的基因库获取附件一的材料! 又如何对待/

通常! 国际条约管辖的是缔约方之间的关系! 除非特殊条

款清楚地作出规定! 否则在缔约方与其国民之间并不设立任何

权利与义务) 在本条约中! 第 $"C" 款要求向 *任何+ 缔约方管

辖范围内的自然人或法人提供方便获取! 即包括提供获取的缔

约方管辖范围内自然人和法人! 但并没有对 *任何其它+ 缔约

方管辖范围内自然人或法人的获取权利进行限制) 根据 "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 的规定! 条约 *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

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 善意解释之+)

$$#"% 除了

本款的文字意义之外! 如果把国内获取交易解释为不属于多边

系统可能会造成 "条约# 的一项 *漏洞+! 而该漏洞可能会有

损于第 $ 条中设立的 "条约# 之宗旨! 这一特别情形仍可能引

起激烈争议) 如果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接受者在 "条约#

框架外从本国的基因库中获取附件一所列出的材料! 然后向其

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或自己的子公司出口获取的材料! 这

样就会免于承担多边系统的所有义务! 那么很快多边系统就会

难以运转)

尽管如上所述! 但关于国内转让仍然不清楚! 不同的缔约

方还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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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农研中心研究人员使用同一中心基因库材料的问

题! 也是不明确的) "条约# 的宗旨会有助于解决这些在多边系

统下获得材料的利用问题! 但是在第 $"C" 款的用语中并没有明

确支持此种解释) 在此种情况下! 该份收集品并不是由某一单

独实体获得! 而是由国际农研中心获得的! 尽管是为国际共同

体而 *受托持有+ 这些材料! 缔约方和国际农研中心在实践中

如何实施这些规定仍值得注意. 同样! 这也将适用于一国的植

物育种者利用本国政府基因库的材料)

根据 "条约#! 只要另一缔约方及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自然

人或法人! 或者是国际农研中心! 以及根据第 $? 条与管理机构

签署协议的其他国际机构! 要求提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缔约方就有义务在多边系统下提供! 而且此时应遵循 "条约#

规定的方便获取条件) 如上所述! 这并不排除缔约方在其它情

形下授权获取其它材料! 也不排除缔约方在同样的条件下申请

其它材料) 在实践中! 为了对所有的交换者都适用同样的条件!

交换各方及国际机构可能会决定根据第 $"C% 款和第 $"C& 款的方

便获取条件提供所有材料! 这样就既简化了对获取的管理! 也

最大化地分享了多边系统的利益) 如果要获取尽可能广泛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这种方法就应该受到鼓励)

1324!应按照如下条件提供这种获取机会$

本款规定的商定条件共有八项! 适用于多边系统下的 *方

便获取+! 在第 ( 条对农民权利的解释中已经述及! 问题是这些

条件是排他性的! 还是可以另外加入新的条件/ 当然! 根据第

$"N$ 款的用语! 关于 "条约# 之外的条件是被排除在外的!

即多边系统下方便获取的协议必须与 "条约# 保持一致) 尽管

作为一项总的原则! "条约# 是在多边而非双边基础上分享多边

系统的利益的!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但相关的其它条件! 如农

民参与公平分享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产生的利益的条

件! 则需要由缔约方自己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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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 ;项到 F 项详细规定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提供& 在何

种情形下可以合法地拒绝获取! 对于多边系统的运转是至关重

要的) 总之! 这些规定承认对获取材料可以适用知识产权以及

其它权利! 要求缔约方不仅提供遗传材料! 而且还要提供相关

说明性的& 非专有的信息! 包括收集品的历史信息)

但应注意本款各项对实践中的一些执行关键点尚未作出规

定! 这需要管理机构予以解决)

'&( 只为粮食和农业研究! 育种和培训而利用及保存提供

获取机会% 但其不包括化学! 药用或其它非食用 '饲

用( 工业用途& 如系多用途 '食用和非食用( 作物%

其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应作为是否将其纳入多边系统

和可否提供方便获取机会的决定因素&

各方同意! 通过多边系统提供的材料只能用于粮食和农业

*研究& 育种和培训而利用及保存+ 之目的! 因此应注意是材料

的利用! 而不是材料本身决定是否适用多边系统! 这一点对多

用途作物更具有实质意义) 第 $"C%C;项清晰地表明化学& 药用

及其它非食用 '饲用( 工业用途被排除在多边系统的方便获取

之外! 因此! 为此类目的而寻求获取遗传材料需要另外协商)

然而! 第 $"C%C;项用语并没有排除为这些特殊利用订立其它协

议! 或者覆盖此类用途的区域协议! 这意味着多边系统下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有者! 可以为 "条约# 不鼓励的目的

'包括工业用途( 而提供材料! 但并不能自动适用多边系统提供

的优惠条件)

第 $"C%C;项没有明确允许! 也没有认可农民直接用于栽培

目的之获取) 但是很清楚! 谈判者不想让基因库与种子或繁殖

材料在农民间的常规流通相竞争! 而直接利用的获取肯定被认

为是超出了常规范畴) 例如! 为开发某一特别细分市场需要一

份收集品且无需进一步培育 '如彩色马铃薯(! 以及该作物本身

就是无需为后续选育而在农民田地里培育 '如干豆( 或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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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 这些情形就是农民直接用于栽培目的的获取) 第 $"C%C;

项并没有明确为直接利用或扩繁而提供方便获取! 这种漏洞或

许可以解释为有意从多边系统的方便获取范畴中不排除此种利

用! 但这又不仅仅只是对国际农研中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前! 根据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托管协议! 适

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允许此种目的的获取) 依据与粮农组织

的托管协议! 采纳临时 "材料转让协定# 用于国际农研中心时!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其第九届例会 '"##" 年( 上同意

了如下的脚注-

只要遵循 !材料转让协定" 设定的其它条件# 则并不

禁止接受者为直接向农民或消费者栽培提供材料的目的而

发放材料$

一个可能的解释! 既不违反第 $"C%C;项的本意! 也不违反

"条约# 的宗旨! 就是栽培目的之直接利用并不是需要方便获取

的利用) 此解释并不禁止为直接用于栽培而发放材料! 这与

"条约# 的宗旨相一致! 又为相关机构履行其托管权所必需. 随

着基因库为日趋面临威胁的农场用材料提供安全保存! 这种情

形的发生将会越来越多)

第 $"C%C;项的最后一句有点棘手! 该句规定 *如系多用途

'食用和非食用( 作物! 其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应作为是否将其

纳入多边系统和可否提供方便获取机会的决定因素+) 很奇怪这

一句放在这里而不是在第 $$C$ 款! 既然该款是解决多边系统的

范围而不是方便获取的条件) 实际上! 这一句好像是在规定界

于 *获取条件+ 和 *范围+ 的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容) 或许本规

定中最重要的单词是 *决定因素+! 这一单词引起了一个问题-

*谁来决定一个特殊的多用途作物应该属于多边系统/+ 如果这

一决定是在确定附件一所包括的作物时做出的! 那么该决定就

是由缔约方协商一致以学院式模式做出的. 另一方面! 如果决

定是在讨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请求时做出的! 那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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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就是主要由提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缔约方! 根据

请求的具体情况做出的) 从第 $"C%C;项的上下文来看! 好像意

在把此决定留给提供样品的缔约方和提出申请的缔约方 '其自

然人与法人( 商讨后做出! 本项规定是以包括在附件一中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为先决条件的! 其最后一句并不想以任

何方式扩大其清单! 因此这一句要看做是对第一句规定的强化)

'7( 应迅速提供获取机会% 无需跟踪单份收集品% 并应无

偿提供) 如收取费用% 则不得超过所涉及的最低成本)

第 $"C%CI项试图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维持快速获取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来确保多边系统的高效运行)

迅速提供获取的要求无需说明! 但有一点应指出! 即不能

迅速提供获取时必须以合理的方式做出解释) 例如! 在基因库

用尽材料& 不得不在兑现供给承诺前扩繁该材料时! 只要该迟

延是合理的! 就自然不违反迅速提供获取!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

而不能提供样品时也不属于违反规定)

关于 *无需跟踪单份收集品+ 的特别声明! 需要解释的是!

许多谈判者期望多边系统内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都

应自动纳入! 没有必要跟踪单份收集品或规定任何形式的 "材

料转让协定#! 这样就会通过国家立法而强化多边系统的义务!

没有必要通过植物遗传资源持有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来

执行) 由于后来在谈判中决定只是包括缔约方管理和控制的材

料! 以及自动纳入系统的其它材料! 并采纳 "材料转让协定#

作为规定义务的载体! 这一特别要求的意义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 采用 "材料转让协定# 就意味着单份转让被自

动记录下来! 随后的转让也需要采用 "材料转让协定#) 很显

然! 此种要求意味着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有者不需要

跟踪被获取材料的所有后续转让! 但一旦 *事后+ 需要时! 即

生产的某一种产品整合了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 以及可能或

真正发生有关后续接受者不遵守获取条件的争议时! 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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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转让协定# *追踪+ 任何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

关于无偿 '免费( 提供获取的要求! 总体上承认可以收取

管理费! 但不应超出所涉及的最低成本或构成隐性获取费)

'.( 在提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时% 应按照适用的法

律% 同时提供全部现有基本信息以及其他任何现有的

有关非机密性说明信息)

第 $"C%C:项特别指出除了提供种质资源外! 还应提供何种

类型的信息)

基本信息 '"&--"+#0/&0&($ 这是描述并证明特定材料的基

本数据! 通常包括收集材料的识别号码或由捐献者或收集者指

定的其它标志 '在美国系统中则为植物引进号码(! 属& 亚属以

及其它分类学描述符! 品种名称或当地名称! 生物学状况等!

栽培种或野生种! 提供国家或国际收集品! 收集时的地理位置&

日期以及收集者身份等数据) 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

究所的描述符清单中列出了最低基本信息要求! 可以从国际植

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网站上获得! 当然这将在以后通过标准 "材

料转让协定# 时做出详细说明)

其它相关的应提供信息通常包括特性鉴定信息& 评估数据!

这些已经在本书第 ?C$C4项中做出了解释)

但因为提供所有相关说明性信息成本较高且花费时间! 这

一义务的范围或许要取决于起草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中的

条件和定义! 还需要解决如何发布这些信息的问题! 如是否在

国际互联网上提供信息查询就足够了/

关于其它应提供的相关信息! 第 $"C%C:项规定条件为 *应

按照适用的法律+ 提供! 这是暗指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 特别

是在特性评估数据方面与版权和商业秘密相关的信息)

应注意在第 $%C"C;项中更为广泛地规定了信息交流! 尽管

在单份收集品背景下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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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者不得以从多边系统获得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或其遗传部分或成分的形态% 提出限制其方便

获取的任何知识产权和其它权利的要求)

第 $"C%CJ项中知识产权的规定! 是 "条约# 谈判中最受争

议的几个要点之一) 在谈判期间! 所有国家都同意知识产权!

如专利和植物育种者权利! 不应适用于仍处于从多边系统收到

时形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在粮农组织与国际农研中

心之间的托管协议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在决定知识产权可能在

何种范围内适用于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时! 第 $"C%CJ 项至关

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 第 $"C%CJ项规定有一些模糊之处! 给不

同的解释留下了空间) 这主要是三个原则性问题-

'$( 限制方便获取的知识产权和其它权利00

本规定禁止接受者主张 *限制方便获取的知识产权和其它

权利+) 知识产权是指任何类型的知识产权! 主要包括专利& 育

种者权利和商业秘密. 其它权利包括对收到的样品主张所有权)

为此目的! 在 "条约# 中没有定义 *方便获取+! 但有一

点是清楚的! 即方便获取是缔约国根据第 $" 条规定! 自己同意

提供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获取的类型) 第

$"C%C;项指出 *只为粮食和农业研究& 育种和培训而利用及保

存+ 提供方便获取! 因此第 $"C%CJ项好像并不禁止接受者对收

到的材料提出含有植物育种者例外的植物育种者权利和专利!

因为这并不产生限制为上述目的而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的后果)

当然! 对从多边系统收到而且没有任何后续改良的材料主

张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部门一般都会裁定驳回) 而且! 谈判者

似乎不太可能有意允许接受者! 以其从多边系统收到材料的形

态寻求附有研究例外的植物育种者权利或专利! 这也不符合以

前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根据受托协议使用 "材料转让协定#

的实践) 综合上述观点! 这是一个希望管理机构澄清的问题!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或许在通过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时会解决)

$$#%%

从本句的结构上! 似乎此类禁止并不反对以从多边系统收

到时的形态! 对材料主张知识产权或其它权利. 而是反对以从

多边系统收到时的形态! 主张限制方便获取材料的知识产权或

其它权利)

$$#&%

!如果这是正确的解释! 那就暗示着! 如果后果是

限制其他人方便获取已经获取的原始材料! 就不得对该材料或

源自该材料的后续产品提出知识产权) 通常! 知识产权并不限

制此类获取)

但是! 本句的意思确实有些不明确! 许多评论者认为本句

的规定! 只是意味着接受者不能以从多边系统收到时形态的材

料主张知识产权)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条约# 第 " 条给出了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和

*遗传材料+ 的定义) 但并没有定义 *遗传部分或成分+! 虽然

此术语不清楚! 但可能会包括在获取材料中发现的基因或基因

中的任何部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第 $"C%CJ 项的用语就意味着! 不得对

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以其收到时的形态申请知识产权! 如果

该知识产权限制方便获取原来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或

者是不得对其基因以及基因中的任何部分申请知识产权)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

根据 "条约# 第 $"C& 款的规定! 管理机构通过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应特别包括第 $"C% 'J( 项的规定)

从阅读上很难解释本句话的规定) *限制方便获取+ 似乎既修饰 *知识产

权+! 也修饰 *其它权利+. 即使 *6254884:5A;8G=1G4=5S+ 被解释为就是 *6254884:5A;8

G=1G4=5S=69F5>+! 而且是独立的! 但修饰语 *限制方便获取+ 也肯定是由 *其它+ 这

一词汇的使用引起的) ' "条约# 第 $"C%CJ项英文文本为- .4:6G6425>>F;88215:8;6O

;2S6254884:5A;8G=1G4=5S1=15F4==69F5>5F;586O655F4M;:6865;54J ;::4>>515F4G8;25942456:=4K

>1A=:4>M1=M11J ;2J ;9=6:A85A=;8! 1=5F46=942456:G;=5>1M:1OG12425>! 62 5F4M1=O=4:4634J

M=1O5F4EA8568;54=;8US>54ON,,,译者注(



!! '%( *以收到时的形态+

*以收到时的形态+ 明显是指从多边系统收到材料时不得对

材料申请知识产权! 因为解释上认为这会限制其他人对该材料

的方便获取. 如果对源自该材料的产品申请知识产权的后果!

是限制以收到时的形态获取这些原始材料& 基因及其任何部分!

那么也不得对源自该材料的产品申请知识产权)

这些问题被认为应该在知识产权法及其实践中解决! 正如

同在相关的国际协议及国内法律上所反映的) 各国可能会在将

来适当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是在其知识产权体系内以其

各自的能力解决! 或者是在管理机构或其他相关的国际论坛内

共同解决) 同时! 第 $"C%CJ项用语的模糊性! 特别是 *以收到

时的形态+ 一词! 致使许多发达国家在通过 "条约# 时强调他

们的理解! 即第 $"C%CJ项之规定并没有在任何方式上! 修改或

限制为现行的或特别的知识产权协议所保护的知识产权)

$$#?% 但

在第 $"C%CJ项的解释上! 缔约方或许会希望把第 $" 条做为一个

整体来考虑! 即似乎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禁止知识产权的原因!

是确保为研究和培育之目的而获取接受者收到的材料)

')( 对于正在培育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农民正

在培育的材料% 在培育期间由培育者自行决定是否提供)

关于私人拥有的信息! 第 $" 条规定了必须提供遗传材料的

种类! 以及何时提供的一些例外) *正在培育+ 的遗传材料在其

培育期间可以不提供! 除非农民和育种者选择提供材料) 第

$"C%C4项的意图是相当清楚的! 本项的用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有弹性的! 因其并没有详细解释 *正在培育+ 是指什么! 也没

有解释 *培育期间+ 何时结束) 不过! 实践结果好象是育种家

的品系和农民的育种材料在培育期间以及保留用于生产新材料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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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代表在粮农组织通

过 "条约# 大会上所做的声明)



期间不必发放) 本项遵循了 $(($ 年第 % 份 " 2国际约定3 商定

解释# '大会 %+($ 号决议( 中引入 "国际约定# 的概念! 在其

实施部分第 " 款详细说明了 *育种者的品系和农民的育种材料

在培育期间! 只应由其培育者自行决定是否提供+) 第 $"C%C4

项没有直接提及育种者品系! 但育种者的品系本来就包括在正

在培育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中)

'<( 获取受知识产权和其它产权保护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应符合有关的国际协定和有关的国家法律)

第 $"C%CM项确保知识产权! 如植物育种者权利和专利! 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后! 或者是从多边系统

获得一份样品时! 仍然会存在) 既然只有公有领域和缔约方管

理与控制下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被自动纳入多边系统!

第 $"C%CM项就是主要指由其持有者在缔约方的邀请和鼓励下自

动纳入多边系统的材料) 通常知识产权是控制获取或利用材料

的权利! 当权利持有者允许他人利用时! 持有者可以跟踪材料!

并对某些利用收取费用! 或以其它方式控制该材料! 当然权利

持有者也可以选择不行使这些权利)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基本是

属地性的! 即他们只在其注册的司法管辖区内受到保护! 其提

供的保护取决于各国法律) 相应地! 对 "条约# 缔约方而言!

知识产权方面的国家法律就必须与加入的有关国际协议保持一

致! 如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如果承认多边系统内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 意味着权利持有者可以行

使其权利! 对使用人收取费用!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是否

与第 $"C%CI项相冲突/

专栏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

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第 ")C%CI 项

规定! 缔约方可以排除植物和动物的可专利性! 但不得排除微

生物' 生产植物和动物的基本生物方法以及非生物与微生物方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法" 但必须提供植物品种保护! 以专利制度或其他有效的特别

制度! 或者是二者的任意结合# 本专栏将分析最常用的知识产

权类型& 专利' 植物育种者权利' 秘密信息 )商业秘密*#

)$* 专利

专利是对各种发明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形式! 无论该

发明是产品还是生产方法! 只要是新颖的' 包括一项开创性的

步骤 )非显而易见的*' 能够应用于工业 )有用的* 的就可以

授予专利# 专利要求禁止第三方未经授权而利用专利材料 )排

他权*! 通常保护 "# 年# 根据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第 "*C$C;项规定! 与产品有关的专利赋予禁止第三方 +制造'

利用' 提供销售' 出售! 或上述目的而进口, 产品的权利! 只

有得到专利权人的同意才能实施上述行为" 关于方法专利! 专

利权人可以禁止未经授权而使用该方法! 以及商业化 +直接通

过该方法得到的, 产品#

有疑义的是! 如果某一品种是受专利保护的! 或许不可以

为商业目的而利用该品种的繁殖材料! 也包括培育新品种# 同

样! 如果改良植物细胞可以获得专利! 那么商业化由该细胞组

成的任何植物都将侵犯专利# 这也是印度棉花生产者关注授予

09=;:45A>公司的所有转基因棉花专利 )美国专利第 ?$?($%?

号*! 和安第斯山农民关注授予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利 )美国专利

第 ?%#&)$* 号* 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 $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 允许排除植物的可专利性! 尽管该例外没有延伸

到微生物以及非生物和微生物加工方法# 植物品种与专利的关

系在不同的司法管辖下是截然不同的! 植物品种可以被排除在

可专利性之外! 例如欧洲国家根据 $欧洲专利公约% 就排除了

植物品种的可专利性"

$$#'% 但美国却对植物品种授予专利# 对于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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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5612 12 5F4-=;251MTA=1G4;2 Q;5425>! $%BCDCEC"'* '$()&( '欧洲专

利组织管理委员会 $()* 年 $" 月 "$ 日决议修正) ,,,译者注(



哪些自然产生的物质可以被授予专利! 许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

也存在着差异# 一般规则是! 自然产生的物质只能是被发现!

不能被授予专利! 但即使此时也有可能对从自然环境中分离出

来的' 或是通过某种技术方法生产出来的生物材料 )如 <P0*

获得专利保护# 另外! 如果该物质是第一次被分离出来! 分离

该物质的方法本身是可以获得专利的# 授予保护专利持有者的

保护范围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在某些司法管辖权下! 如美国! 其专利是限制对受保护材

料做进一步研究和变种培育的" 在另外一些司法管辖权下! 如

欧洲! 作为排它专利权的一个例外! 专利保护允许进行实验!

甚至是为商业目的的实验# 与其它知识产权一样! 专利在本质

上基本是属地性的! 只能在予以登记的司法管辖区范围内得到

保护! 但可以防止其它地区生产的' 含有发明专利的产品通过

进口而进入该司法管辖区#

)"* 植物育种者权利

只要植物新品种是特异的' 一致的和稳定的! 就可以申请

植物育种者权利"

$$#)% 只要栽培品种符合这些标准! 任何人都可

以被授予植物育种者权利# 与拥有专利一样! 植物育种者权利

授予持有者排除第三方未经权利人同意而利用这些材料生产或

繁殖以及相关的行为 )为繁殖而进行的种子处理' 提供销售'

出售' 进出口' 存储*" 不像专利包括发明方法! 不需要产品的

物理存在! 植物育种者权利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品种! 而且必须

在物理上存在" 在特别授权他人为进一步研究和育种 )即 +育

种者例外,* 而利用产品 )品种* 方面! 植物育种者权利也不

同于专利! 根据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 年文本的规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特异性的标准可以视为不仅是作为一个保护条件! 还明确了保护的边界)

后续品种不得侵犯特异的受保护品种. 另外! '如果其它条件符合时( 它也包含对

其自己权利的保护)



定! 各国可以规定农民再利用农场保存的种子以供自己的农田

使用 )即所谓的 +农民特权,*# 作为一项自成一体的制度! 植

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的公约是否符合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 是有争议的# 各国也可以设计其它制度! 替代或补充

植物育种者权利# 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公约是目前唯一的

国际协定! 提供现成的植物品种特别保护制度! 其一大优点是

其植物育种者权利为所有的公约缔约方所承认! 有 ?& 个国家

)主要是工业化国家* 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几

个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 但这种形势由于受到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 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 事实是! 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更倾向于选择自成一体的 )#%!)*"*'!#* 植物保护制度! 不

倾向于选择专利 )参见& ,;=81>,1==4;& U134=4692 ;2J Q=1G4=5S

.69F5134=Q8;25-42456:.4>1A=:4>! /0W7;:̂9=1A2J U5AJSQ;G4=

21C"! $((&! 以及上文专栏 (*#

)&* 秘密信息 )商业秘密*

专利和植物育种者权利! 并非是植物遗传资源可以申请的

唯一的知识产权! 其它的形式还包括商业秘密或其它形式的秘

密信息# 只要存在商业秘密法! 只要该信息是保密的并具有商

业价值! 发明人就可以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保护其秘密信息!

未经其许可其他人不得利用#

'(( 在多边系统内获取和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多边系统仍可从获取方获得这些资源)

第 $"C%C9项说明接受者为保存的目的而获取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后! 只要接受者拥有材料! 获取的材料在多边系统

内就应继续保持提供! 但这并非是给接受者一项实际保存接受

材料的义务) 例如! 某些基因库和育种者或许会抛弃不再有用

或可存活的材料) 但只要保存了该材料! 就必须以原来收集品

同样的方式继续提供)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 $"C%C9项的本意是想确保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继续保

存在多边系统内! 并确保该材料一旦为私人所获取时不会从系

统中脱离出去) 但此义务的范围却因此而出现或造成了问题!

如果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从多边系统中获取并保存的!

自然获取的原始材料应该根据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继续向多

边系统提供! 但在尊重衍生产品知识产权及其它财产权利的前

提下! 这也能适用于获取的原始材料的衍生产品吗/ 第 $%C"CJ

项 '66( 似乎是暗示否认继续获取此类产品的! 尽管该实践是很

令人灰心的- 第 $%C" CJ项 '66( 要求导入 '含有( 从多边系统

获取材料的产品被限制进一步获取时! 获取者应支付强制性付

款. 如果可以提供该产品! 进一步的问题又出现了- 是否此类

转让还要根据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并要继续遵循利益分享的

规定/ 由于许多交换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经过培育的

材料! 但在形式上还不是最终产品或栽培品种! 因此该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但如果中止对中间产品的生产采用标准 "材料转

让协定#! 那么利益分享的义务就不会传递到最终产品的生产

上) 在这一点上! 有许多不同观点) 最终! 问题将围绕着第

$"C& 款用语的解释! 即如何解释 *向另一人或另一实体转让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这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任何

后续转让+)

'9( 各缔约方同意% 在不违背本条其它规定的情况下% 按

照国家法律% 在无国家法律的情况下则按照管理机构

可能确定的标准% 提供原生境条件下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第 $"C%CF项确认也要提供获取多边系统原生境条件下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尽管是按照国家法律提供此类获取)

大概此类实施 "条约# 的国家立法! 主要是解决实施机制 '例

如! 对国家而言! 国家公园& 其它保护区或敏感地区材料的获

取方式( 和收集植物的程序) 无论如何! 通常缔约方的国家立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法不应该规定不符合 "条约#& 特别是其第 $" 条规定的新要求

或条件) 关于原生境材料的国家立法! 只要如本项所述 *不违

背本条规定+! 就必须允许获取) 如果对获取多边系统下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规定了额外的条件! 而且这些条件不符合第

$" 条的规定! 那么这些国家就需要调整立法)

当然! 除了在国家公园或其它国有土地上发现的材料! 在

很大程度上原生境条件下发现的植物材料! 并不完全符合处于

公有领域& 缔约方管理和控制的条件! 但作为 "生物多样性公

约# 规定的 *遗传资源+! 其地位或许是一个个别问题! 因而他

们并不是多边系统的一部分! 除非其持有者根据第 $$C" 款自愿

纳入)

在没有国内立法或者新的立法尚未通过的情况下! 就要根

据管理机构设定的标准进行获取! 此类标准包括哪些当然要由

管理机构做出决定) 一个相关标准的例子! 就是 $((% 年粮农组

织大会通过的 "国际植物种质收集和转让行为守则# '参见专栏

$"() 管理机构通过的任何标准都将影响将来国家立法的模式)

专栏 $"! !国际植物种质收集和转让行为守则"

$国际植物种质收集和转让行为守则% )简称 +守则,*!

$((% 年粮农组织第 ") 届会议通过! 是自愿遵守的! 并基于国家

对其植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的原则# 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通

用原则! 各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原则制订自己的种质资源考察'

收集' 交换和利用的规章制度! 或者是形成双边协议# $守则%

为申请或签发收集行动许可证推荐了程序! 为收集者提供了指

南! 规定了收集行动赞助人' 基因库管理人' 种质资源后续利

用者的义务! 要求农民' 当地机构等参与收集行动! 并建议种

质资源的利用者应与东道国及其农民分享利用植物遗传资源产

生的利益#

$守则% 在设计上是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国际植物保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护公约% 保持一致的# 关于利益分享! $守则% 把此问题留给收

集者' 赞助人或利用人自行决定! 推测承认这些人会与遗传资

源提供者签订合同! 或者实施其它交易方式# $守则% 将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保持一致的情况下

执行! 并遵循东道国的国家法律以及收集者' 东道国' 赞助人

和种质资源贮藏基因库之间的协议#

鉴于多边系统的获取和利益分享规定! 仅适用于研究& 育种

和培训而利用及保存目的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在国家立

法中实施本项以及第 $" 条& 第 $% 条的其余各项规定! 可能是一

项棘手的任务) 在某些事例中! 同一遗传资源可能会完全依据不

同的获取制度! 这取决于如何利用获取的遗传资源)

1325!为此% 按照上述第 1323 和第 1324% 方便获取将根据

标准的 "材料转让协定# 予以提供& "材料转让协

定# 由管理机构通过% 它载有第 13242&! /! ( 的规

定和第 14232/'$$( 有关利益分享的规定及本 "条

约# 其它有关条款的规定% 它还规定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的获取方要求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件适用

于向另一人或另一实体转让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 并适用于这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任何

后续转让&

"##$ 年 ' 月倒数第二次谈判会议提出要求! 应按照第

$%C"CJ项 '66( 条件! 提供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作为同意强

制分享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商业利益! 限制

提供获取缔约方管理和控制以及公有领域材料义务的一部分)

"材料转让协定# 是生效的法律文件! 允许 "条约# 规定的法

律义务传递给接受者! 并且通过合同的关系再传递到后续接受

者) 与 "材料转让协定# 有关的任何争端或不遵守! 都将由

"材料转让协定# 签约方在国内法院解决 '参见下文第 $"C?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款() 尽管多边系统要求通过合同法领域实施! 但并没有改变第

$"C" 款的根本义务! 即鼓励缔约方采取措施向其他缔约方提供

方便获取)

方便获取必须遵照管理机构通过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

定#)

$$#*%

如同第 $"C& 款所述!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应包括+ "条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考虑到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对发挥多边系统功能的核心意义! "##$ 年

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 "关于实施 2条约3 的临时协议# '%+"##$ 号决议( 规定- 粮

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作为 "条约# 的临时委员会! 准备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草案并提交管理机构第一次会议审议.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草案应包括 "条约#

$%C"CJ项 '66( 推荐的商业利益分享条件 '参见下文 $%C"J '66( 的解释() 大会决

定设立一个专家组制订并提交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条款的建议! 该专家组由技术

专家或熟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交换及相关商业惯例的法律专家组成) 起草标

准 "材料转让协定# 草案! 专家组将解决 "条约# 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中一些问

题反映在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专家组参考条款# 中! 具体包括-

商业惯例的付款水平& 形式和方式是什么/

是否应对销售这些产品的各类接收者或不同部门确定不同的付款水平/ 如果是

的话! 这些付款水平& 各类接收者和部门应如何确定/

是否免除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小农的付款/ 如果是! 谁有资格成为这样

的小农/

何为 "条约# 第 $%C"CJ项 '66( 条款中规定的商业化/

何为导入 '整合( 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

一个产品何时被认为可无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进一步研究和育种/

为实现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目标! 如何确定货币和其它利益/

"材料转让协定# 以何种手段确保 "条约# 第 $"C% 款的适用/

"材料转让协定# 应包括何种条款才能使接收者在接受多边系统提供的材料方

面受到 "材料转让协定# 的约束/

"##& 年专家组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 专家报告探索了上述要点的选择. "##& 年

$$ 月! 作为 "条约# 的临时委员会!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了该报告 '参见 .=4G1=512 5F4WA5:1O41M5F4TXG4=5-=1AG 12 5F4[4=O>1M5F4

U5;2J;=J E;54=6;8[=;2>M4=09=44O42! /0WJ1:C,-./0+B,+E[0R$+#&+.4G! W:51I4=

"##&N( 临时委员会决定设立联系小组起草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草案! 供管理机构

审议) '"##' 年 ' 月 $' 日! "条约# 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第 "+"##' 号决议通过了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译者注(



约# 的某些条款! 也即第 $"C%C;项& J 项和 9项! 以及第

$%C"CJ项 '66( 关于利益分享的规定和 "条约# 的其它相关条

款) 此处 "条约# 使用的措辞是很重要的! 虽然并不够以此为

基础起草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款! 或以某种方式考虑此

规定! 但本项最后一句话必须包含在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中)

这样!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就必须反映第 $"C%C;& J 和 9项

规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使用及限制条件! 以及第 $%C"CJ 项 '66(

规定的商业利益分享条件! 还应包括 *与本 "条约# 其它有关

条款的规定+! *其它有关条款+ 具体指什么将由管理机构做出

决定)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与管理机构做出的所有决定一样!

这些决定必须协商一致才能做出 '除非经协商一致达成另外一

种方法()

从第 $"C& 款的措辞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多边系统下! 缔约

国之间& 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实体间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转让! 都必须遵循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但向非缔约方

转让附件一材料又如何处理呢/ 第 $"C& 款的措辞并没有明确仅

限于在缔约方间才采用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无论如何! 条约

解释的普通规则表明! 其并没有禁止缔约方向非缔约方转让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如果缔约方选择进行此类转让! 却没

有采用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义务! 关于指向第三方的义务

或有关涉及第三方的义务! 则需要 "条约# 做出明确说明! 不

能做任何假设) 当然! 如果与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条件相比!

特别是关于利益分享! 不负担什么法律责任! 那么允许向非缔

约方转让的实际后果! 可能会致使 "条约# 无法实施)

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产品的转让! 参见上文第

$"C%C9项的解释)

专栏 $%!材料转让协定 &E[0>'

$材料转让协定% 是用来转让遗传材料的合同! 包含转让材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料的条件# $材料转让协定% 可能采用各种形式! 从简短的装运

文件' 包括最简短条件的运送通知或标准发票! 一直到经过充

分谈判并签订含有共同同意条款的合同# $材料转让协定% 通常

用于商业公司! 自从 $((? 年! 国际农研中心也开始采用# 第

$"C& 款规定! 应根据 $条约% 管理机构通过的标准 $材料转让

协定% 提供获取多边系统材料" 第 $?C$CI 项进一步规定! 国际

农研中心持有而未纳入多边系统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应根据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之间的协定! 按照目前在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规定提供! 管理机构将在征求国际农研中心

的意见后! 最迟在其第二次例会上予以修订#

国际农研中心目前采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 年 $# 月!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 $" 个国际农研中

心与粮农组织签定协议! 把其持有的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品置于

粮农组织的管辖下! 并且各国际农研中心承认是为国际共同体

的利益根据协议受托持有指定种质资源! 不对其种质资源主张

法律上的所有权! 也不对该种质资源及其相关信息主张任何知

识产权" 各国际农研中心还承诺将按照国际上接受的标准管理

指定的种质资源# 根据该协议要求! 只要申请方是为科研' 植

物育种或遗传资源保存的目的! 各国际农研中心就应无任何限

制地提供指定种质资源的样品及其相关信息" 在提供种质资源

时! 还要求其确保接受者以及任何后续接受者! 都要接受所有

权' 知识产权以及同样保存管理标准条件的约束! 通过采用为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系统制订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各国

际农研中心还要把这些义务传递给后续的接受者# 尽管某些国

际农业研究中心和接受者已经签署了协议! 后来这些协议还是

被简化为标准条件! 只要接受者接受种质资源! 就认为他们接

受了这些标准条件! 就如同计算机软件用户拆封即被赋予义务

一样# "##" 年 $# 月! 在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

九次例会上! 委员会修订了该 $材料转让协定%! 以反映新 $条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约% 的一些规定#

用于多边系统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条约% 第 $"C& 款规定& 方便获取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 应该采用管理机构即将通过的标准 $材料转让

协定%#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将包含第 $"C%C;项 )仅为粮食

和农业研究' 育种和培训而利用及保存提供获取*' J 项 )不以

收到时的形态对材料主张知识产权*' 9项 )继续向多边系统提

供从系统中获取的材料*! 并要按 $条约% 第 $%C"CJ 项 )66*

及其它条款的规定进行利益分享# 关于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上文中第 $"C& 款的解释#

国际农研中心交换多边系统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采

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不属于多边系统并在 $条约% 生效之

前收集的作物材料! 应按照各中心目前在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提供! 管理机构将最迟在第二届会议上对其做出修正#

!

1326!在这类 "材料转让协定# 出现合同纠纷的情况下%

各缔约方应确保在其法律体系内按照适用的司法要

求有寻求追索权的机会,,,认识到这类 "材料转让

协定# 产生的义务仅隶属于这些 "材料转让协定#

的各方&

第 $"C? 款简要指出! 缔约方应确保在其法律制度下! 可以

向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各方提供某些法律机制用于解决违约

问题! 本规定是解决已经出现的实际问题! 即遗传资源提供者

在其他国家的法院要求执行提供遗传资源条件的法律能力! 在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根据管理机构第二届会议的审议结果! 各国际农研中心已经采用增加解释性

脚注 "标准材料转让协议#! 分发未列入附件一并在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植物遗

传资源! 从而避免需要两个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版本) ,,,译者注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国大会设立的获取与利益分享特别无限

制工作组内特别就此问题进行了商讨! 并寻求谈判确立关于获

取与利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

应注意的是! "条约# 并没有特别指定可适用于 "材料转让

协定# 的法律或司法管辖权! 当然! 可能会在管理机构通过的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中做出一项统一规定) 在缺少统一规定

的情况下! 每一份 "材料转让协定# 将需要确定自己的规则!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特别选定可适用的法律或司法管辖权! 将由

采取法律行动国家的法院根据本国的合同法和法律冲突规则!

确定可适用的法律和适当的司法管辖权)

应注意本款承认因 "材料转让协定# 而产生的义务仅隶属

于该协定各方! 而不是所有的 "条约# 缔约国) 这引起了关于

从多边系统接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接受者有效执行

"材料转让协定# 的问题! 材料的最初提供者可能会对最初的接

受者执行 "材料转让协定#! 但其无法对持续接受者执行 "材料

转让协定#! 因为他与后续接受者没有合同关系! 只是在接受者

与后续接受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接受者就不

会主动采取法律行动强制其后续接受者履行义务) 这一问题需

要在 "材料转让协定# 条款中解决 '许多国家有保证此类协定

的合同机制(! 或者是根据第 "$ 条的规定提起不遵守程序) 第

"$ 条规定了有效合作程序及运作机制! 以促进遵守 "条约#!

并解决不遵守问题. 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管理机构起草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予以解决! 如管理机构或许会考虑是在最初的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中! 而不是通过签订新的标准 "材料转

让协定#! 由接受者向其后续接受者分配其权利义务. 或者是在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中规定! 由多边系统的代表作为标准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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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转让协定# 的第三方受益人!

! 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关于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条款! 已经在专家组会议上提

出一个问题! 就是第 $"C? 款的措辞是否把国际仲裁排除在争端

解决的优先方式之外) 当时参会法律专家建议 *由缔约方决定

提供追索权的机会! 既包括诉诸于国家法院! 也包括提起仲裁)

对于缔约国而言! 在行使其主权时! 规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仲

裁在其看来并不违反第 $"C? 款的规定) 无论如何! "材料转让

协定# 各方求助于法院执行国际仲裁裁决时! 只要证明有必要

执行! 法院还是接受的+)

$$$#% 结果! 专家组提出按现行国际仲

裁机制进行国际仲裁! 例如国际商会 'B,,(! 或求助于国家法

院) 当事方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来解决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争端) 国际仲裁的优点是会更一致地解释 "条约#! 避免不同

国家法院做出大量有分歧而且分散的判决) 在专家组会议期间!

还提出作为 "材料转让协定# 下的第三方受益人! 是否在通过

国际仲裁解决争端时可以作为多边系统指定代表! 或者由其直

接提起国际仲裁以解决争端)

$$$$%

关于法律选择! 专家组也指出可能指定 "法律通则#&

$$$"%

"条约# 和管理机构的决定作为适用法律)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

$$$$%

$$$"%

根据 "第三方受益人运作程序# '管理机构第 ?+"##( 号决议(! 粮农组织将在

管理机构指导下! 充当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的第三方受益人) ,,,译者注

参见.4G1=512 5F4WA5:1O41M5F4TXG4=5-=1AG 12 5F4[4=O>1M5F4U5;2J;=J

E;54=6;8[=;2>M4=09=44O425! /0WJ1:C,-./0+B,+E[0R$+#&+.4G! W:51I4="##&!

GC"$N

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需要规定管理机构创立机制的付款! 用于所有国

家的农民分享利益!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多边系统创立了该

机制! 而且从根本上说! 农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第三方受益

人)

该形式是在联合国体系内各组织达成的协议之情况下的标准用法) 参考

法律的一般原则! "条约# 和管理机构决议在解释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义务时会

减少分歧! 并会使管理机构在制订解释时居于更有利的地位)



!!132=!在紧急灾害情况下% 为帮助重建农业系统% 各缔约

方同意通过与救灾协调员的合作% 为多边系统中适

当提供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C' 款规定在紧急灾害情况下需要材料恢复农业系统!

无论接受者是否是 "条约# 的缔约方) "全球行动计划# 的优

先活动领域 % 就是针对此问题的 '将在后文中详述() 尽管没有

规定特殊的条件! 本条的规定还是强化承认此时需要快速获取!

并很清楚这是意在与普通条件下常规种子提供者进行竞争或者

是替代他们)

专栏 $&!国家主权与知识产权

$条约% 第 $# 条承认各国对其疆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拥有国家主权# 为解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

获取条件! 第 $"C%CM项提到了产权 )G=1G4=5S=69F5>*! 包括知识

产权 )BQ.>*# 但主权与产权的意思并非是相同的# 那么! 每一

种权利的特征是什么1 又如何区分它们呢1

主权 )>134=4692 =69F5>*& 是指属于独立主权国家的! 立法'

管理' 开发和控制获取其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权利! 包括决定可

适用于上述自然资源的财产制度! 即谁拥有资源' 享有什么权

利' 如何设立所有权等#

国家主权和主权权利意味着独立性和排他性& 该权利仅属

于相关国家权力机构! 不属于任何域外的权力机构# 这并不是

说国家主权和主权权利不受任何限制或约束! 特别是主权国家

在行使其国家主权时! 可以同意以特别的方式行使其主权权利

并接受对其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这是遵守协议 )G;:5;>A25>4=K

3;2J;* 的基本原则! 该原则也是所有国际法的基础#

在国际环境与开发条约中! 声明承认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

有主权! 同时还附有义务! 必须以避免损害其他国家的方式!

或者是避免损害所有国家或全体人类共同关注利益的方式管理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该资源# 因此! 在 $条约% 序言中承认!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之所以受到各国的共同关注! 是因为所有国家在很大程度

上均依赖该资源# $条约% 第 $# 条谨慎地指出! 各缔约方在行

使其主权时! 同意建立一个对其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多边系统!

用于因粮食安全和相互依存而十分重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

主权并不是产权! 尽管一国可能在行使其主权时! 某些自

然资源是国家财产# 与其他自然人或法人一样! 国家在行使其

主权创立的财产制度下! 也可以拥有财产#

产权 )G=1G4=5S=69F5>*& 是在国家设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内拥

有' 控制' 转让财产的权利! 可以是对材料或有形财产的权利!

如在农民土地上生长的作物! 也可以是对无形财产的权利! 包

括信息或发明! 如专利权和植物育种者权利#

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 在受限制的时间上不同于遗传材

料或无形财产上的权利& 通常专利至多 "# 年! 植物育种者权利

为 "# 年或 "? 年 )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 年文本*!

只能在授权保护的领域内行使 )即所谓的 +属地性原则,*! 且

只与商品或制造方法的有形内容相关联# 例如! 对可授予专利

的植物活体 )如果允许的话*! 在某些情形下! 可能会考虑专利

权可以适用于包含在基因' 其它亚细胞成分' 细胞' 繁殖材料

或植物内的信息#

知识产权授权排除其他人生产' 复制' 利用' 出售受保护

的信息或发明! 或者利用该信息或发明的其它方式生产的个别

样品或产品# 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各类知识产权

参见专栏 $$#

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之上的主权与产权! 参见&

,;=81>,1==4;! U134=4692 ;2J Q=1G4=5S.69F5>134=Q8;25-42456:.4K

>1A=:4>! 7;:̂9=1A2J Q;G4=21C" G=4G;=4J M1=5F4/0W,1OO6>>612

12 5F4Q8;25-42456:.4>1A=:4>;565>M6=>5>4>>612 62 P134O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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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多边系统中的利益分享

公平合理分享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利益! 对 "生物多样

性公约# 和 "条约# 都是最核心的内容)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三个目标要求公平合理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

*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00以及提供

适当资金+ '第 $ 条(! 第 $?C) 款部分地贯彻了这一目标! 指

出- 与商业和其他方面遗传资源所获的利益一样! 研究和开发

成果也应该予以分享) 而 "条约# 却是规定了一个利益分享的

多边系统! 作为对方便获取多边系统的必要补充) 在这一连接

点上! "条约# 认为 *利益+ 包含一项重要的理念! 即方便获

取本身就是由 "条约# 缔约方分享的一项主要利益! 其它因利

用 '包括商业利用( 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

生的利益! 将通过如下方式公平合理地分享-

"

信息交流 '第 $%C"C;项(.

"

技术获取和转让 '第 $%C"CI项(.

"

能力建设 '第 $%C"C:项(.

"

商业化所得货币利益和其它利益分享 '第 $%C"CJ项()

另外! 缔约方应审议食品加工业自愿利益分享捐款的形式!

通过这种方式公平合理地分享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所

产生的利益! 这对多边系统& "条约# 以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可持续利用都是根本性的)

1421!各缔约方认识到方便获取多边系统中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本身即为多边系统的一项主要利益%

并同意由此产生的利益应按照本条的规定公平合理

地分享&

第 $%C$ 款承认方便获取本身就是多边系统的一项主要利

益) 如果各国不能很容易地获取他们需要用以改良作物的植物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遗传资源! 农业和粮食安全不仅会在全球受到损害! 而且也会

在每一国家层次上受到损害) 在本款中缔约方同意因多边系统

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利益! 必须根据本条

其它款项规定的机制公平合理地分享! 其中一些机制在本质上

是自愿性的! 一些是强制性的) 本款中采用了与利益分享相关

的 *公平合理+ 这一术语! 借用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用

语) 在 "条约# 中! 许多机制是多边的! 但在有些情形下! 决

定何谓公平合理将取决于实施 "条约# 的各缔约方! 尽管这些

国家的决定可能会受到管理机构的审查) 在确定标准 "材料转

让协定# 规定的付款水平时! 管理机构将直接做出何谓合理水

平的决定)

1423!各缔约方同意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利用% 包括其商业利用所产生的利益应在管理机

构的指导下并考虑到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的优

先活动领域% 通过以下机制公平合理地分享$ 信息

交流! 技术获取和转让! 能力建设以及分享商业化

产生的利益$

本款列举了 "条约# 的利益分享机制 '信息交流& 技术获

取和转让& 能力建设以及分享商业化产生的利益(! 并作为以下

各项规定的总括! 关于这一总括有三点-

'1( 因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利益包括所

有的利用% 不仅仅是商业利用% 而是包括商业利用)

'3( 公平合理分享利益应考虑到 "全球行动计划#% 并作

为有效实施指南 '参见专栏 16()

'4( 应在管理机构的指导下% 实施本条以及 "条约# 其它

规定的全部程序&

实际上有许多实施的问题! 特别是在本条中! 需要管理机

构提供固定且有创造性的指导) 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在通过

"条约# 之前充分细致地谈判! 许多问题! 包括标准 "材料转让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协定# 的措辞及其商业利益分享和执行过程的细节! 只能留待

管理机构解决) 因此! "条约# 是一个动态的文件! 其成功取决

于缔约方未来的工作和管理机构的会议)

'&( 信息交流$

由于本概念的内在重要性! 关于信息交流的规定已经成为

许多国际协定的标准条款) 全球问题需要各国的共同行动! 而

且一国的经验可能对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国家是非常宝贵的)

第 )C"CI项中做出了国际合作背景下相关信息和技术交流的一

般规定! 但第 $%C"C;项中关于信息交流的特别规定! 必须在利

益分享的背景下理解! 特别是要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利用相联系)

各缔约方同意可以提供关于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信息# 尤其包括目录和清单$ 技术信息$ 科技
及社会经济研究成果# 包括特性鉴定$ 评价和利用信息(

这些信息凡非机密性的均应提供# 但须遵循适用的法律并
依国家能力而定# 并应通过第 $) 条规定的信息系统向本
!条约" 所有缔约方提供(

在本项条文中! 缔约方同意分享的信息是关于多边系统内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主要是对利用该资源改良作物并

对发展农业有用的信息) 相关不同类型信息在第 ?C$C4项解释

中做了详尽的描述) 大多数信息! 包括技术信息! 都掌握在非

原生境收集品的持有者& 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手中)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利益分享不同的是! 信息是通过第 $) 条

规定的多边系统在多边基础上交流的) 与特别转让者相关联的

遗传资源信息在第 $"C%C:项中专门做了解释)

第 $"C%C;项要求缔约方& 与管理机构签订协议的国际农研

中心提供关于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信息! 提

供的信息包括-

"

目录和清单.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技术信息.

"

科技及社会经济研究成果.

"

特性鉴定& 评价和利用数据似乎是单独的一类 *应提供

的信息+- 特性鉴定& 评价和利用数据对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利用! 具有基础意义的重要性)

提供信息的条件有三项-

'$( 只有信息是非机密性的! 缔约方才提供) 当然机密信

息也可以提供! 但要由相关缔约方自行决定.

'"( 根据适用的国内法律提供信息! 包括知识产权法 '版权

法和专利法(.

'%( 应 *依国家能力+ 提供信息)

第 % 项条件的意思是不完全明确的! 但似乎是承认某些国

家不具有较高层次信息收集& 分析和分享的能力! 也没有所需

要的人力和资金! 并因此而承认不能在纯粹比较的基础上判断

是否遵守了本义务) 这样! 各国就不会被期望超出其国家能力

去满足标准! 而是尽力提供信息)

'7( 技术获取和转让

本项条文用语紧密遵循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的同

样规定)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 ' P̀,[0<( 文件! 技术转让

是指 *生产某一新产品& 应用某一加工方法& 提供服务的系统

知识的转让+

$$$%%

) 技术在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流动! 不管是在

一国之内! 还是在国与国之间) 技术可以表现为许多种形式!

但通常分为两大类-

软技术$ 专有技术! 技巧及技法! 如当地农耕社区的资源

保存技术! 向研究人员传授生物技术的研究性合作)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生物多样性公约# 在技术转让工作方面! 审议了这一定义! 但并没有采

纳)



硬技术$ 有形商品! 如设备& 硬件& 由农民培育的特殊植

物品种的种子) 如果没有某些形式的附随软技术转让! 就

没有多少硬技术可以被转让)

'$( 各缔约方承诺提供或者方便获取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特性鉴定! 评价及利用的技术& 鉴

于某些技术只能通过遗传材料予以转让% 各缔约方应按

照第 13 条的规定提供或方便获取这些技术和多边系统

内的遗传材料以及通过利用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开发的改良品种及遗传材料& 应尊重适用的

产权和关于获取的法律% 依国家能力提供这些技术! 改

良品种及遗传材料% 并为其获取提供便利&

第 $"C%CI项 '6( 规定缔约方应为某些特定目的提供和

'或者( 方便获取技术! 其用语来源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 特别是指定缔约方 *提供或者方便+ 之义务) 但 *提

供+ 一词指什么还不明确! 如是指 *提供技术+! 还是更间接地

指 *提供技术获取+/ 好像后一解释更符合第 $%C"CI 项的标题

*技术获取和转让+! 而且也更符合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的结构) 因此! 缔约方的义务就是提供技术获取或方便技术

获取! 这样每一缔约方就有权选择是提供此类获取! 还是只是

方便获取) 对于缔约方而言! 可能对公共拥有的或者是在其管

辖范围内的技术更适合于提供获取! 而对于私人所有的技术最

好是提供方便获取) 无论如何! 缔约方最低限度的义务是提供

方便获取)

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供缔约方用来方便获取技术) 首先! 缔

约方应审查现存的政策与实践! 确定哪一个是最有效的! 然后

再完善其它适宜的方法) 方便获取的措施包括-

"

提供方缔约国鼓励出口的税收或其它经济激励措施! 接

受方缔约国则应鼓励进口.

"

改善外资投资法律.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贸易援助.

"

扩展知识产权保护.

"

合作研究与合作开发安排.

"

建立国家& 区域或全球技术交换所或其它促进机制.

"

提供补助.

"

代表另一方购买知识产权)

为以下目的提供获取或方便获取-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特性鉴定.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

上述分类每一类都很重要! 结合到一起则完美地覆盖了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整体范围) *保存+ 技术包括与种质资

源贮存相关的技术! 具体包括- 储存材料的离体保存& 更新&

植物检疫& 病害处理以及与原生境保存相关的技术 '如与监控

现存遗传多样性有关的技术(. *特性鉴定+ 技术包括与形态数

据和可遗传性状数据 '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 如花的颜色(

有关的技术! 以及确定遗传多样性特征和范围的技术 '如分子

技术(. *评价+ 技术包括确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潜在利

用价值的技术 '含分子技术(! 利用价值包括有价值的材料农艺

特性& 抗病性或抗旱性等. *利用+ 技术既包括传统的植物育种

技术! 也包括生物工程技术! 如分子标记和重组 <P0技术) 尽

管其重点明显是来自技术丰富国家的技术转让! 但应注意第

$%C"CI项 '6( 和关于信息交流的第 $%C"C;项! 并不限于现代

技术! 还包括传统知识和技术的获取)

还应重点注意! 第 $%C"CI 项 '6( 中缔约方在技术获取和

转让方面的义务! 仅限于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即 "条约# 附件一所列举作物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C"CI项 '6( 第二句承认某些技术的利用一直是与新

的遗传资源相结合的! 这就要求缔约方提供或者方便获取此类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技术! 应通过提供或者方便获取相关的遗传资源! 包括利用多

边系统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培育的改良品种以及技术本身)

如果获取已经导入了从多边系统接受的材料之产品受到限制!

缔约方就要提供或方便获取该产品中含有的技术! 并根据第 $"

条规定的条件提供或方便获取该份遗传材料! 此类获取应充分

尊重可适用的知识产权和获取法律) 根据推测! 在此情形下提

及获取法律! 与 "条约# 第 $"C%CM项提及的一样! 主要是针对

取得所有者同意或知识产权持有者同意的国家法律要求)

提到此类获取应根据 *国家能力+ 更是有问题的! 这不可

能是指如果缔约方没有能力就不必提供技术的获取- 很明显!

如果这样! 那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声明. 因此其肯定与第

$%C"C;项有同样的意义! 即国家应在不超出其负担能力的方式

下提供技术的获取! 换句话说! 为了满足另外一个缔约方的需

要! 一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没有必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去研究传

统保存技术! 或者是提供不合理数量的文件拷贝. 另一方面!

希望富裕国家更能随时提供技术转让)

'$$( 向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和转

让技术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 如建立! 保持和参与

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的作物课题组% 建

立! 保持和参与所有类型的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以及

与获取材料! 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有效获取研究设施有

关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第 $%C"CI项 '66( 介绍了缔约方为提供获取或转让技术可

以采取的措施!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作物课题组和网络! 在 "全球行动计划# 中被认为是科技

交流& 信息分享& 技术转让和研究试验的重要平台 '优先活动

领域 $'(! 而且对于分担收集& 保存& 分发& 评价和遗传改良的

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 "条约# 第 $' 条中作为一项重

要的支持成分规定鼓励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网络! 第 $%C"CI 项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66( 则关注他们作为技术转让工具的重要性)

在研究和开发中建立伙伴关系! 包括商业伙伴关系! 也被

认为是技术转让的合适工具) 在这一点上! 应注意与 *获取材

料+ 有关的伙伴关系! 虽然没有特别指出! 但其中暗含的意思!

可能是指与提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或其实体的伙

伴关系和商业合作)

提到 *有效获取研究设施+ 是借鉴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 鼓励缔约方针对其他缔约方提供的材料开展科学研究!

并在提供材料缔约方的充分参与下进行或尽可能在该国进行)

'$$$( 应按照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 提供上述 '$( 和

'$$( 所述技术 '包括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 的获取

和转让% 或为其提供便利) 对用于保存的技术以及惠

及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农民的技术来说% 尤应如此% 包括相互商定的优惠和

差别条件% 特别是通过多边系统下的研究和开发伙伴

关系& 这种获取和转让将按照承认并符合充分有效保

护知识产权的条件进行&

第 $%C"CI项 '666( 第一部分指出! 必须按照 *公平和最有

利的条件+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获取和转让技术! 包括受知识产

权保护的技术) 特别是针对-

"

用于保存的技术.

"

惠及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农民的技术)

第 $%C"CI 项 '666( 的第二部分确定了获得上述技术的方

式! 指出 *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 包括相互商定的 *优惠和差

别条件+!

! 通过多边系统下研究和开发伙伴关系的机制! 可以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12:4>>612;8;2J G=4M4=4256;854=O>应翻译为 *减让和优惠条件+) ,,,译者注



相应地获得这些技术)

在 "条约# 中并没有定义 *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 与 *减

让和优惠条件+)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和

"二十一世纪议程# 都使用了同样的术语! 但这些文件都没有做

出该术语的解释.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也使用了

同样的词语) 通常! *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 是暗指提供给其他

国家的公平条件和最优条件! 也即涉及到 *最惠国+ 概念. *优

惠和差别条件+ 似乎暗指比通常在公开市场提供的条件更有利

的条件! 但提供此类条件的义务限于相互商定)

最后!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和 "条约# 第

$%C"CI项 '6( 一样! 重申技术的获取和转让必须尊重知识产

权) *充分有效+! 是再次借鉴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的

同一词语! 并因此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建立了联

系)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序言第一段就提到- *有必

要促进对知识产权有效和充分的保护+! 第 ")C%C" 项则规定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应该*或以专利形式! 或以一种特殊有效的体

系! 或以综合形式! 对植物种类提供保护+ )

'.( 能力建设&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

即在其关于多边系统涵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计划和方案中% 如有的话%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方面的能力建设给予的重视所表达出的需要% 各缔

约方同意将以下方面列为重点$ '$( 制订和B或加强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科技

教育和培训计划% '$$(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

型国家开发并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

持续利用的设施% '$$$( 最好并在可能时与发展中国家

及经济转型国家的机构合作% 在这些国家开展科学研

究% 并在所需要的领域发展这类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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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C"C:项集中强调能力建设的三个主要领域! 借鉴了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和 $( 的规定-

"

制订或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

方面的科技教育和培训计划.

"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建立并加强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的设施.

"

开展科学研究! 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

机构合作! 并在所需要的领域开发这类研究的能力)

国家能力建设对于允许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 保存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充分利用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以及对于允许其充分利用受让的技术! 都是最根本的)

更新与维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的资

金和技术援助! 包括国家能力建设! 是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

金的目标之一 '参见专栏 "#()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00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方面的能力建设给予的重视所表达出的需要+! 这句话反映出

一个事实! 即明确海外发展援助是由接受国主导的! 并不是由

捐助国主导的! 因此应反映发展中国家自己所表达的重点) 但

如果这些国家不认为能力建设是重点! 那么捐助国也很难提供

事实上需要的支持)

'/( 商业化所得货币收益和其它利益的分享

"条约# 处理分享因遗传资源商业化利用所产生利益的规

定! 是一项真正概念上的突破! 特别是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向多

边机制支付合理商业利益的规定)

'$( 各缔约方同意在多边系统内采取措施% 通过私营和公共

部门参与本条确定的活动% 通过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

的伙伴关系和合作% 包括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和合作% 实现商业利益分享)

第 $%C"CJ 项 '6( 回顾了本条的其它条款! 特别是第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C"CI项! 还转接到第 $%C"CJ 项 '66( 关于特定商业货币性利

益分享的规定)

'$$( 各缔约方同意% 第 1325 提及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应包括如下要求$ 商业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并

含有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产品的获取者应向第

1@242<提及的机制支付该产品商业化所得利益的合理

份额& 但如这种产品不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

一步研究和育种的情况则除外% 在此情况下% 应鼓励

商业化的获取者进行这种支付&

管理机构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按商业惯例确定付款水平$

形式和方式( 管理机构可针对将这类产品商业化的不同类别的
获取者# 制定不同的付款水平% 还可决定是否需要免除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小农的这类付款( 管理机构可随时审议付
款水平# 以便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益( 本 !条约" 生效后五年内#

它还可就 !材料转让协定" 的约束性付款要求是否也适用于不
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一步研究和育种的这类商业化产
品# 进行评估(

第 $%C"CJ项 '66( 关于利益分享的规定是最引人注意的!

也是最具有争议的) 为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相一

致! 第 $%C"CJ项 '66( 创立了一个强制性利益分享方案! 并把

商业化导入!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与

该方案联系起来) 第 $"C& 款规定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将

包括对多边系统材料接受者以及所有的未来接受方都具有约束

力的利益分享要求! 在某些情形下要支付一定份额因商业化导

入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产品的货币利益)

第 $%C"CJ项 '66( 的第一部分列出了这些情形- 当某一接

受者从多边系统接受了材料! 并利用该材料生产了仍是 *粮食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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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某种产品! 然后商业化该产品! 此时

接受者就必须支付 *该产品商业化所得利益的合理份额+) 该要

求应理解为不适用于商业化的产品本身不是某一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情形 '必须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联系起

来解决某些此类产品(! 也不能适用于普通的商业产品或日用品

'如含有小麦的早餐麦片! 而该小麦是由导入从多边系统获取材

料培育的新品种生产的(! 这一点在第 $%C" 款的总括段中已经

表述得很清楚) 但只要新品种导入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 就

可适用于该新品种的种子或其它繁殖材料的商业化! 即植物遗

传资源本身)

但如果开发者不加限制地提供给所有的使用者! 可以利用

该新产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育种! 则不适用付款义务$$$&%

) 此

时! 接受者没有义务做此类付款! 但鼓励接受者付款)

接受者必须进行付款! 引发该义务的是商业化行为! 并不

是申请可能限制进一步获取该产品的知识产权的行为)

尽管第 $%C"CJ项 '66( 的规定是创新性的! 而且十分重要!

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 "条约# 管理机构予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第 $%C"CJ 项 '66( 第二部分的规定! 管理机

构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根据商业惯例确定付款水平! 形式和方

式) 管理机构必须首先做出决定的就是付款的形式! 特别是必

须决定是否根据产品的类型或情形不同采取特许权& 一定百分

比的利润& 一次性大额付款& 还是事后付款. 还必须确定付款

水平! 由于种子部门相对较低的收益率! 可能会建议规定付款

水平的上限! 但如果设定的太低! 结果可能会有损于 "条约#

的实施) 提及商业惯例有助于管理机构做出决策! 管理机构可

能希望掌握大量的信息! 鉴于何谓相关商业惯例可能会有许多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这适用于掺入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产品) 根据第 $"C%CJ 项规定! 接受

者不能以其收到的形式主张限制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



不同的观点)

为了达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 管理机构也可以随时审议

付款水平. 在 "条约# 生效后五年内! 管理机构还可进行评估!

研究约束性付款要求是否可延伸适用于不受限制地进一步提供

产品的情形! 这一规定在用词上是很奇怪的! 但其意图似乎并

不是限制审议第一个五年) 在 "条约# 生效后! 如果育种者利

用从多边系统获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了十年研究!

才创造一个新产品! 在五年框架内评估本利益分享机制的影响

可能就太早了)

还存在许多其它的问题或条约文本中未阐明的模糊之处)

其中之一就是 *这种产品不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一步

研究和育种+ 的精确意思! "条约# 也没有给出决定是否 *这

种产品不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一步研究和育种+ 的标

准! 但谈判中的理解是! 约束性货币利益分享可适用于商业化

产品! 该产品以限制为研究和育种而进一步获取该产品的方式

受到保护! 或在实践上以法律或物理条件限制提供该产品. 也

可适用于其遗传部分或成分具有专利或其它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因为此时也会有类似限制该产品获取的效果)

导入从多边系统获得的& 受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植物育种者权利保护材料的栽培品种! 可以不遵从约束性货币

利益分享规定! 因为该品种是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和育种而自由

获取的) 在某些司法管辖领域内! 专利权并不排除为进一步研

究及育种目的而利用植物遗传材料. 而在另一些司法管辖领域

内! 专利权却排除此类利用! 还不清楚这些专利持有者是否会

正式放弃专利权! 从而规避约束性利益分享的规定) 是否所谓

的 *保护性登记专利+ 'G=154:5634G;5425629( 也符合第 $% 条货

币利益分享要求的例外呢/ 例如! 某人对某一品种或品系获得

专利后! 立即承诺授予任何人自由利用进行研究和育种的许可!

此人是否可以不支付约束性付款/ 合同方法对政府的益处! 就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是从多边系统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个人接受者及利

用者! 需要自己在法律上决定其合同义务! 特别是某些既定情

形下是否选择付款! 但这一点需要管理机构澄清)

第二个潜在的问题是 *商业化+ 的含义) 任何商业化都会

引发货币利益分享! 但这一术语的精确含义是什么/ 义务产生

在产品交易的哪一点上/ 是在提供产品销售时! 还是在接受提

供时! 或者是在产生利润时/ 原则上! 商业化这一术语似乎应

该是指销售结束时. 至于是否需要等到实际产生利润时! 这将

取决于管理机构确定的付款形式)

第三个潜在问题就是什么才构成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

*导入+

!

) 当然有不同的导入方法! 包括传统育种和生物技术方

法! 但本规定的用词暗示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被 *导入+ 进

某一产品! 且该产品中存在获取材料的遗传信息) 但关于导入

的程度又出现了技术问题! 即是否任何材料的导入都充分满足

要求/ 还是导入材料为需要特性所必需的主要部分才满足要求/

或者是参考不同层次的 *导入+ 确定不同的付款水平/

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管理机构仔细考虑)

第 $%C"CJ项 '66( 适用于所有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 包

括了所有从缔约方& 国际农研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获取的附件

一材料) 由于各个国际农研中心都有其独立的法律地位! 都与

管理机构签署了独立的协议! 一个中心从另一个中心获取材料

'与某一缔约方从某一中心获取材料一样( 也就因此而被视为是

从多边系统获取! 也需要签署 "材料转让协定#) 国际农研中心

内部的转让 '如从基因库到育种者或研究人员( 可以视为从多

边系统获取的行为! 也可以不视为从多边系统获取的行为! 实

际上这是从一个 *法人+ 到同一个 *法人+ 的交换) 但国际农

研中心是处于与缔约方完全不同的情形中的! 他们对材料不主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62:1=G1=;5612! 即本项中的用语 *含有+( 的名词形式) ,,,译者注



张所有权! 是受托持有材料! 如果他们商业化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 而该资源是在其基因库材料的基础上培育的! 并以

限制为研究和育种而进一步获取的方式进行保护! 他们是否同

意执行 "条约# 利益分享的规定将引人注目)

1424!各缔约方同意% 多边系统分享的因利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产生的利益% 首先应直接或间接流向

保存并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各国农

民%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与 "条约# 其它条款规定的一样! 第 $%C% 款特别承认农民

的作用并应得到回报) 如同在 " 2国际约定3 商定解释# 中农

民权利所定义的! 设计利益分享并不仅仅是承认过去的贡献!

而且要激励现在和未来的贡献) 因此本款指出多边系统分享的

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产生的利益! 首先应流向保存

并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农民! 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该利益可以直接流向农民! 如通过

直接援助农场管理和保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也可以间

接流向农民! 如通过资助间接惠益农民的项目 '如扩大作物遗

传基础() 尽管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但

用语上并没有排除发达国家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农民分享利益! 尤其是间接利益方面)

1425!管理机构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考虑根据第 1? 条制定

并经商定的融资战略提供特定援助的相关政策和标

准% 以利于为多边系统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多样

性作出重要贡献的或有特殊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保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1426!各缔约方认识到全面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的能力%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全面实施 "全球

行动计划# 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本条以

及根据第 1? 条制定的融资战略的有效落实&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 $%C& 款和第 $%C? 款明确地把利益分享和供资战略!联系

起来) "条约# 创立了供资战略! 为重点活动& 计划与实施计划

筹集资金! 特别是要为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筹集资金)

缔约方明确同意! 考虑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所确定的重点!

在有关国际条约& 国际基金& 国际机构的管理机构内采取必要

的适当措施! 确保可预计协议资金的有效分配得到应有的重视

和关注)

管理机构要对如何使用供资战略筹集到的款项做出决定)

第 $%C? 款还承认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充分实施 "全球行

动计划# 的能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资战略和利益分享的有

效落实) 援助发展中国家落实 "全球行动计划# 的资金条款!

在通过该计划的莱比锡大会上是备受争议的)

尽管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同意! 在修订 "国际约定#

谈判的背景下讨论资金问题!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寻求发达

国家承诺为此目标提供新的资助! 这些承诺远远超过了 "生物

多样性公约# 下的约定) 最终! 莱比锡大会再次确认了新增额

外资助的承诺! 并正如 ""$ 世纪议程#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所述! 明确该承诺下提供的资金应该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落实 "全球行动计划#) "条约# 的供资战略也是落

实这些承诺的一种方式)

本规定还是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 两项公约均限定其供资规定是基

于缔约方落实其承诺的能力! 而 "条约# 中该限制仅仅适用于

缔约方落实 "全球行动计划# 的能力! 但并不是各缔约方应承

担的义务) "条约# 第 $*C&CI 项更广泛地借鉴了 "生物多样性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

$$$?%

"条约# 中文正式文本中译为 *融资战略+)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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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 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用语)

142=!各缔约方应考虑利益分享自愿捐款战略的形式% 受

益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食品加工企业应据

此向多边系统捐款&

本款中缔约方同意将来考虑食品加工企业 *利益分享自愿

捐款战略的形式+! 这是对第 $%C"CJ项 '66( 利益分享自愿安排

的补充! 其根本原因! 就是食品加工企业大多直接受益于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 同样这也与第 $*C&CM项相关联)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五部分

支持成分

!!本部分规定 *支持成分+! 即 "全球行动计划#& 国际农研

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国际植物遗传资

源网络&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 *支持成分+

是指支撑整个 "条约# 的机制! 但在 "条约# 之外还有独立的

机制! 特别是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的作用)

专栏$?! !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与 !全球行动计划"

第一份$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是由粮农组织内的国

际秘书处! 通过国家推动的参与性过程编写的! 评估了植物遗

传多样性' 当地及全球原生境和非原生境管理水平' 植物遗传

资源的保存和利用等状况! 并提交到 $((' 年 ' 月于德国莱比锡

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技术大会#

$全球行动计划% 是一份自愿的' 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是在 $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的基础上制订的! 经过协

商在莱比锡大会上为 $?# 多个国家所通过! 即$莱比锡宣言% #

$全球行动计划% 列举了"# 项商定优先活动领域! 主要分为四

大类& 原生境保存与开发" 非原生境保存" 植物遗传资源利用"

机构与能力建设# $全球行动计划% 是一项滚动计划! 由粮农组

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监督' 审议并更新#

$全球行动计划% 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是&

"

作为粮食安全的基础! 确保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存"

"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特别是在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发展中国家促进开发并减少饥饿"

"

促进公平合理分享因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而产

生的利益! 承认需要合理分享因利用与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发明和习惯及其可持续利用

而产生的利益#

$全球行动计划% 旨在&

"

帮助负责保存与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和

机构确认行动重点"

"

特别加强保存与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以及提高

机构能力的国家计划! 以及区域和国际计划! 包括教育

和培训#

$(() 年粮农组织大会第 "( 届会议批准了 $全球行动计划%#

随着 $条约% 的通过! $全球行动计划% 更为重要了# $条

约% 第 $& 条认为 $全球行动计划% 是 $条约% 的重要支持成

分! 并号召缔约方 +应该, 促进 $全球行动计划% 的有效实

施! 包括通过国家行动并酌情通过国际合作提供一个协调一致

的框架! 特别是对于能力建设' 技术转让和信息交流#

第 15 条!全球行动计划

鉴于滚动式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
全球行动计划" 对本 !条约" 十分重要# 各缔约方将促进
其有效实施# 包括通过国家行动并酌情通过国际合作实施#

以便建立一个尤其有利于能力建设$ 技术转让和信息交流
的协调一致的框架# 同时考虑到第 $% 条的规定(

作为一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工作的自愿国际框

架! "全球行动计划# 鼓励缔约方促进该计划的有效实施 '参见

专栏 $?(! 可通过下述方式实现-

"

国家行动.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适当的国际合作! 为建立能力建设& 技术转让和信息交

流提供一个协调一致的框架)

采取上述方式时! 鼓励缔约方充分考虑第 $% 条的利益分享

规定)

但第 $& 条规定并不具有约束力! "全球行动计划# 被视为

一项国家和国际层次的基本科技行动框架! 特别是针对第 $% 条

利益分享的规定) $((' 年通过第一份 "全球行动计划#! 并认

为 "全球行动计划# 应定期更新! 因此表述为 *滚动式+)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将指导和监督各国实

施 "全球行动计划#! 除了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发布的进

展报告! 还召开了一系列促进 "全球行动计划# 实施的区域和

次区域会议! 这些会议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全系统遗传资

源计划 'U-.Q( 和相关区域农业研究组织共同主办)

专栏 $'! !全球行动计划" 促进机制

自从通过 $全球行动计划% 时起! 在许多领域积累了对实

施 $全球行动计划% 至关重要的大量经验! 包括关于农场管理

植物遗传资源工作' 参与式植物育种' 促进理解当地种子系统

等# 许多国家实施的国家植物遗传资源计划和大多数次区域建

立的网络! 在植物育种和种子部门可持续利用方面! 为利益相

关者参与和集中保存提供了适宜的平台$$$'%

#

在原生境和非原生境保存' 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以及

机构和能力建设方面! 许多利益相关者认为 $全球行动计划%

应提供协调一致的行动! 但该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 原因之一

就是缺乏方便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的有效国际安排#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参见/0W,1OO6>>612 12 -42456:.4>1A=:4>M1=/11J ;2J 09=6:A85A=4! 0/;:686K

5;5629E4:F;26>OM1=5F4BOG84O425;5612 1M5F4-81I;8Q8;2 1M0:5612 M1=5F4,12>4=3;5612 ;2J

UA>5;62;I84̀ 5686L;5612 1MQ8;25-42456:.4>1A=:4>M1=/11J ;2J 09=6:A85A=4! ,-./0R(+#"+

(! P625F .49A8;=U4>>612 '.1O4! ( ;2J $& V$* W:51I4="##"(N



在 $综合病虫害管理全球计划% 中规定的促进机制成功案

例的基础上! 粮农组织创立了一项促进机制! 为进一步落实

$全球行动计划% 开发出更全面综合的整合方法# "##" 年 $# 月!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九届例会收到一项提案! 该提案

+强调应由国家推动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但应更多关注促进

向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提供技

术和资金! 应高度重视强化或建立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的伙

伴关系! 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管理' 植物育种及种子部门' 网络

之间的联系! 并促进与国际组织和捐助者之间的沟通#,

"##% 年 $$ 月!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植物遗传资源工

作组进一步讨论了该提案! 向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报告

时! 工作组把促进机制目标的措辞留给了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委员会! 但同意其运行原则' 活动和运行结构# 促进机制将接

受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及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工

作组的指导! 由粮农组织主办! 并以吸引和容纳其他国际机构

成为合作方的方式! 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合作运转! 其

活动包括提供以下信息&

$* 资金' 技术' 材料的来源和可获取性! 以及信息来源"

"*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 捐赠者和接受者的重点' 作用和条件"

&* 优秀习惯' 标准和程序"

?* 成功案例"

'* 网络"

)* 计划' 承诺' 目标与指标"

** 任何其它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所必需资源的信息#

$$$)%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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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 $# 届会议

上!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审查了技术工作组的提案! 同

意方便机制的目标应为方便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并鼓励为此

而收集技术和筹集资金! 支持方便机制的运行原则' 活动' 运

行结构#

第 16 条!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所属各国际农业研究

中心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非原生境收集品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非原生境重

要收集品! 并与各个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合作开展主要作物改良

计划) 在世界范围内非原生境条件下! 尽管目前国际农研中心

持有的收集品只是维持在 $"Z左右! 但由于其大部分收集品的

特殊结构! 还是保存了相对较高百分比的已知多样性! 平均起

来! 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只占在各个国家的收集品中 $'Z!

而国际农研中心的相对比例是 )%Z

$$$*%

) 另外! 国际农研中心收

集品通常保存完好& 记录完整! 结合这些因素! 对育种者而言

该收集品就成为独特来源并且是非常有用的! 这些收集品得到

广为使用也就不足为奇! 对收集品流出和注入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组织基因库的流动性研究表明! 实际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

基因流通的重要净受益人$$$(%

) 因此!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收

集品! 不仅对其组织内的植物育种者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是

所有国际种质资源保存与管理系统的重要来源)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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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大多数材料都来自于联合行动! 并向国家计划和国

家基因库提供收集品的复制品! 随后的研究成果 '如特性鉴定&

评价数据等( 也向国家计划提供! 以使各国更充分有效地利用

和开发这些资源! 利用这些材料的各国科学家也得到了培训和

资金支持)

各国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获取的材料! 远远超过其单

个国家贡献的材料! 即使是在收集行动的高峰时期! 发展中国

家申请 & 份样品才贡献 $ 份! 近些年来该比例扩大到至少 '# 比

$. 从 $((& 年起! 国际农研中心向发展中国家分发样品的数量!

超过了自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成立以来收集的所有材料

数量)

作为避免国家层次上多样性损失的 *保险策略+! 国际农研

中心收集品服务于各个国家! &# 多个国家受益于从国际农业研

究磋商组织获得材料! 而该材料在其首次提供给国际农研中心

的国家内已经无法获得了)

国际农研中心繁殖并向各国免费提供有价值的改良种质资

源) 每年国际农研中心都向各国的研究计划及其他人发出几十

万份样品及其研究产品) 根据绝对数量! 按与粮农组织的协议

分发的大量改良材料! 远远高于分发的地方品种& 野生近缘种

等) 国际农研中心研究的产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额的经济

利益! 有两个典型案例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 在过去的 %# 年

中! 发展中国家 *?Z的春播面包用小麦和 *'Z的春播硬质小麦

释放品种及其农民种植品种的系谱中! 都有国际玉米小麦改良

中心生产的小麦. 第二! 山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之一! 特

别是对于低收入人群! 但没有几个发展中国家有专门的公共机

构植物育种者研究此作物! 大多数的国家计划! 以及这些计划

服务的几百万农民! 都高度依赖于位于非洲的国际热带农业研

究所 'BB[0( 提供抗病高产的品种)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收集品的法律地位还有些不明确)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年! $" 个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签署了协议! 把其持有

的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品纳入粮农组织的管辖下! 并承认是为国

际共同体的利益而受托持有协议下的收集品! 在 "条约# 谈判

过程中广泛讨论了该收集品的法律地位! 结果形成了第 $? 条专

门用于这些收集品)

一般来说! 第 $? 条要求国际农研中心与管理机构签署协

议! 把他们的非原生境收集品纳入 "条约# 管辖) 由于国际农

研中心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管理体系! 未获得其同意不受

"条约# 规定的约束! 因此为将其收集品纳入 "条约# 范围内!

该协议是必需的) 但他们并不是国家! 因此不能以其自主权利

成为 "条约# 的缔约方) 根据这些协议! 要按标准 "材料转让

协定# 分发落入多边系统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这对缔

约方和国际农研中心而言就很寻常了)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非附件一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也

可以根据不同的 "材料转让协定# 分发 '在目前在用的 "材料

转让协定# 的基础上! 由管理机构修订和通过() 关于未列入附

件一并由国际农研中心在本 "条约# 生效后收集和保存材料!

国际农研中心应当按照与资源的原产国共同商定的条件! 或与

按照 "生物多样性公约# 或其它适用法律得到这些资源的国家

共同商定的条件来提供) "条约# 关于国际农研中心的其它规

定! 与目前生效的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协议条款

是相同的) 关于国际农研中心根据 "条约# 提供材料这一点!

没有特别规定区别对待缔约方和非缔约方)

1621!各缔约方承认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各国际农业研

究中心 '以下简称国际农研中心( 受托持有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对本 "条约#

的重要性& 各缔约方要求各国际农研中心与管理机

构按如下条件就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签订协定$

第 $?C$ 款详细说明了 "条约# 与国际农研中心相关的范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围) 特别是使用了先前与粮农组织签署的关于国际农研中心受

托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协议中同样的词语! 而且要求国际农

研中心与 "条约# 管理机构签署关于上述非原生境收集品的协

议$$"#%

! *要求+ 国际农研中心签署该协议! 是比简单的 *邀请+

更有力的语言. 如果 "条约# 明确宣布国际农研中心的收集品

就是多边系统的一部分! 就会导致代替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的管理! 但 "条约# 并不想这样做) 这样! "条约# 的管辖范

围就有效地扩展到-

"

自从国际农研中心与管理机构签署正式协议之日起! 国

际农研中心 *受托+ 持有的所有材料! 不管其是否属于

列入附件一的作物.

"

"条约# 生效后获取的所有附件一作物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

但 "条约# 关于方便获取和利益分享的规定! 并不适用

于在 "条约# 生效后获得的非附件一作物的材料! 如花生& 大

豆和大多数热带牧草) 如果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成员! 可

以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规定! 在 *事先知情同意+ 和

*共同商定条件+ 的基础上获取此类材料. 如果不是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的缔约国! 就要按其它的双边条件获取) 重要的是!

这并不排除国际农研中心根据与 "条约# 一致的条件获得该类

材料! 而且允许按同样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分发这些材料)

根据国际农研中心如何管理这些资源! 第 $? 条各款规定区分了

附件一与非附件一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本 "条约# 附件一所列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应按照本 "条约# 第四部分的规定提供)

根据本项规定! 国际农研中心应以 "条约# 缔约方同样的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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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供附件一材料! 这些材料构成了国际农研中心持有材料

的大部分! 意思是指处理大多数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种质资源

应与适用于缔约方国家的条件完全相同) 正如本指南其它地方

强调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规定的这些规则还有些模糊! 一旦

为缔约方解决了这些模糊之处! 也就自动地为国际农研中心解

决了)

'7(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而未列入本 "条约# 附件一的以及

由其持有而在本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 应根据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之间的

协定按照现有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规定提供& 管理机

构应按照本 "条约# 的有关条款% 尤其是第 13 条和第

14 条的规定并按照下列条件% 与国际农研中心磋商%

最迟在其第二届例会上对该 "材料转让协定# 进行

修正$

第 $?C$CI项列出了国际农研中心管理和提供 "条约# 生效

前收集的非附件一材料的条件)

"条约# 的意图好像是要求国际农研中心! 大略以管理附件

一材料的方式管理其 *受托+ 持有的非附件一材料) 在本条用

语中! 存在几个差异和可能的模糊之处) 本条要求! "条约# 生

效前收集的非附件一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应按照国际农

研中心目前在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提供! 直到 "条约# 管理

机构修订! 使其反映 "条约# 处理获取和利益分享的规定) *目

前在用+ ':A==4258S62 A>4(

! 意指 "条约# 生效时正在使用! 这

一概括表述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由于获取国际农研中心在

"条约# 生效之前收集的某些材料! 会附加一些条件排除这种处

理方式) 自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效以来! 甚至更早之前!

国际农研中心就与材料所在国在共同商定条件的基础上收集材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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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在此基础上收集的大多数材料是非附件一材料! 用与 "条

约# 一致的方式管理它们不应有问题! 但对于有附加条件的收

集材料就不适用了) 很明显! "条约# 谈判者并不想第 $?C$CI

项否定国际农研中心在收集材料时与各国签订的协议) 因此!

这一问题需要在国际农研中心与 "条约# 管理机构签订的协议

中予以解决! 协议中需要明确- 如果发生据以获得材料的条件

不允许的情形时! 国际农研中心可以根据第 $? 条的规定管理非

附件一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在一些事例中!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附件一的材料上) 通

过 "条约#! 缔约方约束自己提供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材料的方便获取! 但非缔约方并没有承诺他们也这样做!

国际农研中心也不能重新谈判或废除与这些国家签订的协议!

而这些协议中包含关于国际农研中心如何利用或分发这些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

第 $?C$CI项还规定国际农研中心将继续采用其目前在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直到反映 "条约# 有关规定& 并由管理机构

批准的 "材料转让协定# 修订本生效) 第 $?C$CI 项还要求管理

机构最迟应在其第二届会议上完成 "材料转让协定# 的修订)

国际农研中心当前在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含有某些变更!

这些变更是由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 年在其

第九次例会上商定的!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以使其与 "条约#

采用的某些概念相一致! 商定变更获得了所有相关国际农研中

心的同意! 并自 "##% 年 ? 月 $ 日开始采用) 但这些临时性的变

更还不包括第 $%C"CJ项 '66( 关于约束性利益分享的规定)

'$( 各国际农研中心应按照管理机构作出的安排定期向管理

机构通报缔结 "材料转让协定# 的情况)

第 $?C$CI项 '6( 仍然是仅适用于各国际农研中心受托持

有并在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非附件一材料) 各国际农研中心

应定期向管理机构通报其缔结的 "材料转让协定#! 通报中大概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应列出根据 "材料转让协定# 提供材料的接受者! 各国际农研

中心已经例行地保存这些记录! 因此很容易完成这项义务) 应

注意各国际农研中心的义务是通知管理机构关于其缔结的 "材

料转让协定#! 并不需要他们跟踪材料的后续转让 '参见第

$"C%CI项的解释()

'$$( 应根据要求% 向缔约方提供在其领土内原生境条件下

收集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样品% 而不需要

任何 "材料转让协定#)

第 $?C$C'项 '66( 规定遗传资源回复到向国际农研中心提供

材料的缔约方! 不需要 "材料转让协定#) 在国际农研中心与粮

农组织签订的目前协议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 不同的是回归 *提

供该种质资源的国家+! 这不一定就是原生境下收集材料的国家)

在实施这一条中可能会有实际困难!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国

际农研中心并非总是知道哪里是收集材料的原生境) 两份协议

'即 *托管+ 协议和与管理机构签订的新协议( 之间这一差别

的实际影响或许不会是实质性的! 无论如何材料还是可以获取

的! 问题很简单! 就是是否需要 "材料转让协定#) 根据 "条

约# 规定! *回复+ 仅适用于从原生境条件下收集该材料的国

家! 其他缔约方则要根据第 $" 条和第 $% 条的规定! 按照普通的

获取管理规则处理该获取)

'$$$( 上述 "材料转让协定# 给第 1@242<条款提及的机制带

来的收益% 尤其应当用于上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保存及可持续利用% 尤其是用于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 特别是多样性中心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国

家和区域计划)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指09=44O425745H442 5P;O41M,425=46 ;2J 5F4/11J ;2J 09=6:A85A=41=9;26L;5612 1M

5F4̀ 2654J P;5612>'/0W(! >6924J 62 W:51I4=$((&! 见第 $# 条. 全文见 F55G- ++

HHC6==6C1=9+9=:+-.,a1O4+/0WK,425=4Z"#;9=44O425CGJMN,,,译者注



第 $?C$CI项 '666( 预示适用于非附件一材料的 "材料转让

协定#! 在利益分享方面也将包括多边系统中采用的同样规定!

包括根据第 $%C"CJ项 '66( 商业化的货币利益和其它利益) "条

约# 第 $%C% 款规定了分享多边系统下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而产生利益应采用的方式! 这些利益首先应直接或间接

流向保存并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各国农民! 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材料转让协定# 适用

于非附件一材料而产生的利益! 是不属于多边系统的! 因此也

就不在第 $%C% 款的一般规定之内! 利用这些收益的方式需要做

出明确规定)

第 $?C$CI项 '666( 指出! 因 "材料转让协定# 而产生的利

益! 应特别用于上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

用! 尤其是用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特别是多样性中

心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级和区域级计划! 换句话说! 如果种

质资源接受者以某种方式利用收到的材料! 并启动了 "材料转

让协定# 的利益分享条款! 产生的资金就应直接流向发展中国

家此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 这暗示

着需要保存某些关于资源繁殖及其投入使用的专门记录) 应注

意第 $?C$CI项 '666( 使用了 *尤其是+ 这一词语! 表明产生利

益的应用重点! 并不完全排除其它用途)

'$;( 各国际农研中心应按照其能力采取适当措施% 切实遵

守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件% 并应将不遵守的情况及

时通知管理机构&

第 $?C$CI 项 '63( 针对国际农研中心遵守 "材料转让协

定# 条件的义务问题) 第 $?C$CI 项 '63( 仅适用于非附件一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与粮农组织和各国际农研中心签订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5F4Q-./062 eA4>5612! 即非附件一并在本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 ,,,译者

注



的协议实质上是一致的) 在与粮农组织的当前协议中! 不要求

国际农研中心通过求助于法律行动监督遵守和执行遵守) 这一

问题已经由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代表各国际

农研中心( 向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汇报签署托管协议时

提交的联合声明! 以及在后来实施的条约中澄清了)

$$"$%

采用 *坚持+ 'O;625;62(

! 而不是 *保证+ '42>A=4(! 表

明各国不期望国际农研中心保证遵守! 各国只是期望各国际农

研中心根据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恰当地分发材料! 按照其能

力采取适当措施达成遵守! 并在其注意到不遵守时报告该情况)

还应注意第 $"C? 款要求缔约方应在其国家法律体系内! 根

据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件为不遵守提供追索程序)

'.( 各国际农研中心承认% 在遵守本 "条约# 规定的情况

下% 管理机构有权对它们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提供

政策指导&

'/( 保存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的科学技术设施仍由各国际

农研中心管辖% 它们承诺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 尤其

是按照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核准的

"基因库标准# 管理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

')( 经国际农研中心提出要求% 秘书应尽力提供适当的技

术支持&

'<( 秘书有权随时进入上述设施% 并有权视察利用这些设施

开展的与保存和交换本条所涉及的材料直接有关的所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

参见.4G1=51M5F4/6=>5TX5=;1=J62;=SU4>>612 1M5F4,1OO6>>612 12 Q8;25-4245K

6:.4>1A=:4>! P134OI4=$((&! G;=;C%) '5F454X51M5F4M6=>5@1625U5;54O4256>=4G=1JA:4J 62

J1:AO425,Q-.TX$+(&+B2MC?+0JJC$(. ;2J Q=19=4>>.4G1=512 5F4B254=2;5612;8P45H1=̂

1M&B9!$% ,1884:5612>A2J4=5F40A>G6:4>1M/0W! G=4>4254J 515F4T69F5F .49A8;=U4>>612 1M

5F4,1OO6>>612 12 -42456:.4>1A=:4>M1=/11J ;2J 09=6:A85A=462 0G=68$(((! J1:AO425

,-./0R*+((+)N

"条约# 中文文本译为 *切实+) ,,,译者注



有活动&

'(( 如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的有序保管受

到任何事件的阻碍或威胁% 包括不可抗力的阻碍或威

胁% 经所在国批准后% 秘书应尽量协助进行撤出或

转移&

第 $?C$C:项到 9项适用于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并为 "条

约# 所涵括的所有材料! 其中的每一项在与粮农组织的当前协

议中都有规定) 确实这些协议中的用语在起草 "条约# 本部分

时是作为基础的! 为容易比较! 下表中列出了上述每一项的相

关参考条款-

"条约# 文本 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协议中的相应条款

第 $?C$C:项 第 ' 条

第 $?C$CJ 项 第 & 条;项和第 ? 条;项

第 $?C$C4项 第 ? 条 I 项和第 ) 条 I 项

第 $?C$CM项 第 & 条 I 项

第 $?C$C9项 第 ? 条:项

!!与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之间的协议相比! 上

述各款项有最明显用语变化的是第 $?C$C:项- 在协议中提及!

国际农研中心承认粮农组织及其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为

国际网络 *制订政策+ 的权威! "条约# 则更精确地提到管理

机构对其持有 "条约# 涵括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提供政策指

导+ 的权威) 在实践上! 也很难想像国际农研中心会不遵从管

理机构的指导)

但实际上! "条约# 用语和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

织协议用语的差异大多是表面上的! 国际农研中心表明他们将

继续欢迎各国政府的建议! 集中通过管理机构& 粮农组织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转达! 并遵从其指导)

实践上! 各国际农研中心偶尔也会就特定问题寻求此类指

导! 如解释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协议中的 *种质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资源及相关信息+ 这一用语)

1623!各缔约方同意% 向那些根据按本 "条约# 已与管理

机构签署协定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国际农研中

心提供方便获取多边系统内列入附件一的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机会& 这些中心将列入由秘书持

有的一份名单中% 并应要求提供给缔约方&

第 $?C" 款规定! 缔约方应向各国际农研中心 *互惠+ 提供

附件一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方便获取+) *方便获取+

一词用来描述缔约方按要求互相提供! 因此本款规定! 向国际

农研中心提供获取! 也要按 "条约# 规定的缔约方政府间同样

的安排! 这将方便各中心的收集工作)

1624!对未列入附件一并由国际农研中心在本 "条约# 生

效后收集和保存的材料% 提供获取机会的条件应当

与接收材料的国际农研中心同这些资源的原产国共

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或与这些中心同按照 "生物

多样性公约# 或其他适用法律得到这些资源的国家

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第 $?C% 款表述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内的现有政策! 即

国际农研中心现在应根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条款! 在 *事

先知情同意+ 的条件下按 *共同商定条件+ 或其它适用的法律

获取新材料! 而且该类材料的后续分发也要遵循获取时商定的

条件! 本款要求各国际农研中心要继续观察这一实践做法) 本

方法也适用于过去在特定条件下收集的附件一材料! 特别是如

果该材料是从 "条约# 的非缔约方获取的) 应注意 *这些资源

的原产国+ 是不同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用语的)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第 $? 条提到- 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 是指该国是该资

源原产国或按照 "生物多样性公约# 取得该资源的缔约国)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1625!鼓励缔约方按相互商定的条件% 向已经与管理机构签订

协定的国际农研中心提供机会% 使其能够获得未列入附

件一而对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各国际农研中心的计划

和活动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C& 款为各国际农研中心提供了一个工具! 各缔约方不

能利用此工具) 本款含蓄地承认各国际农研中心研究非附件一

作物的重要性! 鼓励缔约方提供此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获取) 因一些对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

并没有列入附件一! 本款为各国际农研中心研究此类作物提供

支持. 可能各国际农研中心应向管理机构报告其获取非附件一

材料的经验! 这将进一步促进鼓励遵守本款规定)

1626!为实现本条目的% 管理机构还将力求与其他有关国

际机构签订协定&

第 $?C? 款简要陈述管理机构可以依据第 $? 条与其他机构签

订协定)

但关于 *相关国际机构+ 的构成! 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可能该用

语故意留下空白! 借以让任何拥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的

机构都可以签订协定! 例如热带农业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 ',0[BT()

专栏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B0[(

哥伦比亚!卡利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根据,-B0.网站资料更新! 参见 F55G- ++HHHN:96;=N1=9+:4254=>+62J4XNF5K

O8! "#$$ R& R$#)

因各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邮箱都已经发生了变更! 改为统一使用 ,-B0.的邮

箱! 故本专栏中未再列明各国际农研中心的邮箱! 而是列明各中心的网址! 如有需

要可以从各中心的网址上查知)

国家农业研究国际服务中心 'BUP0.( 于 "##&年 %月 %$日关闭! 其主要研究转移至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B/Q.B(!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下设BUP0.分部) ,,,译者注



HHHN:6;5N:96;=N1=9

开展拉丁美洲豆类' 木薯' 热带牧草和水稻! 以及美洲热

带山地' 森林边缘和稀树草原潮湿农业生态研究及相关活动#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DEFG(

印度尼西亚!茂物

HHHN:6M1=N:96;=N1=9

开展森林系统和林业的合作研究及相关活动! 特别是针对

热带地区的森林系统和林业! 并促进技术转让' 采用国家开发

的社会组织化新方法#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CDHHIJ(

墨西哥!德斯科科

HHHN:6OOS5N1=9

研究促进发展中国家投入玉米和小麦资源的可持续生产能

力! 特别关注遗传改良#

国际马铃薯中心 'CDK(

秘鲁!利马

HHHN:6G15;51N1=9

协调马铃薯' 甜薯和安第斯山区块根类作物的可持续生产

改良系统! 包括遗传改良的多学科研究与培训#

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DCLGML(

叙利亚 阿勒颇

HHHN6:;=J;N1=9

开展促进西亚和北非农作物与家畜的研究和培训! 包括小

麦' 大麦' 小扁豆' 鹰嘴豆' 蚕豆和牧草的遗传改良#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世界渔业中心 'N+#,/E$-9(

!

马来西亚!槟榔屿

HHHNH1=8JM6>F:4254=N1=9

开展水产养殖和渔业管理科研及相关活动! 帮助解决非洲'

亚洲和南太平洋区域的贫穷' 饥饿和环境退化问题#

世界混农林业中心 'DCGLE(

!

肯尼亚!内罗毕

HHHNH1=8J;9=1M1=4>5=S:425=4N1=9

开展促进农用林业系统的研究与培训! 集中于潮湿热带地

区选择性砍伐和薪柴农业! 以抑制亚潮湿和半干旱非洲地区的

土地退化#

国际半干旱地区热带作物研究中心 'DCGDOLJ(

印度!安德拉邦

HHHN6:=6>;5N1=9

促进半干旱热带地区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研究及相关

活动! 包括高粱' 御谷' 糁子' 鹰嘴豆' 木豆和花生#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DEKGD(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HHHN6MG=6N1=9

在可持续基础上! 研究和传播国家及国际选择性战略和政

策! 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

原名为国际水生资源管理中心 'B,D0.E(! "### 年更改为现名! 并将总从菲

律宾从迁至马来西亚)

原名国际农林研究中心 'B,.0/(! "##" 年更改为现名) ,,,译者注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DNHD(

!

斯里兰卡!巴塔拉姆拉

HHHN6HO6N:96;=N1=9

开展促进发展中国家水资源系统和灌溉管理的研究及相关

活动! 支持各国引入改进技术' 政策和管理方法#

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 'DDJL(

尼日利亚!伊巴丹

HHHN665;N1=9

开展研究和相关活动! 帮助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国家在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高粮食产量! 包括木薯' 玉米' 豇豆'

大豆' 山药' 香蕉和大蕉的遗传改良#

国际家畜研究所 'DPGD(

肯尼亚!内罗毕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HHHN68=6N1=9

提高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场动物健康' 营养和生产能力!

包括特性鉴定和保存热带牧草和牲畜培育的研究及相关活动#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Q$+;)#-$0'(

!

意大利!罗马!玛格利兹

HHHNI6134=>65S6254=2;5612;8N1=9

开展利用和保存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其它活动! 特别

是遗传资源的多样性! 以创造更高产' 有弹性' 可持续的收获!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

原名为国际灌溉管理研究所 'BBEB(! $((* 年更改为现名) ,,,译者注

原为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BQ-.B(! "##' 年与国际香大蕉改良网 'BP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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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类'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受益#

国际水稻研究所 'DGGD(

菲律宾!洛斯巴尼奥斯

HHHN6==6N1=9

开展形成和传播短期与长期环境' 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水稻

知识与技术的研究及相关活动!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家水稻

研究能力#

非洲水稻中心 'NLGML(

贝宁!科托努

HHHNH;=J;N:96;=N1=9

开展促进西非水稻耕作系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研究和相关

活动! 特别是针对红树林沼泽区' 内陆河谷' 高地条件和灌溉

条件下的水稻种植#

第 1= 条!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网络

网络是科技交流& 信息分享& 技术转让& 合作研究! 以及

决定和分担收集& 保存& 分发& 评价和遗传改良等活动责任的

重要平台) 通过在涉及保存& 管理& 开发与利用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部门之间建立联系! 网络可以促进在共同同意基

础上的材料交换! 并可加强种质资源的利用) 另外! 网络还有

助于帮助确定行动重点& 制订政策! 还可提供手段把特定作物

或区域观点转达给各类组织和机构) "全球行动计划# '参见优

先活动领域 $'( 和 "条约# 都承认网络作为实现其目标机制的

重要性! 应注意本条是针对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不是仅针对附件一所列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为此! 本指南强调 "全球行动计划# 中确定的三类网络-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作物网! 区域网和专题网)

作物网,,,作为植物遗传资源网的早期类型! 作物网通常

是面向用户的) 因为植物遗传资源通常是用于提高产量的! 因

此育种者和研究人员在植物资源管理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在利用中保存了种质资源) 虽然种质资源交换是这些网络的一

项重要活动! 但其一般很少关注政策方面) 为当前研究的目的!

种子网络也在本类中阐述! 尽管种子网可能属于专题网络)

"

国际竹藤组织 'BP70.(

"

世界甜菜网 'Y7P(

"

国际椰子遗传资源网 ',W-TP[(

"

国际大麦遗传资源网

"

国际水稻遗传资源网

"

亚洲甘薯遗传资源网 '0PUYT.(

"

处理与储存异储型和中间型热带树种之森林种子研究网

"

全球甘薯试管缓慢生长试验网

区域网,,,从其目标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区域植物遗传

资源网在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和一定程度利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 基因库和植物遗传资源持有者占有核心的地位! 他们主

要倾向于关注保存) 在保存框架内! 这些网络通常解决 "全球

行动计划# 重点强调的问题! 其活动安排可能包括关于遗传资

源收集& 更新&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等广泛的系列活动! 以

及研究& 培训& 支持政府决策和提高公众认知度等) 许多网络

在其文件中明确提到 "全球行动计划#)

"

东南亚区域委员会 '.T,UT0(! 创立于 $()) 年! 包括五

个国家)

"

欧洲作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网 'T,Q+-.(! 创立于 $(*#

年! 该网络完全由其成员国资助)

"

西亚和北非植物遗传资源网 'Y0P0PT[()

"

南亚植物遗传资源协调者网 'U0,()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东亚植物遗传资源网 'T0KPT[()

"

欧洲林业遗传资源计划 'T̀ /W.-TP()

"

东部与南部非洲香蕉研究网 '70.PTU0()

"

西亚与中亚遗传资源网 '-.TPYT,0()

"

中美洲植物遗传资源网 '.TET./B()

"

安第斯山植物遗传资源网 '.T<0./B[()

"

亚马逊河植物遗传资源网 '[.WQg-TP()

"

北美植物遗传资源网 'PW.-TP()

专题网,,,这一类网络包括解决特定主题的广泛安排! 可

以潜在地划分为许多亚类) 某些专题网络! 如西非农耕制度研

究网和安第斯山生态区域可持续发展联盟 ',WP<TU0P(! 重点

关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通常采取综合措施! 把保存和发展

目标结合起来! 重视所有的因素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水平以

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些专题网络则把关注点放

在开发与转让特定的技术上! 如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植物生物

工程技术合作网 '.T<7BW( 和其它有关信息分享的网络. 还有

一些是直接关注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 如南部非

洲植物多样性网) 专题网络有时按地域或区域联系进行划分

'如,WP<TU0P(! 在政策研究和提高公众认知方面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这些网络的背景是多种多样的! 但通常代表民间组织

'如非政府组织()

1=21!将根据现有安排并按照本 "条约# 的条款% 鼓励或

发展在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网络内的现有

合作% 以尽可能全面涵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本款用语表明 "条约# 谈判者的政策决定! 重点是完善现

有网络! 而不是建立一整套全新的网络! 当然这并不排除将来

需要时建立新网络的可能性)

并非所有的网络都是成功的! 影响其效率和效果的因素有-

"

资助,,,通常网络是以项目的形式一般接受 % V& 年时间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的资助! 一般都难再得到后续支持! 有时这会导致项目

一结束网络也就停止活动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 资金供

应困难仍然是长期困扰网络的问题) 项目捐助者资助的

网络可能选择利用项目循环! 自觉地分阶段发展! 网络

在不停地发展! 每隔 % V& 年需要做一次定期内部评估)

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 '0_.<,

!

( 就是按这种方式做

计划的! 因此需要网络能够适时提供影响力的证明) 而

此时对于资助者而言! 揭示网络是否收到资金& 在何条

件下& 为何目标& 可能要多长时间等就是很重要的) 资

助的其它模式包括自筹资金 '如欧洲作物遗传资源合作

计划网() 自筹资金可能仅适用于自然网络! 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其完全自筹资金的潜力是有限的)

"

利益衡平,,,由捐助者控制或者集中化管理的网络! 意

味着有意参加网络者在网络活动中没有什么发言权! 因

此必须注意要鉴别符合目标的利益相关者和受益人! 确

保他们在网络发展方向上有一定的发言权! 并确保其有

权监督和评价. 而提供资金的投入者在网络发展方向上

有很大的发言权) 对于这一趋势的平衡! 应从成员所有

权的角度来理解其重要性! 其成员具有较强所有权感觉

的网络! 通过其成员及时捐助并提供资金! 其生存通常

面临资金限制) 同样! 衡平公共& 私人和民间部门的参

与应该保持与网络的目标相一致)

"

管理,,,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网络管理对其有

效性都是至为重要的) 具有明确比较利益的一个主要国

家或主要机构可以为网络提供较好的管理! 重要问题由

集体做出决定! 如未来战略& 工作计划和预算等! 也是

非常重要的- 如包括所有网络成员的经常性执行委员会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现更名为世界蔬菜中心) ,,,译者注



会议! 可以对网络活动和资金分配做出集体决定! 经常

性技术合作会议在制订工作计划和提交报批预算方面也

很重要)

"

明确焦点和计划,,,某些网络是以大量的承诺启动的!

但缺乏希望达到目标的明确定义) 如果没有明确定义目

标! 也就不可能确保希望这一目标的参与者加入进来)

为制订动态& 可监控的计划! 网络就必须有一个特定的

可实现目标! 以确保参与者可以朝同一目标努力! 并因

此而增进良好参与和主人翁感)

"

共同利益的认知,,,网络成员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并由

所有成员共同实现该利益! 对于全体利益相关者努力支

持互补是必需的! 所有成员都需要明白这一点! 他们的

集体努力将实现更高效利用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

所有权,,,网络的所有权通常是通过参与重要决策确定

的! 特别是与捐助资金有关的决策) 所有权是与这些重

要问题密切相连的! 即目标的明确性& 参与网络的水平&

深度分析哪些因素需要与网络参与者进一步沟通等问题)

"

适应性,,,网络组织在回应各种各样的影响要素中发展)

网络需要适应可持续发展! 需要为变化和变革做出计划&

监控其活动并评估其目标)

为强化网络及其在实施 "条约# 中的作用! 推荐下列措施-

"

鼓励各国完善网络编目! 包括相关专题网络和面向原生

境网络的编目.

"

核准现存网络对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和 "条约# 贡献

的进一步评估! 包括- 有效性! 可能通过加强次区域层

次网络问题检查. 网络的功能. 在不同的保存与可持续

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小组之间! 网络能够提供

或可能潜在提供的沟通与协同. 进一步审查在不同类型

相关网络之间的联系与协调! 这既包括国家和区域内部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的网络! 也包括他们之间的网络.

"

同意在网络合作中进一步开发网络内部评估框架! 包括

确定网络 *典型+ 和描述不同类型网络的案例研究.

"

批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与生物圈计划# 正式

合作)

专栏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网

+网络, 可能是指在人' 机构和国家之间众多不同的管理!

既有正式的! 也有非正式的! 农业研究网络有许多解释! 但这

些解释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原则&

"

成员自愿"

"

共同目标! 针对个人或某一机构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

"

+多边, 交换 )研究成果' 材料' 信息和技术*"

"

参与管理"

"

通过合作惠益成员#

但除了这些共同特征之外! 有益于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网络在许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如在其

成员权' 目标' 运行方式' 供资与组织结构等# 应考虑的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网络运转的级别层次! 这可能不仅取决于网络的

发展年限及其组织的发展阶段! 也取决于其功能# 例如! 粮农

组织支持下的国际非原生境保存网! 肯定是一个高级的正式网

络! 尽管没有正式地位! 但按既定技术目标工作的科学家工作

组还是能使网络有效运转多年#

网络有能力以如下方式为实施 $条约% 做出贡献&

"

原生境保存(((许多区域植物遗传资源网和面向原生境

的网络! 如保存生物圈的人类与生物圈世界网! 都是针

对原生境保存的# 通过促进可持续农业实践和更加多样

性的农业生态系统! 关注农业生态和社区发展的专题网

络也会做出贡献! 一些区域网和作物网也专注于原生境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保存# 总之! 这些不同类型网络之间的联系! 似乎为进

一步改善原生境保存留下了大量空间#

"

非原生境保存(((粮农组织支持下的国际非原生境保存

网! 包括各国际农研中心和椰子资源网! 是针对植物遗

传资源非原生境保存的" 许多作物网也密切联系并提供

全球视野的非原生境保存! 为新材料的测试和进一步开

发提供了一种机制" 区域植物遗传资源网! 通常是把管

理大量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的伙伴联系起来!

也为植物遗传资源的非原生境保存做出了贡献" 尽管

$全球行动计划% 指出! 国际植物园需要强化实施! 但其

在保存作物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承认#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作物网通常更加关注

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 合作测试与开发改良品种! 这有

助于作物遗传改良和扩大作物遗传基础# 虽然作物开发

)育种* 与保存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 但还是不能

承认作物网的存在即意味着有助于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作

物基因源# 区域植物遗传资源网以及未充分利用作物和

药用物种网! 有助于促进开发和商业化未充分利用作物

和物种! 以及为当地品种和 +多样性丰富的, 产品开发

新的市场# 另外! 在支持种子生产和种子流通方面! 种

子网络也是很重要的#

"

信息交流(((是所有网络的一项重要功能! 应承认协调

数据库和信息系统以及增强电子通讯能力是主要重点#

在信息交流方面! 连接网络参与者活动的全球和区域典

型网络有& 全系统遗传资源信息网 )UBP-T.*' 世界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统' 欧洲主要作物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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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各缔约方将酌情鼓励所有有关机构% 包括政府! 私人!

非政府! 研究! 育种和其他机构% 参加这些国际网络&

与第 $'C$款陈述的一样! 本款规定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完全

涵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这就需要如上所列的各类参与者)

虽然没有强加预定义务! 但给缔约方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去

决定何谓 *鼓励+) 无论如何! 在建立强有力的综合网络方面!

这一款承认 "条约# 缔约方的作用)

第 1> 条!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一个有效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 以可

持续利用的方式既在原生境也在非原生境保存! 这是 "条约#

的一个必要支持成分) 当前! 世界上许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记录文件不充分或很差! 以至于无法知道该如何最佳保

存& 获取和利用这些资源! 尤其是缺乏位于原生境的作物野生

近缘种和农场遗传资源的记录文件! 而且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

也不通畅) 植物遗传资源的正确编目和这些资源的信息交流!

不仅可用于帮助保存! 还可以指导与帮助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利用并增加其价值) 最有效的信息收集和交流方式! 就

是通过国家间的网络合作)

第 $%C" 款指出! 因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而产生的

利益! 应通过信息交流机制公平合理地分享! 在其基础上! 第

$) 条规定建立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1>21!各缔约方将在现有信息系统基础上建立和加强全球

信息系统% 以促进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

的科学技术信息和环境信息的交流% 期望这种信息

交流通过使所有缔约方获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信息而有利于利益分享& 在建立全球信息系统

时% 将寻求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交流机制合作&

第 $)C$ 款要求缔约方建立和加强全球信息系统! 以促进与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科学技术信息和环境信息的交

流! 期望这种信息交流有利于利益分享)

虽然 "条约# 没有规定什么实质内容! 第 $%C"C;项还是指

出全球信息系统将涵盖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信息! 包括 *目录和清单& 技术信息& 科技及社会经济研究成

果 '如特性鉴定& 评价和利用信息(+)

*建立和加强+ 全球信息系统应在现有信息系统的基础上)

一个现存的系统! 就是由粮农组织建立的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统. 其它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数据库!

是由其他国际组织& 区域组织和国家机构运行的! 如国际农业研

究磋商组织的全系统遗传资源信息网 'UBP-T.! 参见专栏 $(()

本条还明确地链接到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建立的

交换所机制! 在生物多样性工作方面! 该机制旨在确保所有政

府都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和技术! 其使命为- 在国家内部与国

家之间促进和方便科技合作. 为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流与整合建

立全球机制. 建立必需的人力和技术网络)

1>23!根据缔约方的通知% 发出威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有效保存的险情预警% 以便保护这些材料&

第 $)C" 款指出全球信息系统也应根据缔约方的通知提供预

警! 警示提防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效保存的威胁)

目前由粮农组织建立的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

与预警系统! 已经包括一个初步的遗传侵蚀预警系统! 其包含

信息的范围正扩展到包括粮农组织在 "# 世纪 )# 年代建立的种子

信息系统& 监控植物遗传侵蚀预警系统 '目前正在设计阶段(

等 '参见专栏 $(()

1>24!各缔约方应与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合

作% 对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进行定期评

估% 以更新第 15条中提及的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第一份 "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参见专栏 $?(! 是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通过国家推动的参与性过程! 由粮农组织内的国际秘书处编写

的) 该报告评估了植物遗传多样性的状况& 当地和全球原生境

与非原生境管理的能力&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利用等! 并提

交 $((' 年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技术大会) 该报告是

编制莱比锡大会批准的 "全球行动计划# 的科技基础) 第 $)C%

款还指出将来更新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应遵循类似的程序)

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本身就是 "条约# 的必要支持成

分! 为国家和国际行动提供了一份商定的技术框架. 也是所有

国家合作努力的结果! 以高度参与的方式把所有国家提交的材

料整合在一起! 而且第 $)C% 款寻求确保继续这一合作) 因为

"全球行动计划# 是 "条约# 的一个支持成分! 并不是 "条约#

的内在成分! 更新编制 "全球行动计划# 的义务不属于管理机

构! 而是属于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所以要求

缔约方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合作! 以确保更新过程仍

然保持与 "条约# 管理机构充分协调)

专栏 $(!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统

&YBTYU'

!! $条约% 第 $) 条要求缔约方合作! 建立和加强全球信息系

统! 作为 $条约% 的支持成分之一! 并规定应发出威胁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效保存的险情预警# 粮农组织建立了世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统! 作为一个世界范围

的' 有助于在成员国间信息交流的动态机制! 收集' 发布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 并作为帮助定期评估世界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的工具# 该系统是与 $国际约定% 第 )C$C4

项和M项保持一致! 并按照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现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的建议建立的#

目前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与预警系统由下列

部分组成&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

许多关系型数据库! 由成员国直接提供的数据和数据对

比活动而形成! 包括&

国别概况数据库"

非原生境收集品数据库! 包含由 $?## 多个国家' 区域

或国际基因库报告的持有植物遗传资源摘要记录 )$C*

万多物种! ?## 多万份收藏品*"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与种子法律法规数据库 ))#

个国家*"

世界种子源清单数据库 )$?# 个国家提供大约 *###

条*"

作物栽培品种清单数据库 )$"&( 个栽培作物! 大约

'?### 个栽培品种*"

"

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交流国家联系点网!

由各国政府官方指定"

"

与下列事项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信息库指南&

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交流网的活动"

遗传侵蚀预警系统"

$全球行动计划%

计算机化链接大量的国家与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数据库! 提供关于其活动和收集品的信息#

系统包括的信息范围! 目前正在扩展到包括粮农组织在 "#

世纪 )# 年代建立的种子信息系统' 监控植物遗传侵蚀预警

系统#

其它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数据库! 是由其它国际组

织' 区域组织和国家机构运行的! 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

全系统遗传资源信息网! 正计划在现在的数据库间加强链接#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六部分

财务规定

第 1? 条!资!金

为实施本 "条约#! 本条规定缔约方应落实供资战略! 应重

点注意供资战略并非是实际的资金或财务机制 '尽管在第 $( 条

设计建立 *适当的机制! 如信托基金账户以接收资金+(! 但这

些规定完全不同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建立的财务机

制! 也不与该机制有任何联系 '现在已经永久地赋予全球环境

基金承担该职能(. 也不同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 本

条并没有给缔约方增加提供新的资金的义务) 供资战略更像是

一个商定的战略! 主要从现有资源& 通过现存渠道筹集资金!

当然也包括 "条约# 本身提供的资金! 如第 $%C"CJ 项 '66( 规

定的约束性付款和自愿性付款)

1?21!各缔约方承诺按照本条的规定% 落实融资战略% 以

便实施本 "条约#&

!

第 $*C$ 款要求缔约方落实供资战略以实施本 "条约#) 第

$( 条规定! 实际通过和定期审议供资战略是管理机构的一项职

责. 本款指出! 管理机构一旦通过供资战略! 则缔约方应各自

和联合承诺落实) 正如我们所预计的! 这可能需要在其它的供

资论坛上启动! 以确保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与可持

续利用! 这也包括合作建立和运转其它供资机制! 如全球作物

?($第六部分!财务规定!

!

MA2J629>5=;549S! 在 "条约# 第 $(C$C:项中译为 *供资战略+! 各届管理机构

会议文件中文文本中亦译为 *供资战略+) ,,,译者注



多样性信托基金 '参见专栏 "#()

1?23!融资战略的目标是为开展本 "条约# 规定的活动而

增加资金的数量% 提高资金透明度! 效率及效益&

除了增加资金的数量! 本款还明确供资战略必须寻求提高

资金的透明度& 效率和效益) 透明度是指资金的提供和分配机

制不应秘密操作! 而是要以透明和可解释的方式做出供资决定!

这是为各国所关心的. 效率和效益是指资金的提供及其利用)

资金应该用于开展 "条约# 规定的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活动明显包括 "条约# 第 ?& '& )& *& $&& $' 条和第 $)

条规定的活动! 尽管 "条约# 的支持成分也以这些活动为目标!

但管理机构应进行平衡)

1?24!为了给重点活动和计划% 尤其是给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的重点活动和计划筹集资金% 并同时考

虑到 "全球行动计划#% 管理机构应定期确定筹资

指标&

如上所述! 管理机构要根据第 $( 条通过供资战略! 本款则

明确管理机构还要定期确定供资战略的筹资指标) "条约# 没有

特别详细说明该指标的标准! 但要求管理机构决策时要考虑滚

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即必须要重视 "全球行动计划# 确定

的优先活动领域. 提及 "全球行动计划#! 也肯定是因为预想到

缔约方希望定期修订的 "全球行动计划# 可以为供资决定提供

商定的科学技术框架 '在植物遗传资源保存与可持续利用方面!

"全球行动计划# 也确实为其他国家和国际行动提供了框架()

1?25!依照这一融资战略$

'&( 各缔约方应在有关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构的管理机构

内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确保对实施本 "条约# 的各

项计划的可预计协议资金的有效分配得到应有的重视

和关注&

第 $*C&C;项责成缔约方要在 *有关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构+ 内积极寻求支持! 以确保在这些机构的论坛中 *可预计协

议资金的有效分配+ 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第 $*C&C;项并没

有明确何谓 *有关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构+! 但可能包括全球环

境基金&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和

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 现在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永久财务机

制! 特别把农业生物多样性列为一项关注领域! 但其用于生物

多样性项目的资金必须符合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国大会制

订的指南) 为响应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国大会的决议! 全

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最近的决定要求! 在全球环境基金执行的关

于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对农业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计划中! 应

直接参考修订的 "国际约定# '即 "条约#( 和 "全球行动计

划#! 并注意与粮农组织和农业领域的其他机构合作的重要性)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是为支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非原生境收集品提供捐款和其它资金而设立的) 其他

*有关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构+ 大概包括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

织! "条约# 强调了其活动的重要性 '特别是第 $? 条(. 以及世

界银行& 区域开发银行等)

采用 *商定 ';9=44J(+

! 和 *可预计 ' G=4J6:5;I84(+ 两个

术语! 意思是指接受国和供资机制之间应该协商确定资助! 以

可预计方式分配资金! 以允许接受者根据资金支付期间 '即一

年一次付款& 两年一次付款等( 制订资金支出分配计划)

应重点注意缔约方承担的义务并不是要确保可预计协议资

金的有效分配! 只是有义务确保对分配该资金予以 *应有的重

视和关注+! 谈判者很明确他们不想再进一步约束自己! 因为各

国在决定各自的相应重点和预算分配方面都想实施自己的管理)

但是! 这的确意味着 "条约# 缔约方自己同意! 确保对 "条

)($第六部分!财务规定!

!

"条约# 中文文本第 $*C&C;项中译为 *协议+) ,,,译者注



约# 的资助未被合适的资助机构所忽略! 而且 "条约# 活动得

到适当重视)

'7(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有效履行其

在本 "条约# 中承诺的程度% 取决于资金的有效提供%

尤其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否有效地提供本条提及

的资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

其本身的计划中% 要充分重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方面的能力建设&

第 $*C&CI项借鉴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的规定)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 发展中国家请求承诺提供新的额外

资金! 以使发展中国家能支付它们因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

义务采取执行措施而产生的全部商定增加费用! 并从 "生物多

样性公约# 的规定中受益) 在 "条约# 第 $*C&CI 项中提到! 发

达国家要通过第 $*C&C;项中提及的机制及其双边和区域援助计

划! 特别在筹集资金方面努力.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转型国家也应在其计划中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能

力建设予以应有的重视) 这样! 本条就强化了第 ?& '& ) 条和

第 $%C"C:项设定的承诺)

'.( 发达国家缔约方也通过双边! 区域和多边渠道为实施

本 "条约# 提供资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

国家缔约方通过这些渠道利用这种资金& 这些渠道应

包括第 1@24<条款提及的机制&

第 $*C&C:项用语表述是描述性的! 并不是一项承诺! 因此

第 $*C&C:项规定的效果是! 重点强调现在和未来双边& 区域和

多边渠道的资金援助流动! 构成供资战略的一部分! 这也包括

管理机构将根据第 $(C%CM项条款设立的 *适当的机制+! 为实施

"条约# 而接收该机制获得的资金! 当然包括根据第 $%C"CJ 项

'66( 规定的因商业化而产生的货币和其它利益! 以及第 $%C' 款

规定的自愿捐款)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各缔约方均同意按照本国能力和资金情况% 在各国开

展国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

面的活动并为此提供资金& 提供的资金不得用于与本

"条约# 不一致的目的% 在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领域

尤其不得如此)

第 $*C&CJ项指出! 各缔约方应开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国家活动! 并负责为这些活动提供

资金) 国家活动主要是指第 ?& '& ) 条列举的活动! 但作为其

自己开展的国家活动! 本条款用语并没有限制这些活动! 很明

确这也正是本条所要表达的意思! 因此本段是支持第 ?& '& )

条中的义务的) 第 $*C&CJ项此处承担的义务也是有保留的! 即

并不是指 "条约# 规定的所有国家活动! 而只是指国家自主开

展的活动! 还通过修饰语 *按照本国能力和资金情况+ 进一步

进行了限制! 即缔约方有义务开展国家活动! 但只是在其国家

科技& 资金和人力所能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然而! 根据该修饰

语! 各缔约方必须尽最大努力实现设定的目标) 第 $*C&CJ 项是

在 *资金+ 标题下的! 因此其重点也就落在各缔约方为其本国

活动提供资金的义务上)

第 $*C&CJ项最后一句指出提供的资金不得用于与本 "条

约# 不一致的目的! 在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领域尤其不得如

此) 这一句意在禁止缔约方对农业提供补贴和其它支持措施!

这些措施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执行 "条约#! 而是为补贴农业生

产! 特别是补贴农业出口! 这就扭曲了贸易模式) 本条款规定

也与第 'C"C;项表述的类似告诫相呼应! 即 *公平农业政策+)

')( 各缔约方同意第 14232/条款产生的资金收益属于融资

战略的一部分&

如上所释! 第 $%C"CJ项规定了多边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商业化利益的分享! 与所希望的一样! 该机制产生的

利益构成供资战略的一部分) 应注意! 虽然资金收益主要是指

(($第六部分!财务规定!



第 $%C"CJ项 '66( 规定的约束性和自愿性付款! 但第 $*C&C4项

提及的是第 $%C"CJ项的全部规定)

'<( 各缔约方! 私营部门 '考虑到第 14 条的规定(! 非政

府组织及其他资助者也可以自愿捐款& 各缔约方认为%

管理机构应考虑促进这类捐款的战略的方式&

自愿捐款应包括-

"

与材料商业利益分享有关的捐款! 此时该材料可不受限

制地提供他人用作进一步研究和育种 '参见第 $%C"CJ

项(.

"

食品加工企业的自愿捐款 '参见第 $%C' 款(.

"

其它自愿捐款)

管理机构应考虑如何促进这些自愿捐款)

1?26!各缔约方同意% 实施为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

达国家的农民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保存和持续利

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商定的计划% 将列为

重点&

建立在第 $*C% 款的基础上! 本款指出- 为保存与持续利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农民而商定的计划将列为实施重点!

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农民而商

定的计划) 注意这一资助重点与第 $%C% 款 '关于利用多边系统

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利益之分享的规定( 是一

致的)

与 "条约# 其它条款相一致! 在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 第 $*C? 款承认农民的贡献! 并应促进

和支持农民的未来贡献) 提到 *商定的+ 计划! 可能是指在接

受国同意和农民与育种者的充分参与下协商确定的计划! 也可

能会部分地倾向于参考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规定的商定

计划)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专栏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条约% 第 ?C$C4项规定! 缔约方应为促进建立有效' 可持

续的非原生境保存系统酌情进行合作! 第 $* 条则规定实施 $条

约% 的供资战略# $全球行动计划% 优先活动领域 ?! 特别要求

为可持续保存非原生境收集品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

作为落实上述规定的一个步骤! 粮农组织' 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组织各国际农研中心! 特别是通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促进设立一个捐献基金! 即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为支持长

期保存非原生境种质资源永久提供资金! 并确保对全球粮食安全

和可持续农业最重要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获取# 基金特别支

持维护符合条件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以满足管理和获取

的商定标准! 并支持收集品的更新! 以及支持维护该收集品所必

需的服务提供者! 以使他们符合接受补助金的条件! 旨在根据

$全球行动计划% 促进一个有效面向目标的! 经济上高效且可持

续的全球非原生境系统# 基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基金而设立

的! 有其自己的执行委员会! 但其将在 $条约% 的框架内运转!

构成 $条约% 供资战略的一项主要成分! 并接受 $条约% 管理机

构的综合政策指导# 执行委员会由 $条约% 管理机构和基金捐赠

人 )捐赠方理事会*' 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指定的

人员构成! 捐赠方理事会负责资金管理' 监督基金的活动! 可能

基金与 $条约% 管理机构会签订关系协定#

!

$设立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的协议% 已经于 "##& 年 $#

月 "$ 日生效! 因此基金已经正式成立! 实际上已经开始支付基

金# $条约% 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尚未召开! 执行委员会的功能

暂由知名专家临时小组执行#

$#"第六部分!财务规定!

!

管理机构已经与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于 "##' 年 ' 月 $' 日签署关系协

定) ,,,译者注



第七部分

机构条款

第 1@ 条!管理机构

本条基本上是自我解释性的! 设立了 "条约# 的最高机

构,,,管理机构! 该机构由 "条约# 的所有缔约方组成! 观察

员及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出席管理机构的会议! 其基本功能是掌

控和监督 "条约# 实施的全部过程! 并进一步发展 "条约#)

由于 "条约# 的某些问题! 特别是关于多边系统的运行问题还

没有完全解决! 管理机构的决策角色也就特别重要)

1@21!兹设立本 "条约# 的管理机构% 它由所有缔约方

组成&

管理机构由所有缔约方组成) "条约# 中没有规定建立有限

成员的执行机构在休会期间指导 "条约# 实施! 尽管在一定程度

上根据第 $(C$$款规定设立的主席团可以执行此任务) 管理机构

还要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做出下列重要决策-

"

为商业化确定付款水平& 形式和方式 '第 $%C"CJ 项

'66((.

"

考虑根据第 $* 条建立的相关政策和标准! 为制定并经商

定的供资战略提供特定援助 '第 $%C& 款(.

"

通过实施本 "条约# 的供资战略 '第 $(C%C:项(.

"

考虑和批准有效合作程序及运行机制! 以促进遵守本

"条约# 的规定! 并解决不遵守问题 '第 "$ 条()

既然只有缔约方能够参加第一届会议! 许多国家或许会寻

求加速其批准程序! 以确保其能够有资格参加会议)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1@23!除非经协商一致就某些措施作出决定达成了另一种

方法% 否则管理机构的所有决定应协商一致作出%

但第 34 条和第 35 条中的事项始终需要协商一致&

本款指出管理机构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 并不

是以投票方式做出) 在这一背景下! 协商一致是指做出决定时

没有任何缔约方表示反对该决定! 或拒绝参加一致意见) 实际

上! 这等于给每一个缔约方否定管理机构决定的权利) 实践中!

许多缔约方不会完全满意管理机构可能做出的决定! 但也不想

行使否决权从而阻碍协商一致) 在强调决策时协商一致的一般

要求的同时! 本款还规定管理机构可以用其它的决策方法决定

某些事项! 可能不是协商一致! 而是只要求助于其它决策方法

的决定是协商一致做出的即可) 但这些修改的决策方法不能适

用于通过 "条约# 的修正案 '第 "% 条( 及其附件 '第 "& 条(!

因为这些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协商一致

才能做出)

大多数条约在决策时都寻求促成协商一致) 例如! "条约#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方法是一致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也规定必须协商一致方可通过 "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 而决策

的细则就规定在议事规则中! 该规则包括一些基本原则) 直到

写作本文时! "生物多样性公约# 都已经生效 $% 年了! 而其议

事规则的有些条款仍然悬而未决 '如第 &# 条() 因这些规则的

存在 '尚未通过的括号内文本(!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国大

会对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仍然只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唯一的一项非协商一致机制! 是关于通过

修正案 '第 "( 条( 和附件 '第 %# 条(! 可以通过投票以出席会

议缔约国 "+% 以上的多数做出决定! 但该投票表决对不希望受

其约束的缔约国是没有约束力的 '不批准修正案的国家! 或者

根据第 %# 条提交关于附件的反对声明的国家()

在某些情形下! "条约# 管理机构还可以制订和通过议事规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则! 允许以投票的方式根据多数或超多数做出决定) 但在实践

中! 谈判者总是首先通过协商一致来草拟 "条约#) 由于留待管

理机构做出的决定非常重要! 如果决策事关各缔约方! 所有缔

约方都会出席会议) 在谈判后期! 一些国家试图起草一份总是

需要协商一致方可做出的重要决策的清单! 清单太长了! 最终

只好放弃该努力) 对 "条约# 本身及其附件的修正案! 以及附

件一多边系统所涵盖的作物清单! 特别受到某些国家的关注!

他们希望对该清单的任何变化保留否决权! 以免这些变化会威

胁到整个多边系统的平衡)

在积极方面! 协商一致程序作为一项多边论坛运行的标准

方法! 通常是优先采用的. 因为对某些问题进行投票会让一些

缔约方感到其建议未被倾听! 从而可能引起成员分裂. 达成协

商一致还可以提高组织成员的承诺水平! 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同

意该解决方案. 另外! 缔约方更倾向于实施他们接受的决定!

协商一致会让人更乐于接受! 但达到协商一致的过程需要时间

和自我约束)

1@24!管理机构的职能是% 铭记本 "条约# 的宗旨% 促进

本 "条约# 的全面实施% 特别是$

'&( 提出政策方向和监督指南% 并通过为本 "条约# 的实

施特别是多边系统的运作所必要的建议)

管理机构的一般职能是促进 "条约# 的实施! 本质上是促

进实现其宗旨) 为做到这一点! 需要提供政策方向和指导并通

过有关决议) 既然许多事项! 尤其是关于多边系统运作的事项!

在 "条约# 中还留待解决! 或许近期最重要的事项主要是关于

下述特别问题- 管理机构需要决定第 $%C"CJ 项 '66( 规定的付

款水平& 形式和方式! 以及整个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其它重

要的问题是通过供资战略)

'7( 通过实施本 "条约# 的计划)

'.( 按照第 1? 条的规定% 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并定期审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议实施本 "条约# 的供资战略)

本款 I项无需解释)

根据:项通过 "条约# 供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从

发展中国家对 "条约# 利益分享规定有效性的信心! 而从捐赠

人愿意提供所需资金的角度看更为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 "条

约# 管理机构应根据这一议程在其第一届会议上! 与全球作物

多样性信托基金签订关系协定)

'/( 通过本 "条约# 的预算)

"条约# 的预算或许最初至少是指会议和秘书处的运行

成本)

')( 在具备必要资金的情况下% 考虑并建立可能需要的附

属机构% 而且考虑并确定其各自的职责和组成)

"条约# 本身没有规定设立附属机构! 如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第 "? 条规定设立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事务附属机构! 这

就给管理机构自由决定设立附属机构的权利! 只要管理机构认

为有必要就可以设立! 当然在管理机构做出决定设立任何机构

前! 需要有一份关于获取必要资金的报告)

'<( 必要时建立适当的机制% 如信托基金账户% 以便为实施

本 "条约# 而接收和使用这种机制得到的资金)

M项最接近于 "条约# 将要建立的供资机制! 基本上这可能

会采取在粮农组织 "财务规则# 下建立信托基金账户的形式!

接收第 $%C"CJ项的商业利益分享付款和各类自愿捐款)

'(( 就本 "条约# 涉及的事宜% 包括参与供资战略% 与其

它有关国际组织及条约机构% 尤其是与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缔约方大会建立并保持合作)

管理机构需要与许多其他涉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机构建立关系! 并进行合作! 第 $(C%C( 项挑选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缔约国大会作为一个主要例子) 实际上! "条约# 一开始就

在第 $C" 款明确指出! "条约# 的宗旨只能通过与粮农组织和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密切联系才能得以实现. 也需要和全球作

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建立关系! 因其要求管理机构提供综合政策

指导)

'9( 根据要求% 按照第 "% 条的规定% 审议并通过本 "条

约# 的修正案)

'$( 根据要求% 按照第 "& 条的规定% 审议并通过本 "条

约# 附件的修正案)

通过 "条约# 及其附件的修正案都需要协商一致. 鉴于附

件一所列作物的范围相当有限! 许多国家希望随着 "条约# 的

运作! 应根据 "条约# 的实施经验尽可能扩充其范围! 但协商

一致的要求可能会放慢这一扩充步骤)

'R( 审议尤其是与第 14 条和第 1? 条有关的鼓励自愿捐助的

战略的模式)

鉴于树立对 "条约# 的信心!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心!

依赖于利益分享规定下实现的有效资金流动! 所以审议鼓励自

愿捐款战略的模式将是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

'S( 行使实现本 "条约# 宗旨可能需要的其它职能)

这是在大多数国际协议中都会有的一个标准的兜底条款)

"条约# 的许多条款都允许管理机构采取特别行动! 而第 $( 条

除了这一总括性规定外! 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权力! 这些条款为-

"

第 1125 款,,,规定由管理机构内置式回顾! 评估鼓励各

缔约国管辖下的自然人和法人将其持有的清单内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措施的进展情况.

"

第 132429项,,,在没有国家立法的情况下! 确定关于在

原生境条件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标准.

"

第 1325 款,,,管理机构应根据第 $"C" 款和第 $"C% 款批

准提供方便获取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 注意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和其他有关国

际组织及条约机构的有关决定)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酌情将有关实施本 "条约# 的事项通知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缔约方大会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及条约机构&

这两项规定说明! "条约# 管理机构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国大会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性质) 这种关系

不是从属关系! 而是合作关系) 管理机构将注意其他机构的相

关决定! 相应地也会通知关于实施 "条约# 的有关事项. 管理

机构也可以决定除信息交流外! 进一步扩展其合作到其它活动)

'*( 批准第 16 条中的国际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签订协定的

条件% 并审查和修改第 16 条中的 "材料转让协定#&

管理机构决定的事项都是重要事项)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

非原生境收集品对 "条约# 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但 "条约#

不能直接管辖这些收集品! 因为国际农研中心拥有国际法人资

格. 而且国际农研中心也不是国家! 因此不能以其自己的权利

成为 "条约# 缔约方) 根据国际法! 未经第三方同意! 任何条

约都不能为第三方强加义务或权利! 因此只有选择管理机构和

国际农研中心签署独立协议的机制! 才能把这些收集品纳入

"条约# 的范围内) 第 $?C$CI 项规定! 对于目前国际农研中心

根据与粮农组织托管协议而在用的 "材料转让协定#! 管理机构

将与国际农研中心磋商! 最迟在其第二届例会上进行修正)

1@25!根据第 1@2= 款% 每一缔约方应有一票% 并可派一名

代表出席管理机构会议% 该代表可由一名副代表!

若干专家和顾问陪同& 副代表! 专家和顾问可参加

管理机构的议事活动% 但无权表决% 除非他们获得

正式授权代替代表&

通过第 $(C& 款! "条约# 采纳了 *一国一票+ 的方法! 由

此确保每一个国家在决策过程中都有平等的话语权! 这是一项

传统的国际法规则! 源自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这一规则唯一

的例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如欧洲联盟! 可就其权限范围

内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其票数相当于其作为 "条约# 缔约方的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缔约国数目)

1@26!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不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任何国家均可作为观察员列席管理

机构会议& 任何其他机构% 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

机构% 只要在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

持续利用方面具有资格% 凡通知秘书愿意作为观察

员列席管理机构会议的均可接纳% 除非出席会议的

至少三分之一缔约方反对& 观察员的接纳和与会应

遵循管理机构通过的议事规则&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一样! 本款处理两项截然

不同的事项- 观察员的接纳! 和 '一旦接纳后( 其参与管理机

构会议的权利) 授权管理机构根据第 $(C) 款的规定制订议事规

则来规范观察员的接纳和与会)

但关于接纳的基本规则已经在本条中提到了) 有两种不同

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包括根据其特征他们有权参与的机构! 因

此是事实上接纳! 这包括联合国& 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不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任何国家. 第二种情形包括所有的其他机构!

无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 这些机构必须遵循接纳程序-

"

在 "条约# 涉及的领域具有资格.

"

通知秘书愿意作为观察员.

"

至少 $+% 出席上述特别会议的缔约方没有提出反对)

最后一项要求表明! 议事规则并没有准予第二类接纳涵盖

未来所有会议! 而是必须为所有的后续会议再次申请观察员身

份. 一旦接纳后! 管理机构将决定观察员与会的权利)

1@2=!为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组织及为缔约方的该成员

组织成员国% 均应按照粮农组织的 "章程# 和 "总

规则# 经适当变通行使其成员权利和履行其成员

义务&

目前! 只有一个组织满足本款标准范围) $(($ 年 $$ 月! 欧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洲共同体被接纳为粮农组织的成员!

! 从而成为粮农组织的第一

个成员组织) 接纳欧洲共同体后! 紧接着通过了粮农组织 "章

程# 和 "总规则# 修正案! 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拥有成员

权! 但该组织的成员应把粮农组织范围内事项的管辖权转让给

该组织)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转让了所涉事项某些相关领域的管

辖权! 包括投票权! 因此必须由欧洲共同体自己来行使) 根据

粮农组织的 "章程# 和 "总规则#! 如果成员组织的成员国同

时又是粮农组织的成员! 则该成员组织在选择的基础上行使成

员权利! 即欧洲共同体在其有排他管辖权的事项上行使成员权

利! 而其成员国保留排他权利的事项则由其成员国行使权利!

关于欧洲共同体和其成员国分享管辖权的事项! 都可表达自己

管辖权限内的观点! 但只能有一方行使投票权) 欧洲共同体和

其成员国之间权限的分配! 必须以通知的形式详细描述并提交

粮农组织总干事! 粮农组织总干事将把该通知在所有粮农组织成

员国间传阅) 更重要的是! 就权限分配和每一项会议议程的投票

权问题! 欧洲共同体和其成员国需要在参会前通知粮农组织) 本

款要求在 "条约# 管理机构内! 同样的成员权安排也适用于欧洲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1@2>!管理机构应通过! 并应要求修正其议事规则和财务

规则% 但这些规则不得与本 "条约# 相抵触&

"条约# 没有规定管理机构的议事规则和财务规则! 而是要

求管理机构自己创立这些规则)

! 根据第 $(C" 款规定! 这些规

则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但议事规则不能改变可适用于通

过 "条约# 及其附件修正案的规则! 因为那样会与 "条约# 的

规定不一致)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

!

$((% 年 $$ 月 $ 日! "马斯特里赫条约# 生效! 欧洲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

盟) ,,,译者注

"##' 年 ' 月份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 通过了 "管理机

构议事规则#! 具体文本可参见[+-7R$+#'+.4G1=5N,,,译者注



1@2?!出席代表代表多数缔约方才构成管理机构任何会议

的法定人数&

要求 *多数+ 的目的是确保没有足够数量的缔约方出席就

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根据本款! "条约# 当前缔约方的多数

'?#Z再加 $( 构成管理机构任何会议的法定人数) 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 如欧洲共同体! 就其相应指定权限内的事项可以计

入法定人数! 并应在该组织有权对这些事项行使的投票数量内

计入法定人数)

1@2@!管理机构每两年至少举行一届例会& 例会应尽可能

地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的例会平行举行&

为了实现其目标! 管理机构需要定期开会) 如上所述! "条

约# 是一个动态的文件! 有许多问题需要管理机构提供政策方

向和指导) 但与其它问题一样! "条约# 把每隔多长时间开一次

会议留给管理机构决定! 只要每两年至少开一次会议)

本款鼓励管理机构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平行召开

例会! 这是因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保留了一些与 "条

约# 相关的功能! 如编制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

告& 更新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等) 确保会议平行召开也会

降低成本! 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会. 另外! 这也使

管理机构更容易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协调行动)

1@21A!应在管理机构可能认为必要的其它时间% 或应任何

缔约方的书面请求召开管理机构的特别会议% 但这

一请求须得到至少 $+% 缔约方的支持&

本款规定了管理机构可以召开特别会议的两种不同依据-

"

管理机构认为必要时.

"

缔约方书面请求时! 且至少 $+% 缔约方支持)

1@211!管理机构应按照其议事规则选举其主席和副主席

'合称为 *主席团+(&

本款规定! 根据第 $(C) 款通过的议事规则选举主席和副主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席) 尽管没有特别详细说明主席团的权利! 但可能需要在例会

间隔期间为监督实施 "条约# 发挥重要作用)

第 3A 条!秘!书

本条定义了 "条约# 秘书的作用及其任命方式) 根据本条!

秘书处需要为管理机构提供实际的行政支持) 经验表明! 只有

通过一个秘书处来补充管理机构会议闭会期间的功能! 国际条

约才能令人满意地运行)

3A21!管理机构的秘书应由粮农组织总干事任命% 管理机

构批准& 秘书应由可能需要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既然 "条约# 是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条通过的! 那

么除第 "#C$ 款外! 还应有某些规则也适用于管理机构秘书的任

命) 例如! 这些规则可能会规定秘书必须是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此时该任命必须由 *管理机构批准+) 粮农组织 "基本文件#!

特别是其.部分规定管理机构有责任支持总干事挑选 "条约#

秘书! 然而这一责任在未来的发展还不清晰! 这将取决于管理

机构的实践! 但可能希望向管理机构提出任命秘书的建议! 直

到管理机构表示正式批准时该任命才生效)

3A23!秘书应履行以下职责$

'&( 安排管理机构会议及其可能设立的任何下属机构% 并

为此提供行政支持)

'7( 协助管理机构履行其职能% 包括执行管理机构可能决

定赋予的特定任务)

第 "#C"CI项执行了兜底条款的功能! 要求秘书执行管理机

构可能决定赋予给他 '她( 的任何特定任务)

'.( 向管理机构报告其活动&

3A24!秘书应$

'&( 在管理机构通过其决定后六十天内向所有缔约方和总

干事通报该决定)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7( 按照本 "条约# 的规定向所有缔约方和总干事通报从

缔约方收到的信息&

3A25!秘书应用联合国的六种语言提供管理机构会议文件&

通常对于在 "粮农组织章程# 框架内缔结的条约! 只有粮

农组织的官方语言可用于管理机构的文件) 俄语不是粮农组织

的官方语言! 因为俄联邦不是粮农组织的成员国! 但在这一特

别情形中! "条约# 谈判者同意把俄语也作为一种正式语言! 是

因为俄联邦已经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成员国! 谈判者表达

他们希望尽可能完全鼓励可能范围内的 "条约# 成员)

3A26!为实现本 "条约# 的宗旨% 秘书应与其他组织和条

约机构% 尤其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进行

合作&

指定给秘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要与 *其他组织和

条约机构+ 合作! "条约# 再三地强调! "条约# 的实施必须与

其它国际文件保持一致! 尤其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31 条!遵!守

管理机构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考虑和批准有效合作程序及

运作机制! 以促进遵守本 "条约# 的规定! 解决不遵守问题)

这些程序和机制包括监督及需要时提供咨询或援助! 包括法律

咨询或法律援助! 尤其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咨询

或援助)

在国际协定中! 与遵守条约规定有关的条款越来越常见!

如 $()* 年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

!

&

$((* 年联合国经济委员会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 公众参与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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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

$$"%%

!

& $(()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京都议定书#

$$"&%

!

& "###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下的 "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

!

! 都有和 "条约# 第 "$ 条类似的

规定) 在许多其它国际协定中! 也有遵守程序的规定! 如 "##"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一系列的 "遵守与加强多边环境协

定指南#! 该指南包括审查& 提议& 建议及其它潜在方法等的工

具箱 '5118I1X(! 希望各国在规定和加强遵守程序时予以考虑)

遵守程序是不同于争端解决程序的) 总体上! 争端解决程

序是用于解决两方或多缔约方之间关于与 "条约# 适用或解释

有关事项的争议! 限于实际争议的范围和争议各方! 而遵守程

序却更倾向于解决遵守与不遵守的常见问题! 包括条约共同体

的利益! 不必要由某一方提起任何特别争端. 争端解决程序本

质上是对抗性的! 而遵守程序是非对抗性的. 争端解决程序是

处理过去发生的争议! 而遵守程序更倾向于对未来出现的困难

做出响应) 遵守程序设定任何机制的裁决同样并不限于争端各

方! 相对而言通常也不具有约束力)

第 "$ 条要求管理机构! 在其第一届会议上考虑和批准 *有

效合作+ 程序及运行机制! 以促进遵守本 "条约# 并解决不遵

守问题)

无需解释时间因素! 但应注意管理机构在其第一届会议上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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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2J 0::4>>51@A>56:462 T236=12O425;8E;554=>'0;=FA>,123425612(! "? @A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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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有一份完整的议程! 建立完全成熟的遵守程序及其机制需

要广泛的讨论)

!

*合作+ 一词暗指即将设立的遵守程序应该是鼓励友好审

查! 通过对话解决遵守问题. *有效+ 一词暗指回应某一缔约方

的遵守困难应衡平其原因& 类型& 程度和频率. *促进遵守+ 是

表明应采取通用方法解决遵守问题! 并帮助缔约方达到遵守.

另一方面! 也提及了 *不遵守+! 暗指应解决关于不遵守的实际

问题和困难! 可能还包括单独缔约方的困难. 本条还特别提及

了 *运行机制+! 暗指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或委员会审议遵守 "条

约# 问题)

该程序和机制将包括遵守 "条约# 规定的监督& 提供咨询

或援助) 提及法律咨询和援助是特别有意义的! 既然许多关于

实施 "条约# 的遵守问题可能存在于私法领域! 特别是遵守标

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规定!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会欢迎此类援助的正式规定) 应注意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提供者并不能直接获得资金利益! 不能对材料转让协议下可

能未支付应付款项的行为提起诉讼! 特别是因为执行 $%C"CJ 项

付款是授予 "条约# 供资战略! 并不是授予遗传资源的提供者)

为应对此类事件! 而来自于 "条约# 的法律咨询及援助或许更

有保证) 在这一点上! 应特别指出粮农组织具有提供法律援助

的杰出能力)

其它的遵守方法还包括 *软法+& 知识分享& 合作机制和解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

管理机构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会议审议了 "促进履约和解决违约问题的

程序和业务机制草案#! 但均未予通过) 根据管理机构第 "+"##( 号决议! 决定将履

约问题列入管理机构第四届会议的议程) ,,,译者注



释汇编) 例如! "世界自然宪章# 对成员国赋予了广泛的履行义

务!

$$"'% 但并没有规定切实的遵守机制! 却在文本中强调了公众

教育& 科技知识传播& 持续研究& 国际参与者的合作& 计划和

环境评估信息的公开披露及其咨询公众意见和公众参与等)

一个相关的问题,,,如何强化遵守针对附件一和非附件一

材料的 "材料转让协定#! 在谈判中并没有特别提及! 也没有任

何暗示! 第 $"C? 款的主要意思是可以依据国家法律制度追索)

目前! 根据粮农组织与国际农研中心的托管协议! 该体系是自

我规制的! 主要是通过非法律的方式以及负面宣传来劝阻过分

的违约行为) 关于遵守 "材料转让协定# 的常见问题 '如果每

一次违反 "材料转让协定#! 都由特定的缔约方在其司法管辖下

决定是否构成违反(! 将会花费根据第 "$ 条建立的履约委员会

或其它机制很多时间! 这也当然是管理机构起草标准 "材料转

让协定# 时的一个核心问题) 另外! 关于遵守标准 "材料转让

协定# 的常见问题! 可能也是任何运行机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

系列问题之一)

第 33 条!争端的解决

国际法确立各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 并铭记于

"联合国宪章# 第 %% 条! 该条规定了一份提供给各国的争议解

决机制清单! 包括 *谈判& 调查& 调停& 调解& 仲裁& 司法解

决& 区域机构或区域办法之利用! 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

方法)+ "条约# 规定的机制也来自此清单! 是非常标准的条款!

几乎逐字照搬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规定的争议解决

程序)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

"世界自然宪章# 'Y1=8J ,F;=54=M1=P;5A=4(! 作为一项大会宣言! 在国际

法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约束力! 但其包含着习惯国际法的表达和规范的语言) 参

见TC7=1H2 Y46>>! QC,CUL;>Lb<C7CE;9=;H! /"$*'"2$!("21&"8!'("0*"$2172>- E2#!A

/"#$'%0*"$#F5*+*'*"A*'P4Hg1=̂! [=;2>2;5612;8! $(("(N



如同上文指出的! 应该注意区分第 "$ 条规定的遵守程序和

第 "" 条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一般来说! 遵守程序涉及讨论和

处理不遵守问题的方式! 一旦在双方或多方缔约国之间出现关

于 "条约# 解释或适用的争议! 就要适用第 "" 条的规定! 而且

"条约# 下发生的任何争议必须根据本条规定解决) "条约# 采

纳了方便争议解决& 逐步升级的程序! 把争端逐步提交到干预

性更强的& 更为正式的机制) 谈判! 为各缔约国以互相满意的

方式在其内部解决争端提供了机会. 没有约束力的机制! 如采

用斡旋或调停! 允许发生争端的缔约方就争端事项获得中立的

观点. 最后! 如果上述这些争端解决方式都失败了! 缔约方可

以把争端提交具有约束力的程序! 如仲裁& 司法解决) 采用后

续具有绝对约束力的仲裁或司法解决的潜在性! 也会给缔约方

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在对程序失去某些控制之前尽量解决争端)

应注意第 "" 条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只是解决 "条约# 缔

约方之间的争端. 在国际农研中心与管理机构签订的协议中!

针对适用和解释协议而产生的争端! 要求规定单独的争端解决

程序) 因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解释和适用而产生的争端!

显然需要根据国家法律按照协议规定的程序予以解决)

3321!如果缔约方之间对本 "条约# 的解释或应用出现争

端% 有关各方应寻求谈判解决&

出现争端时以及在整个争端期间! 争议各方通常处在达成

妥协的最佳时机! 因此第 ""C$ 款指出解决争议的第一步是谈

判! 这是解决冲突的基本的传统规则)

"条约# 并没有定义何为 *争端+! 该术语明显是指缔约方

间愿意作为争议对待的任何情形) 特别是争端并不限于法律上

的分歧! 还包括任何法律& 事实和政策的任意组合)

3323!如果有关各方不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 它们可联合

寻求第三方进行斡旋或请求第三方进行调解&

如果缔约方未能通过他们之间的谈判解决分歧! "条约# 就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要求引入第三方! 参与争端解决的第三方并不做出任何决定!

只是向争议各方提出建议) 因此! 斡旋和调停之间的区别! 很

大程度上就是参与者寻求和解采取主动权的程度问题)

"

斡旋$ 经常是指 *静默外交+! 通常是把争议托付于各方

都同意的& 具有特别资格的名人! 如可能是国家首脑&

联合国秘书长或者是他们的代表)

"

调停!

$ 与斡旋一样! 调停是附属于谈判的! 但调停人是

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被授权有时甚至是被希望事先

提出自己的方案& 向各方解释并传递每一方的方案)

在这两种情形下! 第三方可能是另一缔约方& "条约# 设立

的机构之一& 外部机构或组织! 甚至可能是一位职业调停人)

3324!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本 "条约# 时或之后的任

何时间% 缔约方可以书面形式向保管者声明% 对按

照以上第 3321 款或第 3323 款未能解决的争端% 它接

受下述强制性争端解决方法的一种或两种$

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一样! 在任何时候或谈

判& 调停与斡旋都不成功时! 任一缔约方都可以向保管者提出

书面声明! 同意通过仲裁 ';项(& 国际法院 'I 项( 接受强制

性争端解决)

'&( 按照本 "条约# 附件二第 $ 部分规定的程序进行的

仲裁)

求助于仲裁! 就在外交解决争端方法和裁判之间划了一条

线! 对比是很强烈的! 仲裁裁决是有约束力的决定) 一旦选择

仲裁! 争端各方就是请求另一机构为其解决争议. 但仲裁允许

争端各方组成并运行自己的仲裁庭! 争端方可以选择他们相信

的仲裁员! 这样至少可以影响他们采用的程序并解决他们的冲

突! 因此仲裁对各争端国还是有吸引力的)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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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附件二第 $ 部分的规定! 仲裁程序构成如下-

"

通知秘书长 '第 $ 条(.

"

成立仲裁法庭 '第 "& % 条(.

"

裁决的依据.

"

仲裁法庭的权力- 创立程序规则 '第 ? 条( 和建议必要

的临时保护措施 '第 ' 条(.

"

各方提供信息的义务 '第 ) 条(.

"

保密性 '第 * 条(.

"

费用开支 '第 ( 条(.

"

利害关系方的参与 '第 $# 条(.

"

反诉 '第 $$ 条(.

"

裁定程序 '第 $" 条(.

"

一方缺席 '第 $% 条(.

"

裁决的最后期限 '第 $& 条(.

"

裁决书的范围 '第 $? 条(.

"

裁决的终审性 '第 $' 条(.

"

关于裁决的争执 '第 $) 条()

'7( 将争端上诉于国际法庭&

!

提交国际法院是许多国际协议最后解决手段的通常规定!

"国际法院规约# 规定了国际法院审理案件适用的程序)

但依赖于国际法院是有问题的! 因为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

权取决于当事国间的协议! 而相对来说只有很少国家接受国际

法院裁决的强制性) 另外! 提交国际法院费用有些高昂! 而且

耗费时间! 因此并不适于争端的迅速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 当争端缔约方是一个组织时! 如欧洲共同

体涉及 "条约# 争端时! 就不能选择提交国际法院! 因为国际

法院只接受国家的申请) 因此! 与欧洲共同体有关争端的最后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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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手段! 只能提交仲裁)

3325!如果争端各方未按照以上第 3324 条款接受同一程序

或任何程序% 则应按照本 "条约# 附件二第 3 部分

将争端提交调解% 除非各方另有协议&

在缔约方未接受第 ""C% 款规定的任何司法程序 '提交仲裁

或国际法院审理( 的情形下! 该争端就必须提交调解! 这是一

项义务! 除非缔约方另外达成协议)

国际法研究所定义调解为-

由缔约各方成立的委员会解决任何性质国际争端的一种

方法! 考虑到解决方案可能为各方所需要! 出于公正审查争

端并力争做出各方可能接受或承受的争端解决条件! 在永久

的基础上或特别的基础上解决争端$$")%

)

鉴于调停是谈判的一个延伸! 而调解是在正式法律基础上

引入第三方介入! 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 但并不能等同于

仲裁)

调解是需要制度化的谈判! 其独特的特征就是委员会的报

告采取一系列建议的形式! 并非是裁决的形式) 因此! 即使在

只有法律是主要考虑因素的案件中! 该报告也截然不同于仲裁

裁决! 对各方并不具有约束力)

附件二第 " 部分规定了如下机制-

"

设立或组成调解委员会 '第 $ 条(.

"

指定委员会成员 '第 " V& 条(.

"

决定程序 '第 ? 条(.

"

权限争议 '第 ' 条()

尽管在附件二中没有作出规定! 但通常实践上是给予缔约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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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几个月的特定期限! 要求就委员会的建议做出答复! 如果该

建议被接受! 委员会就总结出一份协定! 记录下调解的事实并

详述争端的解决条件. 如果建议条件未被各方所接受! 调解归

于失败! 缔约方也没有更进一步的义务)

第 34 条!本 "条约# 的修正

3421!任何缔约方均可对本 "条约# 提出修正案&

3423!本 "条约# 的修正案应在管理机构会议上通过& 任

何拟议修正案的案文应至少在拟议通过的会议六个

月前由秘书送交各缔约方&

3424!本 "条约# 的所有修正案只能由出席管理机构会议

的缔约方协商一致才能通过&

3425!管理机构通过的任何修正案于三分之二缔约方交存

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后的第九十天对批准! 接受或

通过修正案的各缔约方生效& 其后% 该修正案在任

何其他缔约方交存其对修正案的批准! 接受或通过

书后的第九十天对其生效&

3426!在本条中% 粮农组织成员组织交存的文书不计算在

该成员组织的成员国交存的文书中&

第 "% 条规定了 "条约# 的修正! 详细说明了-

"

谁可以提出修正案 '第 "%C$ 款(.

"

如何通过修正案 '第 "%C" V第 "%C% 款(.

"

修正案怎样才能生效与何时生效 '第 "%C& 款(.

"

关于粮农组织的特别规定 '第 "%C? 款()

尽管本条的某些部分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 条相同!

但还是有重要的区别) 这些区别中主要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的影响! 即应尽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本公约或任何议

定书的任何拟议修正案达成协议! 如果尽了一切努力仍无法以

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协议! 则作为最后办法! 应以出席并参加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表决有关文书缔约国的 "+% 多数票通过修正案) 然而! 在 "条

约# 上下文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选择! 仅规定只能协商一致才能

作出修正案) 正如前文所述! 在谈判期间! 一些国家认为作为

确保在 "条约# 各方面运行中考虑其基本利益的一种方式! 此

规定是根本性的! 要求协商一致也就是给每个缔约方一项否

决权)

第 "%C& 款规定各国必须单独地同意修正案适用于本国! 即

可能修正案对不同的国家会在不同的时间生效)

关于成员组织的第 "%C? 款是一项标准条款! 用以确保欧洲

联盟及其成员的批准书不会重复计算) 如果欧洲联盟及其所有

成员国 '目前为 "? 个!

( 都交存了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 其总

数计为 "? 项! 而不是 "' 项)

本条所创立的程序也适用于对附件的任何修正! 这一点将

在第 "& 条解释)

第 35 条!附!件

3521!本 "条约# 的附件是本 "条约#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 引用本 "条约# 就同时构成对其有关任何附件

的引用&

3523!第 34 条关于本 "条约# 的修改的规定适用于附件的

修改&

与其他国际条约一样! "条约# 也包含附件) 本条明确阐明

了 "条约# 与其附件的关系 '第 "& 条(! 同时也确认了条约中

的传统规定! 即附件是构成 "条约# 整体的一部分)

预料到附件最终也会发生改变! 第 "&C" 款规定了修改的程

序) 附件特别是附件一被认为对衡平 "条约# 至关重要! 因此

坚持协商一致才能修改)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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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条!签!署

粮农组织所有成员以及不是粮农组织成员但是联合国或其
任何专门机构成员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任何国家可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在粮农组织签署本
!条约"(

与许多条约一样! 本 "条约# 规定表达初步同意的程序为

签字之行为) 第 "? 条规定 "条约# 将开放签字一年! 而批准

"条约# 文本的决议是在 "##$ 年 $$ 月 % 日粮农组织大会上通过

的) 通常一国在条约上签字并不表示同意受其约束! 除非条约

在此问题上特别作此规定! 而 "条约# 在第 "* 条也表明只是在

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后生效) 但一旦签署条约! 则在明确

表示同意不成为条约成员之前! 一国确实同意不再采取 *妨碍

条约目的及宗旨+ 的行为 '见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

条() 而 "条约# 在第 $ 条即规定了宗旨)

授权签署 "条约# 的国家清单来源于维也纳公式) 然而首

先提及的是粮农组织的成员! 而不是粮农组织的成员国! 这是

虑及欧洲联盟可以作为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而签署 "条约#) 但

非粮农组织的成员国! 例如俄国! 也可以签署 "条约#)

在开放签字期结束后! 希望加入 "条约# 的国家将不得不

遵从第 ") 条规定的加入程序)

第 3= 条!批准! 接受或通过

本 !条约" 由第 "? 条提及的粮农组织成员和非成员批准$

接受或通过( 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由保管者保存(

国际法规定! 一国只有采取明确的措施表明其同意接受约

束时! 该国才受条约条款的约束) 在理论上! 并没有限制一国

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表示同意) 因此! 第 "' 条使用术语 *批准&

接受& 通过+! 特别指出了一国表达接受 "条约# 约束正式意愿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的不同表达方式)

最普通的表达方式是批准! 对于每个国家而言! 批准的程

序是国内宪法管辖的事项! 通常一国与另一国的程序是不同的)

为了使其生效! 第 "' 条规定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必须交存

于保管者保存)

第 3> 条!加!入

粮农组织所有成员以及不是粮农组织成员但是联合国或其
任何专门机构成员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任何国家可自
本 !条约" 签署期结束之日起加入本 !条约"( 加入书由
保管者保存(

加入与批准具有同等效力! 缔约方都是同意接受 "条约#

的约束! 其唯一的区别是签字的结果仅是批准 '或相当于批

准(! 而一旦 "条约# 关闭不再接受签字后! 一国就只有采取加

入的方式加入条约! 即同意接受 "条约# 约束的意思表示只有

一步程序! 交存加入书的第 (# 天即对其生效)

根据第 "? 条的规定! "条约# 于 "##" 年 $$ 月 & 日停止签

字! 至该日止有 )* 个国家签字. 还没有签字& 但希望成为缔约

方的任何国家或成员组织! 仍然可以通过加入的程序成为缔

约方)

第 3? 条!生!效

3?21!在符合第 3@23 款规定的情况下% 只要粮农组织成员

交存至少二十份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 本

"条约# 于收存第四十份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

后的第九十天生效&

3?23!根据 3?21 款的规定% 收存第四十份批准! 接受! 通

过或加入书后% 一旦粮农组织的每个成员以及不是

粮农组织成员但是联合国或其任何专门机构成员或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任何国家批准! 接受! 通过

或加入本 "条约#% 本 "条约# 将在收存其批准! 接

受! 通过或加入书后的第九十天生效&

直到 "条约# 生效! 其缔约方才受其条款的约束) "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 第 "& 条规定条约生效的方式及时间取决于缔约各

方的意向) 因此! 大多数条约都规定符合最少数量的成员国批

准后即生效! 即使其他国家没有批准)

第 "*C$ 款指出! "条约# 将在交存第 &# 份批准& 接受& 通

过或加入书后生效! 且其中至少有 "# 份是粮农组织成员国交存

的! 这反映了 "条约# 是在粮农组织章程框架内通过的) 在

"##& 年 % 月 %$ 日! 有 $% 份文书 '包括欧洲联盟( 交存给粮农

组织总干事! 这样就达到了规定的数量 '&# 份(! 因此于 "##&

年 ' 月 "( 日 "条约# 正式生效)

根据第 "*C" 款的规定! "条约# 生效后再批准& 接受& 通

过或加入本 "条约# 的! "条约# 将在该缔约方交存文书后的

第 (# 天对其生效! 即 "条约# 的义务对不同的缔约方会在不同

的时间生效)

截止 "##? 年 $ 月 $% 日! 粮农组织总干事收存了 '? 份批准&

接受& 通过& 加入书 '见附录一()

!

第 3@ 条!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

3@21!当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交存本 "条约# 的批准! 接

受! 通过或加入书时%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DD2> 条

的规定% 该成员组织应在其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DD26 条提交的管辖权声明中通报其管辖权分配的任

何变化% 这在其接受本 "条约# 的情况下可能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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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本 "条约# 的任何缔约方可随时要求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组织提供下述情况%

即在该成员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 哪一方负责实施

本 "条约# 所涉及的任何具体事项& 该成员组织应

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上述情况&

3@23!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交存的批准! 接受! 通过! 加

入或退出文书不计算在该成员组织的成员国交存的

文书中&

第 "(C$ 款适用于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 当其成员国也是粮

农组织的成员国时! 他们必须在选择的基础上行使在粮农组织

的成员权)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BB条 ? 款的规定! 申请加入粮

农组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在申请时均应提交一份关于管

辖权的声明! 详细说明其成员国已向其移交有关管辖权的事项.

如果成员国没有向粮农组织做出特别声明或通知! 即默认为其

对一切事项保留管辖权)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BB条 ) 款规定!

成员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管辖权分配方面的任何变化! 都必须

通知粮农组织总干事! 总干事应将该通知分送给粮农组织其他

成员国) 既然成为成员的行为会影响到管辖权的分配! 成员组

织也就需要正常地向粮农组织总干事通报任何变化)

可以理解其他缔约方想知道谁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就

任何特别问题发言! 谁应该有责任履行国际条约之下的成员义

务) 因此! 第 "(C$ 款的第二部分规定任何缔约方可以询问 "条

约# 的成员组织! 在该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 谁负责 "条约#

所包括的特别事项! 该组织应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这些情况)

第 "(C" 款规定由成员组织提交的批准& 接受& 通过& 加入

或退出书! 在该组织成员国交存的文书之外不再额外计算) 如

上面的管辖权分配所言! 本条是设计用来确保无论欧洲联盟还

是其成员国! 都不能因其都是 "条约# 成员而同时行使权利)

这样! 当决定是否有 &# 个国家批准 "条约# 时! 欧洲联盟的批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准书就不会在其成员国之外再行计算! 即只有其成员国的批准

书计算在 &# 个之列)

第 4A 条!保!留

对本 !条约" 不可作任何保留(

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 条规定! 一国签署& 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条约时! 可以单边声明做出保留! 不论措辞

或名称如何! 其目的是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

时之法律效果)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 条规定-

一国可以在签署& 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条约时! 提出

保留!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

'I( 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之保留不在其内者. 或

':( 凡不属 ';( 及 'I( 两项所称之情形! 该项保留与条

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

"粮农组织基本文件# .部分! 即规定依照 "粮农组织章

程# 第 $& 条缔结的条约及协议的形成及施行! 如 "条约#! 是

允许在此类条约和协议中提出保留的) 当然! 是否允许保留!

取决于缔结的相关条款) 因此! 根据第 %# 条的规定! "条约#

禁止一切保留)

这一严格规定背后的原因! 或许是希望在 "条约# 创设的

各项义务间保持平衡! 因为一旦允许缔约方做出保留就会威胁

到这些义务)

第 41 条!非缔约方

各缔约方鼓励不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粮农组织任何成员
或其他国家接受本 !条约"(

本条反映了起草人希望尽可能地扩大 "条约# 的申请范围!

因此鼓励非缔约方成为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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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过程中! 如何对待非缔约方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特别是从多边系统下获取材料的角度! 争论主要是对非缔约方

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待遇! 甚至是潜在的歧视待遇) 最终没有

在 "条约# 中规定此类特别条款! 这样做在本质上是把问题留

给了每一个缔约方自己决定! 没有条款规定要求缔约方拒绝非

缔约方获取附件一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也没有

任何条款要求缔约方同意此类获取) 第 $$C% 款和第 $$C& 款规

定! 决定是否继续为尚未将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

边系统的人员提供方便获取! 仅指缔约方管辖下的自然人和法

人! 并不包括非缔约方管辖下的自然人和法人)

因此! "条约# 第 %$ 条在对待非缔约方时! 限定性地声明

缔约方鼓励粮农组织的任何成员或其他非缔约方成为缔约方!

意在获得尽可能广泛的 "条约# 覆盖范围) 尽管鼓励非缔约方

的义务是强制性的! 但 "条约# 并没有特别规定应采用何种

方式)

第 43 条!退!出

4321!任何缔约方可在本 "条约# 对其生效之日两年后的

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保管者退出本 "条约#& 保

管者将立即通知所有缔约方&

4323!退出从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C;项指出只要遵循条约条款的

规定! 缔约方可以退出条约) 因此! 第 %"C$ 款规定缔约方可在

本 "条约# 对其生效两年后的任何时间退出! 退出者要以书面

形式通知保管者决定退出. 保管者应立即通知所有缔约方)

根据第 %"C" 款! 退出将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 44 条!终!止

4421!如因退出导致缔约方数量减少到四十个以下时% 本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条约# 将自动终止% 除非剩余的缔约方一致另作

决定&

4423!当缔约方数量减至四十个时% 保管者应通知所有其

他缔约方&

4424!一旦终止% 资产处置应根据管理机构通过的财务条

例进行&

第 %% 条规定 "条约# 的终止) 根据本条的用语! 终止 "条

约# 的唯一方式是缔约方减少到 &# 个以下! 除非缔约方一致另

作决定保留 "条约#)

按照第 %%C$ 款规定的 "条约# 自动终止条件! 当缔约方数

量减到 &# 个以下时! 保管者必须通知所有的剩余缔约方)

最后! 第 %%C% 款规定了一旦终止后如何处理财务方面的

问题)

第 45 条!保管者

粮农组织总干事是本 !条约" 的保管者(

"条约# 的保管者拥有一些正式职能! 特别是保管者作为

"条约# 的储存者与信息源! 包括-

"

关于选择在仲裁和 '或( 提交国际法院之间解决争端的

信息 '第 ""C% 款(.

"

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 '第 "' 条(.

"

加入书 '第 ") 条(.

"

退出通知 '第 %" 条()

另外! 在下列情形下通知缔约方也是保管者的任务-

"

退出 '第 %" 条(.

"

如缔约方的数量减少到 &# 个 '第 %% 条()

"条约# 保管者的职责指定给粮农组织总干事! 这对在 "粮

农组织章程# 框架内缔结的条约而言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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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条!正式文本

本 !条约" 的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
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条约# 所有的正式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其术语在每一个正

式文本中都推定为具有同样的含义! 但正式语言版本间存在差

异的情形也会发生) 在此情形下! 只能通过谈判和根据第 "% 条

进行修正一个或多个文本. 增加正式文本的版本也需要修改

本条)

专栏 "$!落实 !条约" 的国家立法与政策选择

根据第 "' 条和第 ") 条的规定! 一旦符合下列条件! $条

约% 义务即对该国生效&

"

该国正式表达受 $条约% 约束的意愿"

"

$条约% 生效#

批准 $条约% 会使一国参与 $条约% 设立的所有国际框

架! 特别包括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多边系统! 也授权缔约方参加

管理机构! 并在管理机构促进有效实施 $条约% 过程中处理的

有关事项范围内! 保护其利益或促进其利益# 当然! 参加 $条

约% 也伴随着发生成本! 要支撑 $条约% 秘书处的有关活动!

并要参与管理机构的工作" 但批准 $条约% 并不会涉及向其他

缔约方! 如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支付直接的额外义务

性付款# 在很大程度上! $条约% 设计的义务性利益分享制度是

通过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在各国合同法框架内' 并通过各国

的合同法运转#

另一方面! 如果该国没有批准 $条约%! 其国内植物育种者

从该国之外 )包括国际农研中心* 获取他们依赖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 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成本趋高但效率更低# 同

样! 如其获取 $条约% 缔约国的收集品! 可能不得不由双边获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取协议来解决! 相应地会有极高的交易成本#

$$"*%

$条约% 的每一缔约方都要承担一些重要义务! 包括&

"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考察' 保存与可持续利用

中加强综合措施的运用 )第 ?C$ 款*"

"

减少或消除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 )第 ?C"

款*"

"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 'C$

款*"

"

实现农民权利 )第 ( 条*"

"

根据 $条约% 第四部分的规定! 提供多边系统中涵括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 条*"

"

确保在其法律体系内按照适用的司法要求有寻求追索权

的机会 )第 $"C? 款*#

这些义务一旦生效! 缔约方必须把这些承诺完善为国家行

动! 通常这并不需要国家为实施 $条约% 而必须修改其国内法

律! 并不需要新的国内立法! 许多国家可能会通过行政措施来

实施 $条约%# 但针对非原生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持有者

的程序! 特别是与 $材料转让协定% 有关的程序方面! 为了符

合 $条约% 的要求! 还是需要有些改变#

对于决定实施国内立法的国家! 有许多选择# 一般来说!

$条约% 课加了广泛的义务! 而履行义务的方式则留给缔约方自

行决定!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缔约方能够以适合自己目标' 政策

及能力的方式实现其承诺# 因此! 提供更详细' 更明确' 可直

接用于完善国内立法的解释! 也超出了本指南的研究范围# 另

外! 针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责任! 可以在各级政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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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 从国家' 国家下属机构到地方! 每一层次都有其管辖权

限范围#

因此! 作为一项广泛适用的原则! 缔约方需要审查其与

$条约% 宗旨相关的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 并采取必要的' 可行

的措施! 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 以支撑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 应注意! 只有作为包括计划' 教育及

鼓励措施的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部分而制订立法并运用时! 该立

法才是最有效的# 例如! $条约% 第 )C$ 款谈到运用综合措施并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并把这些综合措

施纳入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与计划#

履行 $条约% 承诺并在必要时纳入国内法律! 改变现行针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法律! 是通过国家特别立法来处

理! 还是该单项立法既涵盖对 $条约% 的承诺! 也包括对 $生

物多样性公约% 的承诺! 确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两

种体制的互补特性! 好像并没有禁止采取统一立法的内在冲突#

但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 $条约% 之间还是存在重要区

别# 在根源上! 是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同& $生物多样性公

约% 关注更为广泛的生物多样性! 包括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可持

续利用及其获取与利益分享" 而 $条约% 却是在较小的范围内!

更详细地关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

关于附件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条约% 缔约方同

意建立一个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多边系统! 如前所述! 该机制意

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保持一致! 并且是首次提出实施该机

制的多边方法#

如果为实施 $生物多样性公约% 已经实施或起草了国内立

法! 就有必要审查该立法与 $条约% 规定的一致性! 特别是关

于获取的规定! 有必要特别述及多边系统下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 因为实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立法!

一般是在双边的基础上! 规定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

$%"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获取遗传资源体系# 国内合同法和司法程序也需要审查! 以确

保一旦发生违反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义务的行为! 国内法律

制度可以提供充分的追索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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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多边系统中包括的作物清单

多边系统中包括的作物清单

粮食作物

作!物 属 备!注

面包果 '7=4;JM=A65( @'$(A2'-%# 仅面包果

芦笋 '0>G;=;9A>( @#-2'2)%#

燕麦 'W;5( @8*"2

甜菜 '7445( E*$2

芸苔类

'7=;>>6:;:1OG84X(

E'2##!A2等 包括的属为- E'2##!A2& @'G

0('2A!2& E2'C2'*2& :20*1!G

"2& :'20C*& H!-1($2B!#&

&'%A2& /#2$!#& 7*-!;!%0&

52-.2"(C'2##!A2& 52-.2"%#&

5('!--2和 9!"2-!#) 这包含油

籽和蔬菜作物! 如卷心菜&

油菜& 芥菜& 独行菜& 芝麻

菜& 萝卜和芜青) 不包括

7*-!;!%00*D*"!!'02A2()

木豆 'Q69412 Q4;( :2I2"%#

鹰嘴豆 ',F6:̂G4;( :!A*'

柑橘 ',65=A>( :!$'%# ?*"*'2 J("AD'%#和 3('$%"*112

属作为砧木包括在内)椰子 ',1:12A5( :(A(#

主要天南星科作物

'E;c1=;=16J>(

:(1(A2#!2 K2"$.(#(02 主要天南星科作物包括芋

头& ,1:1S;O& <;>F442 和

[;226;)胡萝卜 ',;==15( H2%A%#

%%"附件一!多边系统中包括的作物清单!



续表

作!物 属 备!注

山药 'g;O>( H!(#A('*2

郚子 '/6294=E68845( &1*%#!"*

草莓 'U5=;HI4==S( 3'2)2'!2

向日葵 'UA2M81H4=( L*1!2"$.%#

大麦 '7;=84S( L(';*%0

甘薯 'UH445Q15;51( /-(0(*2

草香豌豆 '-=;>>Q4;( 72$.D'%#

小扁豆 'D42568( 7*"#

苹果 '0GG84( M21%#

木薯 ',;>>;3;( M2"!.($ 仅M2"!.($*#A%1*"$2)

香蕉+大蕉 '7;2;2;+Q8;25;62( M%#2 不包括M%#2 $*B$!1!#)

稻谷 '.6:4( ,'DN2

御谷 'Q4;=8E68845( J*""!#*$%0

菜豆 '74;2>( J.2#*(1%# 不包括蔓生野菜豆 'J.2#*(G

1%#-(1D2"$.%#()豌豆 'Q4;( J!#%0

黑麦 '.S4( 9*A21*

马铃薯 'Q15;51( 9(12"%0 包括 $%C*'(#2 部分! 不包括

9(12"%0-.%'*I2)

茄子 'T99G8;25( 9(12"%0 包括0*12")*"2 部分)

高粱 'U1=9FAO( 9(').%0

黑小麦 '[=656:;84( O'!$!A(#*A21*

小麦 'YF4;5( O'!$!A%0等 包括 @)'(-D'("& &1D0%#和

9*A21*)

蚕豆+野豌豆 '/;I;74;2+

_45:F(

<!A!2

豇豆 ',1HG4;45;8C( <!)"2

玉米 'E;6L4( P*2 不包括P*2 -*'*""!#& P*2 ;!-G

1(-*'*""!#和P*2 1%B%'!2"#)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饲!草

作!物 属

豆科饲草

华黄芪 '0>5=;9;8A>( :.!"*"#!#& A!A*'& 2'*"2'!%#

洋刀豆 ',;2;3;86;( &"#!+('0!#

多变小冠花 ',1=12688;( <2'!2

岩黄芪属 'a4JS>;=AO( :('("2'!%0

山黎豆 'D;5FS=A>( A!A*'2& A!1!(12$%#& .!'#%$%#& (A.'%#& (;('2$%#& #2$!8%#

截叶铁扫帚 'D4>G4J4L;( A%"*2$2& #$'!2$2& #$!-%12A*2

莲 'D15A>( A('"!A%12$%#& #%CC!+1('%#& %1!)!"(#%#

白羽扇豆 'DAG62A>( 21C%#& 2")%#$!+(1!%#& 1%$*%#

苜蓿属 'E4J6:;91( 2'C('*2& +21A2$2& #2$!82& #A%$*112$2& '!)!;%12& $'%"A2$%12

白香草木樨 'E486815A>( 21C%#& (++!A!"21!#

驴食草属 'W21I=S:F6>( <!A!!+(1!2

鸟足豆属 'W=265F1GA>( 92$!8%#

牧豆树属 'Q=1>1G6>( 2++!"!#& 21C2& A.!1*"#!#& "!)'2& -211!;2

三裂叶野葛 'QA4=;=6;( J.2#*(1(!;*#

三叶草 '[=6M186AO( 21*B2";'!"%0& 21-*#$'*& 20C!)%%0& 2")%#$!+(1!%0& 2'G

8*"#*& 2)'(A!A*'%0& .DC'!;%0& !"A2'"2$%0& -'2$*"#*& '*G

-*"#& '*#%-!"2$%0& '%*--*11!2"%0& #*0!-!1(#%0& #%C$*''2G

"*%0& 8*#!A%1(#%0

禾本科饲草

非洲兰茎草 '02J=1G1912( ?2D2"%#

冰草 '09=1GS=12( A'!#$2$%0& ;*#*'$('%0

剪股颖属 '09=1>56>( #$(1("!+*'2& $*"%!#

大看麦娘 '081G4:A=A>( J'2$*"#!#

燕麦草 '0==F42;5F4=AO( &12$!%#

鸭茅 '<;:5S86>( ?1(0*'2$2

苇状羊茅 '/4>5A:;( 2'%";!"2A*2& )!)2"$*2& .*$*'(-.D112& (8!"2& -'2$*"#!#& '%C'2

?%"附件一!多边系统中包括的作物清单!



续表

作!物 属

黑麦草 'D186AO( .DC'!;%0& 0%1$!+1('%0& -*'*""*& '!)!;%0& $*0%1*"$%0

!

草属 'QF;8;=6>( 2Q%2$!A2& 2'%";!"2A*2

梯牧草属 'QF84AO( J'2$*"#*

早熟禾属 'Q1;( 21-!"2& 2""%2& -'2$*"#!#

危地马拉摩擦禾

'[=6G>;:AO(

72B%0

其它饲草

滨藜 '05=6G84X( a;86OA> .21!0%#& "%00%12'!2

猪毛菜 'U;8>18;( <*'0!A%12$2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附件二

仲裁与调解

第 1 部分!仲!裁

第 $ 条

提出要求一方应通知秘书! 争端各方应依照第 "" 条提交仲

裁) 通知应指出仲裁的主题事项! 并特别列入在解释或适用上

发生争端的本 "条约# 条款) 如果争端各方在法庭庭长指定之

前未就争端的主题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则仲裁法庭应裁定主题

事项) 秘书应将收到的上述资料递送本 "条约# 的所有缔约方)

第 " 条

$C对于涉及两个争端方的争端! 仲裁法庭应由三名仲裁员

组成) 争端每一方应指派仲裁员一人! 被指派的两位仲裁员应

共同协议指定第三位仲裁员! 并由其担任法庭庭长) 后者不应

是争端任何一方的国民! 且不得为这些争端方任何一方境内的

通常居民! 也不为这些争端方任何一方所雇用! 亦不曾以任何

其他身份涉及该案件)

"C对于涉及两个以上缔约方的争端! 利害关系相同的争端

各方应通过协议共同指派一位仲裁员)

%C任何空缺均应按早先指派时规定的方式填补)

第 % 条

$C如在指派第二位仲裁员后两个月内仍未指定仲裁法庭庭

长! 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 粮农组织总干事应在其后的两个月

内指定法庭庭长)

"C如争端一方在接到要求后两个月内未指派一位仲裁员!

)%"附件二!仲裁与调解!



另一方可通知粮农组织总干事! 总干事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指

定一位仲裁员)

第 & 条

仲裁法庭应按照本 "条约# 和国际法的规定作出裁决)

第 ? 条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 否则仲裁法庭应制定自己的议事

规则)

第 ' 条

仲裁法庭可应争端各方的请求建议必要的临时保护措施)

第 ) 条

争端各方应便利仲裁法庭的工作! 尤应以一切可用的方法-

';( 向法庭提供一切有关文件& 资料和便利.

'I( 在必要时使法庭得以传唤证人或专家作证并接受其

证据)

第 * 条

争端各方和仲裁员均有义务保护其在仲裁法庭诉讼期间秘

密接受的资料的机密性)

第 ( 条

除非仲裁法庭因案情特殊而另有决定! 否则法庭的开支应

由争端各方平均分担) 法庭应保存一份所有开支的记录! 并向

争端各方提交一份开支决算表)

第 $# 条

任何缔约方如在争端的主题事项方面有法律性质的利害关

系! 可能因该案件的裁决受到影响! 经法庭同意可参与仲裁

程序)

第 $$ 条

法庭可就争端的主题事项直接引起的反诉听取陈述并作出

裁决)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 $" 条

仲裁法庭关于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的裁决均应以其成员的

多数票作出)

第 $% 条

争端一方不到案或不辩护其主张时! 其他方可请求仲裁法

庭继续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 争端一方缺席或不辩护其主张不

应妨碍仲裁程序的进行) 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之前! 必须查明

该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

第 $& 条

除非法庭认为必须延长期限! 否则法庭应在组成后五个月

内作出裁决! 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五个月)

第 $? 条

仲裁法庭的裁决应仅限于争端的主题事项! 并应说明所根

据的理由) 裁决书应载明参与裁决的仲裁员姓名以及作出裁决

的日期) 任何仲裁员均可以在裁决书上附加个别意见或异议)

第 $' 条

裁决对于争端各方具有拘束力) 裁决不得上诉! 除非争端

各方事前议定了某种上诉程序)

第 $) 条

争端各方如对裁决的解释或执行方式有任何争执! 争端的

任何一方均可以提请作出该裁决的仲裁法庭作出决定)

第 3 部分!调!解

第 $ 条

应争端一方的请求! 应设立调解委员会) 除非争端各方另

有协议! 否则委员会应由五位成员组成! 每一方指定两名成员!

主席则由这些成员共同选定)

第 " 条

对于涉及两个以上缔约方的争端! 利害关系相同的争端各

(%"附件二!仲裁与调解!



方应通过协议共同指派其调解委员会成员)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

上争端方具有各自的利害关系或对它们是否利害关系相同持有

不同意见! 则应分别指派其成员)

第 % 条

如果在请求设立调解委员会后两个月内争端各方未指派任

何成员! 粮农组织总干事应按照提出请求的争端一方的请求!

在其后两个月内指定这些成员)

第 & 条

如在调解委员会最后一名成员指派后两个月内尚未选定委

员会主席! 粮农组织总干事应经争端一方请求! 在其后两个月

内指定一位主席)

第 ? 条

调解委员会应按其成员的多数票作出决定) 除非争端各方

另有协议! 否则它应确定其本身的程序) 它应提出解决争端的

建议! 而各方应对其予以认真考虑)

第 ' 条

对于调解委员会是否拥有权限的意见分歧! 应由委员会作

出决定)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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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奥地利 '批准时的声明(- *奥地利共和国通过 "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

为承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比利时 '批准书所附声明(- *比利时解释 "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条约# 第 $"C%CJ项为该条文承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

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

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丹麦 '批准时的声明(- *丹麦通过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为承认- 如

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欧洲联盟 '通过时的声明(- '$( *欧洲联盟通过 "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

释为承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 *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 款的规定! 欧洲联盟

声明- 一旦接受 "条约#! 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 款的

规定! 于 $((& 年 $# 月 & 日提交的管辖权声明仍然适用)+

'%( *根据第 ""C% 款的规定! 欧洲联盟声明- 针对按照第

""C$ 款或第 ""C" 款未解决的争端! 接受第 ""C%C;项规定的强

制性争端解决方法)+

芬兰 '批准时的声明(-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解释 "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第 $"C%CJ 项应为承认- 如果符合

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

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德国 '批准时的声明(- *德国在欧洲联盟通过 "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为承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希腊 '批准时的声明(- *希腊共和国通过 "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为承

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爱尔兰 '批准时的声明(- *爱尔兰通过 "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为承

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意大利 '批准时的声明(- *爱尔兰通过 "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为承

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卢森堡 '批准时的声明(- *爱尔兰通过 "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为承

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缅甸 '加入时关于第 "" 条的声明(- *缅甸联邦政府声明-

缔约方就解释或适用 "条约# 发生争议时! 缅甸将根据第

""C%C;项的规定寻求仲裁! 并接受根据 "条约# 附件二第一部

分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

波兰 '批准时的声明(- *波兰共和国在欧洲联盟通过 "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

应解释为承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

规定)+

西班牙 '批准时作出声明(- *西班牙一旦完成内部相关程

序! 就提交关于 "条约# 第 $"C%CJ项的解释性声明! 该声明已

(&"附录一!签字国与缔约方!



经于 "##$ 年 $$ 月举行的粮农组织第 %$ 次部长级会议通过 "条

约# 时交由欧洲联盟总统)+

瑞典 '批准时的声明(- '$( *瑞典通过 "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释为承

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 *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 款的规定! 瑞典声

明- 一旦接受 "条约#! 欧洲联盟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 第 "&

? 款规定于 $((& 年 $# 月 & 日提交的管辖权声明仍然适用)+

'%( *根据第 ""C% 款的规定! 瑞典声明- 针对按照第 ""C$

款或第 ""C" 款未解决的争端! 接受第 ""C%C;项规定的强制性争

端解决方法)+

联合王国 '批准时的声明(- *联合王国政府通过 "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时特别声明! 其第 $"C%CJ 项应解

释为承认- 如果符合知识产权的标准! 已经创新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应遵从知识产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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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序!言

各缔约方!

确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其特殊性& 独特的特征及

需要独特解决办法的问题.

受这些资源被持续侵蚀的警示.

意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之所以受到各国共同关注!

是因为所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来自其它地方的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

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考察& 收集& 特

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对实现 "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 和 "世

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的目标以及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可持

续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开

展这些工作的能力亟需得到加强.

注意到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全球

行动计划# 是国际上针对此类活动商定的框架.

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通过农民选育&

传统植物育种或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进行作物遗传改良不可或

缺的原材料! 并对适应无法预测的环境变化及满足人类未来需

$?"附录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

引自M5G- ++M5GNM;1N1=9+;9+;9G+G8;255=4;5S+54X5>+B[Q-.:NGJM! 是粮农组织发

布的中文正式文本) ,,,译者注



要至关重要.

确认世界所有地区的农民! 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及多样性中

心的农民过去& 现在和将来在保存& 改良及提供这些资源方面

的贡献是农民权利的基础.

还确认本 "条约# 中承认的保存& 利用& 交换及出售农场

保存的种子和其它繁殖材料的权利和参与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决策及参与公平合理分享这种利用所产生利益的权

利! 是实现农民权利的根本! 也是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促进农民

权利的根本.

认识到! 从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 本 "条约#

与同本 "条约# 有关的其它国际协定应相互支持.

确认本 "条约# 绝不得解释为可以以任何方式暗示缔约方

改变在其它国际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

认识到上述说明无意在本 "条约# 与其它国际协定之间划

分等级.

意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管理问题涉及农业& 环境

和商业领域! 并确信这些领域应当协作.

意识到他们在保持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方

面对前人和子孙后代负有的责任.

认识到各国在行使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时!

可以从建立一个有效多边系统中共同受益! 该系统便于商定资

源的获取! 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的利益.

希望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以下简称粮农组织( 章

程第十四条! 在粮农组织的框架内缔结一项国际协定.

达成协定如下$

第一部分!引!言

第 $ 条!宗!旨
$C$!本 "条约# 的宗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一致! 即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而保存并可持续地利用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利益)

$C"!上述宗旨将通过本 "条约# 与粮农组织和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的密切联系而得以实现)

第 " 条!术语的使用
在本 "条约# 中! 下列术语有如下特定含义) 这些定义无

意包括商品贸易)

*原生境保存+ 系指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保存以及物种可存

活种群在其自然环境中的保持和复原. 如系驯化或栽培植物物

种! 则指在它们独特特性形成的环境中的保持和复原)

*非原生境保存+ 系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在其自然生

境以外的保存)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系指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

潜在价值的任何植物遗传材料)

*遗传材料+ 系指任何植物源材料! 包括含有遗传功能单位

的有性和无性繁殖材料)

*栽培品种+ 系指根据特异性和其他遗传特性的可再生表现

确定的& 在已知最低一级单一植物分类的植物群体))

*非原生境收集品+ 系指在其自然生境以外保持的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

*原产地中心+ 系指驯化或野生植物物种首先形成其独特特

性的地理区域)

*作物多样性中心+ 系指在原生境条件下作物物种有高度遗

传多样性的地理区域)

第 % 条!范!围
本 "条约# 针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

第 & 条!一般义务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法律& 法规和程序符合本 "条约#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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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义务)

第 ? 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

考察! 收集! 特性鉴定! 评价和编目
!!?C$!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 并酌情与其他缔约方合

作!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考察& 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中

加强综合措施的运用! 尤其应酌情-

';( 调查& 登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那些具有

潜在用途的资源! 考虑现有种群的状况和变异程度!

并在可行时评估这些资源受到的任何威胁.

'I(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以及那些受到威

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的收集.

':( 促进或酌情支持农民和地方社区在农场管理和保存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J( 尤其通过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努力! 促进用于粮食

生产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植物的原生境保存! 包

括在保护区内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植物的原生境

保存.

'4( 为促进有效& 可持续的非原生境保存系统的建立进行

合作! 适当重视充分编目& 特性鉴定& 更新和评价的

需要! 并为此促进适宜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以改进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M( 监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的存活力& 变异程

度和遗传完整性的保持情况)

?C"!各缔约方应酌情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或在可能时消除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

第 ' 条!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C$!各缔约方应制定并坚持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措施)

'C"!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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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执行公平的农业政策! 以酌情促进发展和保持各种耕

作制度! 从而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其它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I( 加强能最大限度增加种内和种间变异从而改进并保存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造福农民! 尤其造福那些开发和

利用自己的品种并采用生态原理保持土壤肥力和防治

病虫草害的农民.

':( 酌情促进有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参与& 提高特

别适应包括边缘地区在内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条件的

品种培育能力的植物育种工作.

'J( 扩大作物遗传基础! 扩大农民可获取的遗传多样性的

范围.

'4( 酌情促进扩大利用当地和适应当地的作物& 品种及未

充分利用的物种.

'M( 应酌情支持在作物的农场管理& 保存及可持续利用中更

广泛利用品种和物种的多样性! 建立植物育种与农业

发展的密切联系! 以减少作物的脆弱性和遗传侵蚀!

促进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

'9( 审查并酌情调整有关品种释放和种子流通的育种战略

及法规)

第 ) 条!国家承诺与国际合作
)C$!每一缔约方应酌情将第 ? 条和第 ' 条提及的活动纳入

其农业及乡村发展政策和计划!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直接或通过粮农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组

织与其他缔约方合作)

)C"!国际合作应特别致力于-

';( 建立或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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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强国际活动! 促进保存& 评价& 编目& 遗传改良&

植物育种& 种子繁殖. 并按照第四部分分享& 获取&

交换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信息和技术.

':( 保持并加强第五部分规定的机制安排.

'J( 实施第 $* 条的融资战略)

第 * 条!技术援助
各缔约方同意通过双边或有关国际组织促进向缔约方! 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 以促进

本 "条约# 的实施)

第三部分!农民的权利

第 ( 条!农民的权利
(C$!各缔约方承认世界各地区的当地社区和农民以及土著

社区和农民! 尤其是原产地中心和作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 对

构成全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及开发

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的巨大贡献)

(C"!各缔约方同意落实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

农民权利的责任在于各国政府) 各缔约方应酌情根据其需要和

重点! 并依其国家法律! 采取措施保护和加强农民的权利! 其

中包括-

';( 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

'I( 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

的利益的权利.

':( 参与在国家一级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

持续利用有关事项决策的权利)

(C%!本条款绝不得解释为限制农民根据国家法律酌情保

存& 利用& 交换和出售农场保存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的任何权利)

第四部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第 $# 条!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
$#C$!各缔约方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 承认各国对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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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 包括承认决定获取这些资源

的权力隶属于各国政府! 并符合本国法律)

$#C"!各缔约方在行使其主权时! 同意建立一个高效& 透

明的多边系统! 以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在互

补和相互加强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分享因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

的利益)

第 $$ 条!多边系统的范围
$$C$!为促进第 $ 条规定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

存和可持续利用! 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的利益!

多边系统应包含附件一中按粮食安全和相互依存两个标准列出

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C"!根据第 $$C$ 的规定! 多边系统应包括受缔约方管理

和控制以及公共持有的附件一列出的所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为了使多边系统尽可能地覆盖全面! 各缔约方请所有其

他持有附件一中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有者将这

些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C%!各缔约方还同意采取适当措施! 鼓励在其管辖下持

有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自然人和法人将这些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C&!在本 "条约# 生效后两年内! 本 "条约# 的管理机

构 '以下简称 *管理机构+( 应评估第 $$C% 提及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的进展情况) 在此评估以后! 管理

机构将决定是继续为第 $$C% 提及的& 尚未将这些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的自然人和法人提供方便获取! 还是

采取其认为适当的其它措施)

$$C?!多边系统还包括按第 $?C$;的规定由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小组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国际农研中心+( 持

有的附件一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以及按第 $?C? 的规定其他国际机构持有的& 附件一列出的粮食

)?"附录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 条!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
$"C$!各缔约方同意按第 $$ 条的规定! 多边系统内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应遵循本 "条约# 的规定)

$"C"!各缔约方同意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或其它适当措施!

通过多边系统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 为此! 也应

向任何缔约方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或法人提供这种获取机会!

但须遵循第 $$C& 款的规定)

$"C%!应按照如下条件提供这种获取机会-

';( 只为粮食和农业研究& 育种和培训而利用及保存提供

获取机会! 但其不包括化学& 药用或其它非食用 '饲

用( 工业用途) 如系多用途 '食用和非食用( 作物!

其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应作为是否将其纳入多边系统

和可否提供方便获取机会的决定因素)

'I( 应迅速提供获取机会! 无需跟踪单份收集品! 并应无

偿提供. 如收取费用! 则不得超过所涉及的最低成本.

':( 在提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时! 应按照适用的法

律! 同时提供全部现有基本信息以及其他任何现有的

有关非机密性说明信息.

'J( 获取者不得以从多边系统获得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或其遗传部分或成分的形态! 提出限制其方便

获取的任何知识产权和其它权利的要求.

'4( 对于正在培育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包括农民

正在培育的材料! 在培育期间由培育者自行决定是否

提供.

'M( 获取受知识产权和其它产权保护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应符合有关的国际协定和有关的国家法律.

'9( 在多边系统内获取和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多边系统仍可从获取方获得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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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各缔约方同意! 在不违背本条其它规定的情况下! 按

照国家法律! 在无国家法律的情况下则按照管理机构

可能确定的标准! 提供原生境条件下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C&!为此! 按照上述第 $"C" 和第 $"C% ! 方便获取将根据

标准的 "材料转让协定# 予以提供) "材料转让协定# 由管理

机构通过! 它载有第 $"C%;& J& 9的规定和第 $%C"J '66( 有关

利益分享的规定及本 "条约# 其它有关条款的规定! 它还规定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方要求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件适

用于向另一人或另一实体转让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适

用于这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任何后续转让)

$"C?!在这类 "材料转让协定# 出现合同纠纷的情况下!

各缔约方应确保在其法律体系内按照适用的司法要求有寻求追

索权的机会,,,认识到这类 "材料转让协定# 产生的义务仅隶

属于这些 "材料转让协定# 的各方)

$"C'!在紧急灾害情况下! 为帮助重建农业系统! 各缔约

方同意通过与救灾协调员的合作! 为多边系统中适当提供方便

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第 $% 条!多边系统中的利益分享
$%C$!各缔约方认识到方便获取多边系统中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本身即为多边系统的一项主要利益! 并同意由此

产生的利益应按照本条的规定公平合理地分享)

$%C"!各缔约方同意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利用! 包括其商业利用所产生的利益应在管理机构的指导下

并考虑到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的优先活动领域! 通过以下

机制公平合理地分享- 信息交流& 技术获取和转让& 能力建设

以及分享商业化产生的利益-

';( 信息交流-

各缔约方同意可以提供关于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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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的信息! 尤其包括目录和清单& 技术信息& 科技及社

会经济研究成果! 包括特性鉴定& 评价和利用信息) 这些信息

凡非机密性的均应提供! 但须遵循适用的法律并依国家能力而

定) 应通过第 $) 条规定的信息系统使这类信息可由本 "条约#

的所有缔约方获得)

'I( 技术获取和转让

'6( 各缔约方承诺提供或者方便获取多边系统中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保存& 特性鉴定& 评价及利用的技术) 鉴

于某些技术只能通过遗传材料予以转让! 各缔约方应按

照第 $" 条的规定提供或方便获取这些技术和多边系统

内的遗传材料以及通过利用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开发的改良品种及遗传材料) 应尊重适用的

产权和关于获取的法律! 依国家能力提供这些技术& 改

良品种及遗传材料! 并为其获取提供便利)

'66( 向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和转

让技术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 如建立& 保持和参与关

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的作物课题组! 建立&

保持和参与所有类型的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以及与获取

材料& 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有效获取研究设施有关的商业

合作伙伴关系)

'666( 应按照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 提供上述 '6( 和

'66( 所述技术 '包括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 的获取

和转让! 或为其提供便利. 对用于保存的技术以及惠及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和经济转型国家农

民的技术来说! 尤应如此! 包括相互商定的优惠和差别

条件! 特别是通过多边系统下的研究和开发伙伴关系)

这种获取和转让将按照承认并符合充分有效保护知识产

权的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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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 即在其关于多

边系统涵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计划和方案中! 如有的

话!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能力建设给予的重视所

表达出的需要! 各缔约方同意将以下方面列为重点- '6( 制订

和+或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科

技教育和培训计划! '66(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

开发并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的设施!

'666( 最好并在可能时与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机构合作!

在这些国家开展科学研究! 并在所需要的领域发展这类研究的

能力)

'J( 商业化所得货币收益和其它利益的分享

'6( 各缔约方同意在多边系统内采取措施! 通过私营和公共

部门参与本条确定的活动! 通过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

的伙伴关系和合作! 包括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和合作! 实现商业利益分享.

'66( 各缔约方同意! 第 $"C& 提及的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应包括如下要求- 商业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并含

有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产品的获取者应向第 $(C%M提

及的机制支付该产品商业化所得利益的合理份额) 但如

这种产品不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一步研究和育

种的情况则除外! 在此情况下! 应鼓励将商业化的获取

者进行这种支付)

管理机构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按商业惯例确定付款水平&

形式和方式) 管理机构可针对将这类产品商业化的不同类别的

获取者! 制定不同的付款水平. 还可决定是否需要免除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小农的这类付款)

管理机构可随时审议付款水平! 以便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益)

本 "条约# 生效后五年内! 它还可就 "材料转让协定# 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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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付款要求是否也适用于不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一步

研究和育种的这类商业化产品! 进行评估)

$%C%!各缔约方同意! 多边系统分享的因利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产生的利益! 首先应直接或间接流向保存并持续

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各国农民!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

$%C&!管理机构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考虑根据第 $* 条制定

并经商定的融资战略提供特定援助的相关政策和标准! 以利于

为多边系统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的或有

特殊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保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

$%C?!各缔约方认识到全面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的能力!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全面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

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本条以及根据第 $* 条制定的融

资战略的有效落实)

$%C'!各缔约方应考虑利益分享自愿捐款战略的形式! 受

益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食品加工企业应据此向多边系

统捐款)

第五部分!支持成分

第 $& 条!全球行动计划
鉴于滚动式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

全球行动计划# 对本 "条约# 十分重要! 各缔约方将促进其有

效实施! 包括通过国家行动并酌情通过国际合作实施! 以便建

立一个尤其有利于能力建设& 技术转让和信息交流的协调一致

的框架! 同时考虑到第 $% 条的规定)

第 $?条!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所属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以及
其他国际机构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
!!$?C$!各缔约方承认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各国际农业研

究中心 '以下简称国际农研中心( 受托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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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对本 "条约# 的重要性) 各缔约方要

求各国际农研中心与管理机构按如下条件就这些非原生境收集

品签订协定-

';(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本 "条约# 附件 B所列的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应按照本 "条约# 第四部分的规定

提供.

'I(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而未列入本 "条约# 附件 B的以及

由其持有而在本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 应根据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之间的

协定按照现有 "材料转让协定# 的规定提供) 管理机

构应按照本 "条约# 的有关条款! 尤其是第 $" 和第 $%

条的规定并按照下列条件! 与国际农研中心磋商! 最

迟在其第二届例会上对该 "材料转让协定# 进行修正-

'6( 各国际农研中心应按照管理机构作出的安排定期向

管理机构通报缔结 "材料转让协定# 的情况.

'66( 应根据要求! 向缔约方提供在其领土内原生境条

件下收集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样品! 而

不需要任何 "材料转让协定#.

'666( 上述 "材料转让协定# 给第 $(C%M条款提及的机

制带来的收益! 尤其应当用于上述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保存及可持续利用! 尤其是用于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特别是多样性中心及最不发

达国家的国家和区域计划.

'63( 各国际农研中心应按照其能力采取适当措施! 切

实遵守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件! 并应将不遵守

的情况及时通知管理机构)

':( 各国际农研中心承认! 在遵守本 "条约# 规定情况下!

管理机构有权对它们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提供政策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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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保存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的科学技术设施仍由各国际

农研中心管辖! 它们承诺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 尤其

是按照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核准的

"基因库标准# 管理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

'4( 经国际农研中心提出要求! 秘书应尽力提供适当的技

术支持)

'M( 秘书有权随时进入上述设施! 并有权视察利用这些设施

开展的与保存和交换本条所涉及的材料直接有关的所

有活动)

'9( 如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非原生境收集品的有序保管受

到任何事件的阻碍或威胁! 包括不可抗力的阻碍或威

胁! 经所在国批准后! 秘书应尽量协助进行撤出或

转移)

$?C"!各缔约方同意! 向那些根据按本 "条约# 已与管理

机构签署协定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国际农研中心提供方便

获取多边系统内列入附件B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机会)

这些中心将列入由秘书持有的一份名单中! 并应要求提供给缔

约方)

$?C%!对未列入附录 B并由国际农研中心在本 "条约# 生

效后收集和保存的材料! 提供获取机会的条件应当与接收材料

的国际农研中心同这些资源的原产国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或与这些中心同按照 "生物多样性公约# 或其他适用法律得到

这些资源的国家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C&!鼓励缔约方按相互商定的条件! 向已经与管理机构

签订协定的国际农研中心提供机会! 使其能够获得未列入附件 B

而对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各国际农研中心的计划和活动有重

要意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C?!为实现本条目的! 管理机构还将力求与其它有关国

际机构签订协定)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第 $' 条!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网络
$'C$!将根据现有安排并按照本 "条约# 的条款! 鼓励或

发展在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网络内的现有合作! 以尽

可能全面涵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C"!各缔约方将酌情鼓励所有有关机构! 包括政府& 私

人& 非政府& 研究& 育种和其他机构! 参加这些国际网络)

第 $) 条!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C$!各缔约方将在现有信息系统基础上建立和加强全球

信息系统! 以促进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科学技术

信息和环境信息的交流! 期望这种信息交流通过使所有缔约方

获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信息而有利于利益分享) 在建

立全球信息系统时! 将寻求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交流机制

合作)

$)C"!根据缔约方的通知! 发出威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有效保存的险情预警! 以便保护这些材料)

$)C%!各缔约方应与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

会合作! 对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进行定期评估!

以更新第 $& 条中提及的滚动式 "全球行动计划#)

第六部分!财务规定

第 $* 条!资!金
$*C$!各缔约方承诺按照本条的规定! 落实融资战略! 以

便实施本 "条约#)

$*C"!融资战略的目标是为开展本 "条约# 规定的活动而

增加资金的数量! 提高资金透明度& 效率及效益)

$*C%!为了给重点活动和计划! 尤其是给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的重点活动和计划筹集资金! 并同时考虑到 "全球

行动计划#! 管理机构应定期确定筹资指标)

$*C&!依照这一融资战略-

';( 各缔约方应在有关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构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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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确保对实施本 "条约# 的各

项计划的可预计协议资金的有效分配得到应有重视和

关注)

'I(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有效履行其

在本 "条约# 中承诺的程度! 取决于资金的有效提供!

尤其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否有效地提供本条提及

的资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

其本身的计划中! 要充分重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方面的能力建设)

':( 发达国家缔约方也通过双边& 区域和多边渠道为实施

本 "条约# 提供资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

国家缔约方通过这些渠道利用这种资金) 这些渠道应

包括第 $(C%M条款提及的机制)

'J( 各缔约方均同意按照本国能力和资金情况! 在各国开

展国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

面的活动并为此提供资金) 提供的资金不得用于与本

"条约# 不一致的目的! 在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领域

尤其不得如此.

'4( 各缔约方同意第 $%C"J 条款产生的资金收益属于融资

战略的一部分)

'M( 各缔约方& 私营部门 '考虑到第 $% 条的规定(& 非政

府组织及其他资助者也可以自愿捐款) 各缔约方认为!

管理机构应考虑促进这类捐款的战略的方式)

$*C?!各缔约方同意! 实施为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

达国家的农民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保存和持续利用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而商定的计划! 将列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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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机构条款

第 $( 条!管理机构
$(C$!兹设立本 "条约# 的管理机构! 它由所有缔约方

组成)

$(C"!除非经协商一致就某些措施作出决定达成了另一种

方法! 否则管理机构的所有决定应协商一致作出! 但第 "% 条和

"& 条中的事项始终需要协商一致)

$(C%!管理机构的职能是! 铭记本 "条约# 的宗旨! 促进

本 "条约# 的全面实施! 特别是-

';( 提出政策方向和监督指南! 并通过为本 "条约# 的实

施特别是多边系统的运作所必要的建议.

'I( 通过实施本 "条约# 的计划.

':( 按照第 $* 条的规定! 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并定期审

议实施本 "条约# 的供资战略.

'J( 通过本 "条约# 的预算.

'4( 在具备必要资金的情况下! 考虑并建立可能需要的附

属机构! 而且考虑并确定其各自的职责和组成.

'M( 必要时建立适当的机制! 如信托基金账户! 以便为实施

本 "条约# 而接收和使用这种机制得到的资金.

'9( 就本 "条约# 涉及的事宜! 包括参与融资战略! 与其

他有关国际组织及条约机构! 尤其是与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缔约方大会建立并保持合作.

'F( 根据要求! 按照第 "% 条的规定! 审议并通过本 "条

约# 的修正案.

'6( 根据要求! 按照第 "& 条的规定! 审议并通过本 "条

约# 附件的修正案.

'c( 审议尤其是与第 $% 条和第 $* 条有关的鼓励自愿捐助的

战略的模式.

'^( 行使实现本 "条约# 宗旨可能需要的其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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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和其他有关国

际组织及条约机构的有关决定.

'O( 酌情将有关实施本 "条约# 的事项通知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缔约方大会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及条约机构)

'2( 批准第 $? 条中的国际中心和其他国际机构签订协定的

条件! 并审查和修改第 $? 条中的 "材料转让协定#)

$(C&!根据第 $(C' 条! 每一缔约方应有一票! 并可派一名

代表出席管理机构会议! 该代表可由一名副代表& 若干专家和

顾问陪同) 副代表& 专家和顾问可参加管理机构的议事活动!

但无权表决! 除非他们获得正式授权代替代表)

$(C?!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不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任何国家均可作为观察员列席管理机构会议)

任何其他机构! 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机构! 只要在与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具有资格! 凡通知秘

书愿意作为观察员列席管理机构会议的均可接纳! 除非出席会

议的至少三分之一缔约方反对) 观察员的接纳和与会应遵循管

理机构通过的议事规则)

$(C'!为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组织及为缔约方的该成员

组织成员国! 均应按照粮农组织的 "章程# 和 "总规则# 经适

当变通行使其成员权利和履行其成员义务)

$(C)!管理机构应通过& 并应要求修正其议事规则和财务

规则! 但这些规则不得与本 "条约# 相抵触)

$(C*!出席代表代表多数缔约方才构成管理机构任何会议

的法定人数)

$(C(!管理机构每两年至少举行一届例会) 例会应尽可能

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的例会平行举行)

$(C$#!应在管理机构可能认为必要的其它时间! 或应任何

缔约方的书面请求召开管理机构的特别会议! 但这一请求须得

到至少三分之一缔约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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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管理机构应按照其议事规则选举其主席和副主席

'合称为 *主席团+()

第 "# 条!秘!书
"#C$!管理机构的秘书应由粮农组织总干事任命! 管理机

构批准) 秘书应由可能需要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C"!秘书应履行以下职责-

';( 安排管理机构会议及其可能设立的任何下属机构! 并

为此提供行政支持.

'I( 协助管理机构履行其职能! 包括执行管理机构可能决

定赋予的特定任务.

':( 向管理机构报告其活动)

"#C%!秘书应-

';( 在管理机构通过其决定后六十天内向所有缔约方和总

干事通报该决定.

'I( 按照本 "条约# 的规定向所有缔约方和总干事通报从

缔约方收到的信息)

"#C&!秘书应用联合国的六种语言提供管理机构会议文件)

"#C?!为实现本 "条约# 的宗旨! 秘书应与其他组织和条

约机构! 尤其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进行合作)

第 "$ 条!遵!守
管理机构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考虑和批准有效合作程序及

运作机制! 以促进遵守本 "条约# 的规定! 解决不遵守问题)

这些程序和机制包括监督及需要时提供咨询或援助! 包括法律

咨询或法律援助! 尤其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咨询

或援助)

第 "" 条!争端的解决
""C$!如果缔约方之间对本 "条约# 的解释或应用出现争

端! 有关各方应寻求谈判解决)

""C"!如果有关各方不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 它们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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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第三方进行斡旋或请求第三方进行调解)

""C%!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本 "条约# 时或之后的任

何时间! 缔约方可以书面形式向保管者声明! 对按照以上第

""C$ 或第 ""C" 未能解决的争端! 它接受下述强制性争端解决方

法的一种或两种-

';( 按照本 "条约# 附件二第 $ 部分规定的程序进行的

仲裁.

'I( 将争端上诉国际法庭)

""C&!如果争端各方未按照以上第 ""C% 条款接受同一程序

或任何程序! 则应按照本 "条约# 附件二第 " 部分将争端提交

调解! 除非各方另有协议)

第 "% 条!本 "条约# 的修正
"%C$!任何缔约方均可对本 "条约# 提出修正案)

"%C"!本 "条约# 的修正案应在管理机构会议上通过) 任

何拟议修正案的案文应至少在拟议通过的会议六个月前由秘书

送交各缔约方)

"%C%!本 "条约# 的所有修正案只能由出席管理机构会议

的缔约方协商一致才能通过)

"%C&!管理机构通过的任何修正案于三分之二缔约方交存

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后的第九十天对批准& 接受或通过修正案

的各缔约方生效) 其后! 该修正案在任何其他缔约方交存其

对修正案的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后的第九十天对其生效)

"%C?!在本条中! 粮农组织成员组织交存的文书不计算在

该成员组织的成员国交存的文书中)

第 "& 条!附!件
"&C$!本 "条约# 的附件是本 "条约#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 引用本 "条约# 就同时构成对其有关任何附件的引用)

"&C"!第 "% 条关于本 "条约# 的修改的规定适用于附件的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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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条!签!署
粮农组织所有成员以及不是粮农组织成员但是联合国或其

任何专门机构成员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任何国家可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在粮农组织签署本 "条约#)

第 "' 条!批准! 接受或通过
本 "条约# 由第 "? 条提及的粮农组织成员和非成员批准&

接受或通过) 批准& 接受或通过书由保管者保存)

第 ") 条!加!入
粮农组织所有成员以及不是粮农组织成员但是联合国或其

任何专门机构成员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任何国家可自本

"条约# 签署期结束之日起加入本 "条约#) 加入书由保管者

保存)

第 "* 条!生!效
"*C$!在符合 "(C" 条规定的情况下! 只要粮农组织成员交

存至少二十份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 本 "条约# 于收存

第四十份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后的第九十天生效)

"*C"!根据 "*C$ 条的规定! 收存第四十份批准& 接受& 通

过或加入书后! 一旦粮农组织的每个成员以及不是粮农组织成

员但是联合国或其任何专门机构成员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的

任何国家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本 "条约#! 本 "条约# 将

在收存其批准& 接受& 通过或加入书后的第九十天生效)

第 "( 条!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
"(C$!当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交存本 "条约# 的批准& 接

受& 通过或加入书时!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BBC) 条的规定! 该

成员组织应在其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BBC? 条提交的管辖权声明

中通报其管辖权分配的任何变化! 这在其接受本 "条约# 情况

下可能是必要的) 本 "条约# 的任何缔约方可随时要求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组织提供下述情况! 即在该成员

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 哪一方负责实施本 "条约# 所涉及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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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具体事项) 该成员组织应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上述情况)

"(C"!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交存的批准& 接受& 通过& 加

入或退出文书不计算在该成员组织的成员国交存的文书中)

第 %# 条!保!留
对本 "条约# 不可作任何保留)

第 %$ 条!非缔约方
各缔约方鼓励不是本 "条约# 缔约方的粮农组织任何成员

或其他国家接受本 "条约#)

第 %" 条!退!出
%"C$!任何缔约方可在本 "条约# 对其生效之日两年后的

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保管者退出本 "条约#) 保管者将立即

通知所有缔约方)

%"C"!退出从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 %% 条!终!止
%%C$!如因退出导致缔约方数量减少到四十个以下时! 本

"条约# 将自动终止! 除非剩余的缔约方一致另作决定)

%%C"!当缔约方数量减至四十个时! 保管者应通知所有其

他缔约方)

%%C%!一旦终止! 资产处置应根据管理机构通过的财务条

例进行)

第 %& 条!保管者
粮农组织总干事是本 "条约# 的保管者)

第 %? 条!正式文本
本 "条约# 的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

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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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关于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中文文本翻

译的建议

!!"##$ 年 $$ 月 % 日!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了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以下简称 *条约+(! 并

于 "##& 年 ' 月 "( 日得以生效) "条约# 直接设法解决了种质资

源提供问题! 在 "条约# 附件一所列的重要作物清单内! 建立

一个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多边系统! 各缔约方同意放弃他们的个

体权利! 不再要求另外的获取和利益分享谈判! 不再坚持在双

边基础上的事先知情同意! 即缔约方同意在多边的基础上适用

所有缔约方互相同意的标准条款) 这样大大减少了双边谈判的

交易成本! 有力地促进了种质资源的交流! 为实现可持续农业

和粮食安全奠定了国际法律框架) 因此! "条约# 标志着农业生

物多样性国际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根据 "条约# 第 %? 条关于正式文本的规定! 粮农组织大会

同时通过了该条约的六种文本! 即中文& 阿拉伯文& 英文& 法

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 均为正式文本并具有同等效力) 但

细究 "条约# 的中文文本! 与其英文文本对照! 并与 "生物多

样性公约# ',7<( 的中文文本进行对照研究! 就会发现 "条

约# 的中文文本有翻译不准确的地方) 我国当时也参加了该条

约的谈判! 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但随着形势的变

化! 尤其是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已经于 "##( 年 $$ 月 $# 日对

此条约进行审议! 基本上没有异议! 今年将再次审议! 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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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通过并由总统签字加入该条约) 而且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

服务局 ' Ù<00.U( 已经同意使用条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 "标

准材料转让协议# 'UE[0( 与国际机构及各国交换种质资源材

料!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肯定会加入该条约) 一旦美国加入

该条约! 将在国际社会上对我国产生压力) 而且! 我国有关部

门也正在研究加入 "国际条约#! 这就需要对 "条约# 进行深

入的研究! 因此有一份准确的中文文本至关重要) 否则会因为

法定文本的错误而越走越远! 或者造成中国学者和决策者对

"条约# 条款的误解! 从而影响中国加入 "条约# 的进程)

因此! 我和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工作人员一起

认真研究了中英文文本! 并查阅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国际

文件!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批准的国际文

件! 在术语翻译上应尽量与其保持一致. 另外!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 'B̀,P( 环境法中心出版了 " 2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3 解释性指南# 'TXG8;2;51=S-A6J4515F4B254=2;5612;8

[=4;5S12 Q8;25-42456:.4>1A=:4>M1=/11J ;2J 09=6:A85A=4(! 该指

南草稿曾三次广泛选取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问题与形势感兴趣

的各方代表! 包括至少 "* 个国家政府& "$ 个政府间机构和 & 个

非政府组织传阅!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因此在某些条款的翻译

上也借鉴了该指南的解释! 并在不清楚的地方请教了该书的作

者-4=;8J E11=4)

请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种质资源& 农业法律与政策& 翻译等

方面的专家审议! 如中文文本确实有不准确之处! 应向粮农组

织提出修正申请 '我国不是该条约的缔约方! 因此不能向 "条

约# 管理机构秘书处提出申请(! 以尽快确定 "条约# 的作准

文本! 为国内开展这一条约的研究! 也为我国今后顺利加入该

条约奠定基础)

具体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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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二条!术语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系指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

潜在价值的任何植物源遗传材料&

*Q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 O4;2>;2S94K

2456:O;54=6;81MG8;251=6962 1M;:5A;81=G154256;83;8A4M1=M11J ;2J

;9=6:A85A=4C

下一术语中亦有 * G8;251=6962+! 但本术语中未翻译 *1=6K

962+ 一词! 为保持术语的一致! 应翻译为 *植物源+)

*遗传材料+ 系指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植物源材料% 包

括有性和无性繁殖材料&

*-42456:O;54=6;8+ O4;2>;2SO;54=6;81MG8;25+#$($*! 62:8AK

J629=4G=1JA:5634;2J 34945;5634G=1G;9;5629O;54=6;8! :125;62629

MA2:5612;8A265>1MF4=4J65SC

本术语英文文本中! *:125;62629MA2:5612;8A265>1MF4=4J65S+

短语之前有一个逗号! 因此该短语应为修饰 *O;54=6;81MG8;25

1=6962+ '植物源材料( )

"生物多样性公约#$ *遗传材料+ 是指来自植物& 动物&

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 + -42456:

O;54=6;8lO4;2>;2SO;54=6;81MG8;25! ;26O;8! O6:=1I6;81=15F4=1=6K

962 :125;62629MA2:5612;8A265>1MF4=4J65SC"条约# 中的术语 G8;25

1=6962是来自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 *遗传材料+ 这一术语

的解释)

32第 621 '&( 项

621 '&( !调查! 登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考虑现

有种群的状况和变异程度% 包括那些具有潜在用途的资源% 并

在可行时评估这些资源受到的任何威胁)

?C$ ';( UA=34S;2J 6234251=SG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 5;̂6296251;::1A255F4>5;5A>;2J J49=441M3;=6;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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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4X6>5629G1GA8;5612>! 62:8AJ6295F1>45F;5;=41MG154256;8A>4;2J!

;>M4;>6I84! ;>>4>>;2S5F=4;5>515F4O.

" 2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3 解释性指南# '以

下简称 *指南+(- ;项要求缔约方在调查和登记方面要注意-

!

现存种群的状况.

"

种群内部的变异程度) 在这一联结点上!

还不能确定 *具有潜在用途+ 是否也修饰 *种群+ 和 *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如果认为修饰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 似乎是没有必要而且是重复的! 因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在第 " 条中定义为指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的或潜在价值

的遗传材料) 因此! 可以证明 *具有潜在用途+ 这一词语仅修

饰 *种群+ 这一词语) 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 考虑到新的生态

条件和挑战! 可能会对迄今还没有发现其实际商业价值的那些

遗传特性产生需要! 还是难于确认哪一种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或者是哪一种群具有潜在用途) 提及 *潜在用途+ 表明

"条约# 采用了预防措施)

42第 621 '7( 项

621 '7( 促进那些受到威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信息的收集)

?C$ ' I( Q=1O1545F4:1884:5612 1MG8;25942456:=4>1A=:4>M1=

M11J ;2J ;9=6:A85A=4;2J =4843;25;>>1:6;54J 62M1=O;5612 12 5F1>4G8;25

942456:=4>1A=:4>5F;5;=4A2J4=5F=4;51=;=41MG154256;8A>4.

"指南#- "条约# 希望缔约方收集那些处于威胁或具有潜

在用途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尽管在实践上为了能够为

进一步研究和育种提供样品! 正在广为使用的或未受到威胁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也被包括在非原生境收集品中! 但没

有必要收集这些植物遗传资源) 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收集植物

遗传资源 '参见 a;=8;2! ,=1G>;2J E;2(! 但在现代 $( 世纪 )#

年代才达到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提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传资源贡献& 促进新兴农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也是因为受到主

要作物的传统品种不断被高产栽培品种替代的威胁! 而重新认

识到需要保存遗传可变性) 大部分收集品都保存在基因库中!

支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计划& 有目的的收集是 "全球

行动计划# 的一项优先活动领域)

"指南#- 第 ?C$CI 项不仅规定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本身! 还规定了 *相关信息 '=4843;25;>>1:6;54J 62M1=O;5612(+)

如果育种者拥有收集样品的完整信息及其所显示的可能遗传特

性!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就会更加有利

于植物育种) 没有给出术语 *相关信息+ 的定义! 但与多边系

统相联系的第 $"C% ':( 指出! *应按照适用的法律! 同时提供

全部现有基本信息以及其他任何现有的有关非机密性说明信

息+) 构成 *相关信息+ 的要素在第 ?C$ '4( 也进行了论述)

"指南#- 从第 ?C$CI 项的文字上还是不清楚! 限制条款

*受到威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 是指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还是仅指被收集相关信息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但从对本款项的含义上! 尽管在 *那些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信

息+ 前后都没有逗号! 但还是认为更应维持前一解释! 而不是

后一解释! 即限制条款 *受到威胁或具有潜在用途的+ 是指所

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52第 =21 款

=21!各缔约方应制定并坚持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适当政策和法律措施&

'C$![F4,125=;:5629Q;=564>>F;88J43481G ;2J O;625;62 &""#+T

"#$&0)G186:S;2J 849;8O4;>A=4>5F;5G=1O1545F4>A>5;62;I84A>41M

G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C

0GG=1G=6;54- 合适的! 适合的! 适宜的! 适当的! 恰当的!

恰如其分的)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L%)#$.&*J#&/$0$+*&,M$.0$+*&#'- >A65;I84M1=;G;=56:A8;=G4=K

>12! :12J65612! 1::;>612 1=G8;:4. M655629C

62第 >21 款

>21!每一缔约方应酌情将第 6 条和第 = 条提及的活动纳入

其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和计划%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直接或通过粮农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组

织与其他缔约方合作&

)C$!T;:F ,125=;:5629Q;=5S>F;88! ;>;GG=1G=6;54! 62549=;5462K

5165>;9=6:A85A=4;2J #8#&,J43481GO425G186:64>;2J G=19=;OO4>! ;:K

5636564>=4M4==4J 5162 0=56:84>? ;2J '! ;2J :11G4=;54H65F 15F4=,12K

5=;:5629Q;=564>! J6=4:58S1=5F=1A9F /0W;2J 15F4==4843;256254=2;K

5612;81=9;26L;5612>! 62 5F4:12>4=3;5612 ;2J >A>5;62;I84A>41MG8;25

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C

最好改为 *农村+! 在法律文件中很少用 *乡村+)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农村+ 的叫法更多! 而对于西方

来说! 特别是对西方作品的翻译过程中! *乡村+ 用得更多! 比

如- *乡村风光+& *乡村生活+ 等等! *乡村+ 一词更具文学

气息)

在 "#$# 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 *农村+ 用到了 ?# 多

次! 而 *乡村+ 仅用到 $ 次! 即- *进一步完善支持村卫生室建

设和乡村医生发展的政策措施+! 而且此处乡村是指乡政府和村

委会两个级别的组织)

=2第 @21 款

@21!各缔约方承认世界各地的当地社区! 土著社区和农

民% 尤其是原产地中心和作物多样性中心的当地社区! 土著社

区和农民% 对构成全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

的保存及开发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的巨大贡献&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C$![F4,125=;:5629Q;=564>=4:1926L45F4421=O1A>:125=6IAK

5612 5F;55F481:;8;2J 62J69421A>:1OOA26564>;2J M;=O4=>1M;88=4K

9612>1M5F4H1=8J! G;=56:A8;=8S5F1>462 5F4:425=4>1M1=6962 ;2J :=1G

J634=>65S! F;34O;J4;2J H688:12562A451O;̂4M1=5F4:12>4=3;5612

;2J J43481GO4251MG8;25942456:=4>1A=:4>HF6:F :12>565A545F4I;>6>

1MM11J ;2J ;9=6:A85A=4G=1JA:5612 5F=1A9F1A55F4H1=8JC

应把 *5F1>4+ 看作是指代 *5F481:;8;2J 62J69421A>:1OOA26K

564>;2J M;=O4=>+) 如果 *5F1>4+ 只修饰 *M;=O4=>+! 应该 *5F4

81:;8;2J 62J69421A>:1OOA26564>+ 后有一逗号分开)

>2第 1123 款

1123 根据第 1121 款的规定% 多边系统应包括受缔约方管理

和控制以及公有领域的附件一列出的所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 为了使多边系统尽可能地覆盖全面% 各缔约方请所有其

他持有附件一中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有者将这

些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

M89&$%)M$.0$+*&#'- GAI86:J1O;62是指 G=1G4=5S5F;56>;3;68K

;I841=;::4>>6I84515F4GAI86:

DJBLCUOHJLUHPO1B1ABG)"+#0LKKVWMDX4 'G+%)!

D0&,'! 1? U1@ Y&*8&#' 3A1A(- W2 5F454=O! *62 5F4GAI86:J1K

O;62+! 5F4,1OO655442154J 5F;55F4=4H4=45H1G1>>6I84O4;2629>C

W24O4;26296>5F4:12:4G51MGAI86:G=1G4=5SA2J4=;JO626>5=;5634

8;HC[F415F4=O4;2629=4M4=>51O;54=6;81=62M1=O;5612 5F;56>215

>AIc4:5516254884:5A;8G=1G4=5S=69F5>C[F4,1OO65544:12>6J4=4J 5F;5

5F4:12:4G51M*GAI86:J1O;62+! ;>A>4J 62 ;=56:84$$C" 1M5F4[=4;K

5S! >F1A8J I4A2J4=>511J 62 5F4:1254X51M6254884:5A;8G=1G4=5S8;HC

?2第 1324 '/( 项

1324 '/( !获取者不得以从多边系统收到时的形态% 提出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任何知识产权和其它权利的要求% 限制方便获取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 其遗传部分或成分)

$"C% 'J( !.4:6G6425>>F;88215:8;6O;2S6254884:5A;8G=1G4=5S

1=15F4==69F5>5F;586O655F4M;:6865;54J ;::4>>515F4G8;25942456:=4K

>1A=:4>M1=M11J ;2J ;9=6:A85A=4! 1=5F46=942456:G;=5>1=:1OG12425>!

$*09)<+#%#).)$;)/M=1O5F4EA8568;54=;8US>54O.

*B2 5F4M1=O=4:4634J+! 并没有用 *;::4>>+! 所以可能译为

*收到时的形态+ 更好! 有一个时间的含义)

@2第 1324 '(( 项

'(( 在多边系统内获取并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多边系统仍可从获取方获得这些资源)

$"C% '9( !Q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K

:4>>4J A2J4=5F4EA8568;54=;8US>54O;2J :12>4=34J >F;88:12562A451

I4O;J4;3;68;I84515F4EA8568;54=;8US>54OIS5F4=4:6G6425>1M5F1>4

G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 A2J4=5F454=O>1M

5F6>[=4;5S. ;2J

因为获取的材料是为自己利用! 可以不提供! 但获取后予

以保存! 可以增殖! 故应提供获取) 如果二者为并列关系! 则

应在:12>4=34J前加 *5F1>4+) 因此这两个词都修饰 Q-./0! 中

文文本译为 *和+ 容易引人误解! 体现不出递进的关系! 因此

译为 *并+ 可能更好)

-4=;8J E11=- 715F O1J6MSQ-./0CB5O4;2>5F;55F4=46>1I869;K

5612 M1=5F4=4:6G642551:12>4=345F4O;54=6;8C7A56MF4J14>:12>4=34

65! 5F42 F4OA>5:12562A451O;̂465;3;68;I845115F4=>C

1A2第 132= 款

132=!在紧急灾害情况下% 为帮助重建农业系统% 各缔约

方同意通过与救灾协调员的合作% 为获取多边系统内适宜的粮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提供方便&

$"C'!B2 4O4=942:SJ6>;>54=>65A;5612>! 5F4,125=;:5629Q;=564>

;9=4451G=136J4M;:6865;54J ;::4>>51&""#+"#$&0)G8;25942456:=4K

>1A=:4>M1=M11J ;2J ;9=6:A85A=4$*09)H8,0$,&0)#&,O'-0)% M1=5F4

GA=G1>41M:125=6IA5629515F4=4R4>5;I86>FO4251M;9=6:A85A=;8>S>K

54O>! 62 :11G4=;5612 H65F J6>;>54==4864M:1R1=J62;51=>C

62 5F4EA8568;54=;8US>54O是修饰Q-./0的! 并不是修饰动词

G=136J4) 原来的翻译有只是为多边系统内提供的意思! 即不对

系统外提供! 根据解释并不是这样)

;GG=1G=6;54- 原来的翻译是改译为副词 *适当+! 是否不合

适/ ;GG=1G=6;54是修饰Q-./0! 并不是修饰动词 *G=136J4+! 因

此应翻译为 *适宜的+)

"指南#- 本款规定在紧急灾害情况下需要材料恢复农业系

统! 无论接受者是否为 "条约# 的缔约方! "全球行动计划#

的重点领域 % 就是针对此问题的 '将在后文中详述() 尽管没有

规定特殊的条件! 本条的规定还是强化承认此时需要快速获取!

并很清楚这是意在与普通条件下常规种子提供者竞争或者是替

代他们)

112第 1423 '&( 项

1423 '&( !各缔约方同意可以提供关于多边系统内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信息% 尤其包括目录和清单! 技术信息!

科技及社会经济研究成果% 包括特性鉴定! 评价和利用信息&

这些信息凡非机密性的均应提供% 但须遵循适用的法律并依国

家能力而定) 应通过第 1> 条规定的信息系统向本 "条约# 所有

缔约方提供上述信息&

$%C" ';( ![F4,125=;:5629Q;=564>;9=4451O;̂4;3;68;I8462K

M1=O;5612 HF6:F >F;88! 6254=;86;! 42:1OG;>>:;5;819A4>;2J 6234251K

=64>! 62M1=O;5612 12 54:F2181964>! =4>A85>1M54:F26:;8! >:64256M6:;2J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1:61R4:121O6:=4>4;=:F! 62:8AJ629:F;=;:54=6L;5612! 43;8A;5612 ;2J

A5686L;5612! =49;=J6295F1>4G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K

:A85A=4A2J4=5F4EA8568;54=;8US>54OCUA:F 62M1=O;5612 >F;88I4O;J4

;3;68;I84! HF4=4212 R:12M6J4256;8! >AIc4:551;GG86:;I848;H;2J 62

;::1=J;2:4H65F 2;5612;8:;G;I686564>CUA:F 62M1=O;5612 >F;88I4O;J4

;3;68;I8451;88,125=;:5629Q;=564>515F6>[=4;5S5F=1A9F 5F462M1=O;K

5612 >S>54O! G=136J4J M1=62 0=56:84$)C

后一句中没有修饰性短语HF4=4212 R:12M6J4256;8! 因此后一

句是不受此限制的! 因为缔约国也可能同意提供机密信息)

Z)#&,/H++#- [F48;>5=4M4=42:46>51&,,$*<+#%&0$+*7)$*(

%&/)&;&$,&7,)C[F4=46>21=4>5=6:5612 1MI4629212 R:12M6J4256;8C

,12M6J4256;8O;54=6;8O;SI4O;J4;3;68;I8462 ;::1=J;2:4H65F ;GG86K

:;I848;H! ;85F1A9F 65H688G=1I;I8S215I4C

"指南#- 提供信息的条件有三项-

$N只有信息是非机密性的! 缔约方才提供) 当然机密信息

也可以提供! 但要由相关缔约方自行决定.

"N根据适用的国内法律! 包括知识产权法 '版权法和专利

法(! 提供信息.

%N应 *依国家能力+ 提供信息)

132第 1423 '7( 项 '$$$(

1423 '7( '$$$( !应按照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 提供上述 '$(

和 '$$( 所述技术 '包括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 的获取和转

让% 或为其提供便利) 对用于保存的技术以及惠及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农民的技术来说% 尤应如

此% 包括相互商定的减让和优惠条件% 特别是通过多边系统下

的研究和开发伙伴关系& 这种获取和转让将按照承认并符合充

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条件进行&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C" 'I( '666( !0::4>>51;2J 5=;2>M4=1M54:F21819S;>=4K

M4==4J 5162 '6( ;2J '66( ;I134! 62:8AJ6295F;5G=154:54J IS6254884:K

5A;8G=1G4=5S=69F5>! 51J43481G629:1A25=64>5F;5;=4,125=;:5629Q;=K

564>! 62 G;=56:A8;=84;>5J43481G4J :1A25=64>! ;2J :1A25=64>H65F 4:12K

1O64>62 5=;2>65612! >F;88I4G=136J4J ;2J+1=M;:6865;54J A2J4=M;6=;2J

O1>5M;31A=;I8454=O>! 62 G;=56:A8;=62 5F4:;>41M54:F2181964>M1=A>4

62 :12>4=3;5612 ;>H488;>54:F2181964>M1=5F4I424M651MM;=O4=>62 J4K

3481G629:1A25=64>! 4>G4:6;88S62 84;>5J43481G4J :1A25=64>! ;2J :1A2K

5=64>H65F 4:121O64>62 5=;2>65612! 62:8AJ629+*.+*.)--$+*&,&*/

"#)<)#)*0$&,0)#%-HF4=4OA5A;88S;9=44J! 6254=;86;! 5F=1A9F G;=5K

24=>F6G>62 =4>4;=:F ;2J J43481GO425A2J4=5F4EA8568;54=;8US>54OC

UA:F ;::4>>;2J 5=;2>M4=>F;88I4G=136J4J 12 54=O>HF6:F =4:1926L4

;2J ;=4:12>6>5425H65F 5F4;J4eA;54;2J 4MM4:5634G=154:5612 1M62548K

84:5A;8G=1G4=5S=69F5>C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 款翻译:12:4>>612;8;2J G=4M4=42K

56;854=O>为 *减让和优惠条件+)

142第 1423 '/( 项 '$$(

1423 '/( '$$( !各缔约方同意% 第 1325 提及的标准 "材

料转让协定# 应包括如下要求$ 商业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并导入从多边系统获取材料的产品的获取者应向第 1@24<提及

的机制支付该产品商业化所得利益的合理份额& 但如这种产品

不受限制地提供给其他人用作进一步研究和育种的情况则除外%

在此情况下% 应鼓励商业化的获取者进行这种支付&

$%C" 'J( '66( ![F4,125=;:5629Q;=564>;9=445F;55F4>5;2JK

;=J E;54=6;8[=;2>M4=09=44O425=4M4==4J 5162 0=56:84$"C& >F;8862K

:8AJ4;=4eA6=4O4255F;5;=4:6G6425HF1:1OO4=:6;86L4>;G=1JA:5

5F;56>;G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2J 5F;5$*.+#T

"+#&0)-O;54=6;8;::4>>4J M=1O5F4EA8568;54=;8US>54O! >F;88G;S51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5F4O4:F;26>O=4M4==4J 5162 0=56:84$(C%M! ;2 4eA65;I84>F;=41M5F4

I424M65>;=6>629M=1O 5F4:1OO4=:6;86L;5612 1M5F;5G=1JA:5! 4X:4G5

HF42434=>A:F ;G=1JA:56>;3;68;I84H65F1A5=4>5=6:5612 5115F4=>M1=

MA=5F4==4>4;=:F ;2J I=44J629! 62 HF6:F :;>45F4=4:6G6425HF1:1OK

O4=:6;86L4>>F;88I442:1A=;94J 51O;̂4>A:F G;SO425C[F4-134=K

262971JS>F;88! ;565>M6=>5O445629! J454=O6245F484348! M1=O;2J

O;224=1M5F4G;SO425! 62 8624H65F :1OO4=:6;8G=;:56:4C[F4-134=K

262971JSO;SJ4:6J4514>5;I86>F J6MM4=42584348>1MG;SO425M1=3;=6K

1A>:;5491=64>1M=4:6G6425>HF1:1OO4=:6;86L4>A:F G=1JA:5>. 65O;S

;8>1J4:6J412 5F4244J 514X4OG5M=1O>A:F G;SO425>>O;88M;=O4=>

62 J43481G629:1A25=64>;2J 62 :1A25=64>H65F 4:121O64>62 5=;2>65612C

[F4-134=262971JSO;S! M=1O56O45156O4! =4364H5F484348>1MG;SK

O425H65F ;364H51;:F643629M;6=;2J 4eA65;I84>F;=6291MI424M65>!

;2J 65O;S;8>1;>>4>>! H65F62 ;G4=61J 1MM634S4;=>M=1O5F4425=S62K

51M1=:41M5F6>[=4;5S! HF45F4=5F4O;2J;51=SG;SO425=4eA6=4O42562

5F4E[0>F;88;GG8S;8>162 :;>4>HF4=4>A:F :1OO4=:6;86L4J G=1JK

A:5>;=4;3;68;I84H65F1A5=4>5=6:5612 5115F4=>M1=MA=5F4==4>4;=:F ;2J

I=44J629C

中国知网 ',PiB( 中译$*.+#"+#&0)为 *导入+.

UE[0用的是 *整合+- OHJL第 3 条 U定 义$ *产品+ 系

指整合了该材料或其准备商业化的任何遗传部分或成分的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不包括商品及用于粮食& 饲料和加工的

其他产品)

"指南#- 第三个潜在问题就是什么才构成从多边系统获取

材料的62:1=G1=;5612) 当然有不同的导入方法! 包括传统育种和

生物技术方法! 但本规定的用词暗示从多边系统获取的材料被

*62:1=G1=;54J+ 进某一产品! 且该产品中存在获取材料的遗传信

息) 但关于62:1=G1=;5612的程度又出现了技术问题! 即是否任何

材料的62:1=G1=;5612都充分满足要求/ 还是导入材料中为需要特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性所必需的主要部分才满足要求/ 或者是参考不同层次的 *62K

:1=G1=;5612+ 确定不同的付款水平/

相对来说! 翻译为 *导入+ 更好)

152第 1621 '7( 项

1621 '7(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而未列入本 "条约# 附件

一并在本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应

根据国际农研中心与粮农组织之间的协定按照目前在用 "材料

转让协定# 的规定提供& 管理机构应按照本 "条约# 的有关条

款% 尤其是第 13 和第 14 条的规定并按照下列条件% 与国际农

研中心磋商% 最迟在其第二届例会上对该 "材料转让协定# 进

行修正$

$?C$ 'I( !Q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15FK

4=5F;2 5F1>486>54J 62 0224XB1M5F6>[=4;5S;2J :1884:54J I4M1=465>

425=S6251M1=:45F;5;=4F48J ISB0.,>>F;88I4O;J4;3;68;I8462 ;:K

:1=J;2:4H65F 5F4G=136>612>1M5F4E[0:A==4258S62 A>4GA=>A;2551

;9=44O425>I45H442 5F4B0.,>;2J 5F4/0WC[F6>E[0>F;88I4;K

O42J4J IS5F4-134=262971JS218;54=5F;2 65>>4:12J =49A8;=>4>K

>612! 62 :12>A85;5612 H65F 5F4B0.,>! 62 ;::1=J;2:4H65F 5F4=4843;25

G=136>612>1M5F6>[=4;5S! 4>G4:6;88S0=56:84>$" ;2J $%! ;2J A2J4=5F4

M1881H629:12J65612>-

本句的结构为- Q-./015F4=5F;2 5F1>486>54J0;2J :1884:54J0

5F;50! 根据句子的结构! 15F4=5F;2 5F1>486>54J& :1884:54J和5F;5

从句共同修饰5F1>4)

另外! 第 $?C$ 款规定的是国际农研中心的所有 *受托持有

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 其 ;项规定的是

*国际农研中心持有的本 "条约# 附件一所列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 并未区分其是在 "条约# 生效前收集的! 还是在

"条约# 生效后收集的. 第 $?C% 款规定的是 *对未列入附录 B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并由国际农研中心在本 "条约# 生效后收集和保存的材料+) 因

此! 从逻辑上推理! 第 $?C$ 款 I项规定的也应该是 *国际农研

中心持有而未列入本 "条约# 附件一的并在本 "条约# 生效前

收集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目前在用+ ':A==4258S62 A>4( 意指 "条约# 生效时正在使

用的)

162第 1621 '7( 项 '$;(

16217'$;( !各国际农研中心应按照其能力采取适当措施%

坚持有效遵守 "材料转让协定# 的条件% 并应将不遵守的情况

及时通知管理机构&

$?C$I '63( ![F4B0.,>>F;885;̂4;GG=1G=6;54O4;>A=4>! 62

;::1=J;2:4H65F 5F46=:;G;:65S! 51%&$*0&$*)<<).0$;):1OG86;2:4

H65F 5F4:12J65612>1M5F4E[0>! ;2J >F;88G=1OG58S62M1=O5F4-13K

4=262971JS1M:;>4>1M212 R:1OG86;2:4C

E;625;62- 是在相反的证据或论点面前! 仍肯定地宣称某某

事) 该词几乎总是带有争论或分歧的! 它是以先前提出而现时

仍在坚持的观点为基础! 因而在此意义上重申或坚持原来的

观点)

0O4=6:;2 [=;J65612;8<6:5612;=S- [1^44G 62 ;2 4X6>5629>5;54.

G=4>4=341==45;62- 保持存在的状态. 坚持或保持-

而 *切实+ 是一个副词! 而且没有译出 *4MM4:5634+)

"指南#- 采用 *坚持+ 'O;625;62( 而不是 *保证+ '42K

>A=4(! 表明各国不期望国际农研中心保证遵守! 各国只是期望

各国际农研中心根据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 恰当地分发材料!

按照其能力采取适当措施达到遵守! 并在其注意到不遵守时报

告该情况)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1=2第 1>21 款

1>21!各缔约方将在现有信息系统基础上建立和加强全球

信息系统% 以促进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科学技术

信息和环境信息的交流% 期望这种信息交流通过使所有缔约方

获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信息而有利于利益分享& 在建

立全球信息系统时% 将寻求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交换所机

制合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文文本译,84;=629a1A>4E4:F;26>O为

*交换所机制+)

1>2第 1?252&项

1?25 '&( !各缔约方应在有关国际机制! 基金和机构的管

理机构内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确保对实施本 "条约# 的各项

计划的可预计商定资金的有效分配得到应有重视和关注&

;9=44J =4>1A=:4>- 译为 *商定资金+ 更好! 因为 *协议+ 多

指为谈判而形成的! 并多以合同的形式出现! 而此处缔约国之

间在供资战略上是根据已经协商确定的计划而予以供资) 另见

第 $*C? 款)

1?2第 1?26 款

1?26!各缔约方同意% 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商定的计划%

尤其是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农民而商定的

计划% 将列为实施重点% 正是这些农民在保存与持续利用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C?![F4,125=;:5629Q;=564>;9=445F;5G=61=65SH688I496342 51

5F46OG84O425;5612 1M;9=44J G8;2>;2J G=19=;OO4>M1=M;=O4=>62 J4K

3481G629:1A25=64>! 4>G4:6;88S62 84;>5J43481G4J :1A25=64>! ;2J 62

:1A25=64>H65F 4:121O64>62 5=;2>65612! HF1:12>4=34;2J >A>5;62;I8S

A5686L4G8;25942456:=4>1A=:4>M1=M11J ;2J ;9=6:A85A=4C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YF1从句用于修饰 *M;=O4=>62 J43481G629:1A25=64>+! 但在

中文文本中却译为修饰 *G8;2>;2J G=19=;OO4>+)

1@2第 1@242.项

1@24 '.( !按照第 1? 条的规定% 在第一届会议上通过! 并

定期审议实施本 "条约# 的供资战略)

$(C% ':( !;J1G5! ;565>M6=>5>4>>612! ;2J G4=61J6:;88S=4364H

5F4MA2J629>5=;549SM1=5F46OG84O425;5612 1M5F6>[=4;5S! 62 ;::1=JK

;2:4H65F 5F4G=136>612>1M0=56:84$*.

在 "条约# 中文文本中! 只有此处译为 *供资战略+! 其

它地方 '第 )C"CJ项&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C4项& 第 $(C%C9项( 均译为 *融

资战略+) 但在管理机构会议文件中用的是 *供资战略+! 相对

于 *融资战略+ 更贴切一些)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融资是指为支付超过现金

的购货款而采取的货币交易手段! 或为取得资产而集资所采取

的货币手段)

因此! 建议第 )C$CJ 项&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 款& 第 $*C&C4项& 第 $(C%C9项中的

*融资+ 均应改为 *供资+)

3A2第 1@242R项

1@24 'R( !审议尤其是与第 14 条和第 1? 条有关的鼓励自

愿捐款战略的模式)

$(C% 'c( !:12>6J4=O1J;86564>1M;>5=;549S5142:1A=;94318K

A25;=S:125=6IA5612>! 62 G;=56:A8;=! H65F =4M4=42:4510=56:84>$%

;2J $*.

其它条款中都是翻译 *自愿捐款+)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312第 3323 款

3323!如果有关各方不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 它们可联合

寻求第三方进行斡旋或请求第三方进行调停&

""C"!BM5F4G;=564>:12:4=24J :;2215=4;:F ;9=44O425IS2491K

56;5612! 5F4SO;Sc16258S>44̂ 5F4911J 1MM6:4>1M! 1==4eA4>5O4J6;5612

IS! ;5F6=J G;=5SC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二十七条!争端的解决

$N缔约国之间在就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发生争端时! 有

关的缔约国应通过谈判 '*)(+0$&0$+*( 方式寻求解决)

"N如果有关缔约国无法以谈判方式达成协议! 它们可以联

合要求第三方进行斡旋或要求第三方出面调停 '%)/$&0$+*()

%N在批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其后的任何时

候! 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书面向保管者声明! 对

按照以上第 $ 款或第 " 款未能解决的争端! 它接受下列一种或

两种争端解决办法作为强制性办法-

';( 按照附件二第一部分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 'L#7$0#&T

0$+*(.

'I(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09)D*0)#*&0$+*&,C+8#0+<Y8-T

0$.)()

&N如果争端各方尚未按照以上第 % 款的规定接受同一或任

何程序! 则这项争端应按照附件二第二部分的规定提交调解

'.+*.$,$&0$+*(! 除非缔约国另有协议)

332第 3324 '7( 项

3324 '7( !将争端上诉国际法院&

""C% ' I( ! UAIO6>>612 1M5F4J6>GA54515F4B254=2;5612;8

,1A=51M@A>56:4C

国际法院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 负责依国际法解决国家

之间的法律争端! 并对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向其提出的法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律问 题 发 表 咨 询 意 见) 参 见- F55G- ++HHHC6:cR:6cC1=9+

F1O4G;94+:F+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C%CI 项-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5F4B254=2;5612;8,1A=51M@A>56:4()

342其它

1621!各缔约方承认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国际农研中

心受托持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原生境收集品对本

"条约# 的重要性& 各缔约方要求各国际农研中心与管理机构按

如下条件就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签订协定$

,-B0.网页译为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 第 $$C? 款已

经说明了简略语)

1623!各缔约方同意% 向那些根据按本 "条约# 已与管理

机构签署协定的国际农研中心提供方便获取多边系统内列入附

件一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机会& 这些中心将列入由秘

书持有的一份名单中% 并应要求提供给缔约方&

1624!对未列入附件一并由国际农研中心在本 "条约# 生

效后收集和保存的材料% 提供获取机会的条件应当与接收材料

的国际农研中心同这些资源的原产国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或与这些中心同按照 "生物多样性公约# 或其他适用法律得到

这些资源的国家共同商定的条件相一致&

1625!鼓励缔约方按相互商定的条件% 向已经与管理机构

签订协定的国际农研中心提供机会% 使其能够获得未列入附件

一而对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国际农研中心的计划和活动有

重要意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1@24 ',( !注意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和其他有

关国际组织及条约机构的有关决定)

1@24 '*( !批准第 16 条中与国际农研中心和其他国际机

构签订协定的条件% 并审查和修改第 16 条中的 "材料转让协

#("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解释性指南



定#&

1@25!根据第 1@2= 款% 每一缔约方应有一票% 并可派一名

代表出席管理机构会议% 该代表可由一名副代表! 若干专家和

顾问陪同& 副代表! 专家和顾问可参加管理机构的议事活动%

但无权表决% 除非他们获得正式授权代替代表&

4321!任何缔约方可在本 "条约# 对其生效之日两年后的

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保管者退出本 "条约#& 保管者应立即

通知所有缔约方&

$("附录三!关于 "条约# 中文文本翻译的建议!



译 后 记

"##( 年底我有幸到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76134=>65SB254=2;K

5612;8* 做访问学者! 在 E6:F;48a;84H11J 博士的指导下开展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的研究# E6:F;48a;84K

H11J博士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 $ 2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

际条约3 解释性指南%! 我发现这正是我可以借此开展研究的最

好著作# 更为幸运的是我正好与本书作者杰罗德-莫尔同一办

公室! 可以随时请教翻译中遇到的术语解释等问题# 本来该国

际条约就是在谈判中各方协商' 妥协的结果! 因此很多条款存

在模糊之处! 不研究其解释有时还真的不能充分理解 $条约%

的条款# 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提交给莫尔先生后!

他十分认真地逐项查询! 很严谨地做出解答并指出原因及出处

等! 很令我感动#

在翻译过程中! 还得到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76134=>65S*

东亚办事处张宗文博士的帮助! 解决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农业

方面的专业知识! 并提供了有关专业段落的翻译! 在我的其它

研究中! 也得到张宗文博士的无私帮助! 因此非常感谢张宗文

博士#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 "##? 年! 当时 $条约% 管理机构第一届

会议尚未召开! 还没有通过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UE[0*! 而

截至 "#$# 年 $$ 月 $条约% 管理机构已经召开三届会议! 并通

过了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等一系列文件! 解决了 $条约% 中

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拥有基因库的国际农研中心' 全球作物

多样性信托基金也与 $条约% 管理机构签署了协议! 因此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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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条约% 时应参考这些文件#

另外! 翻译过程中发现 $条约% 和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的中文文本都有不准确和不一致之处! 对中国学者和决策官员

研究这两份法律文件非常不利! 甚至会影响中国加入 $条约%

的进程# 因此! 向 $条约% 管理机构秘书处和国家有关部门做

了反映! 但由于修正 $条约% 和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的官方

文本需要通过法定程序! 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故亦将修改建

议附于文内! 供学者' 决策官员研究! 敬请所有关心 $条约%

者研究这两份文本! 以期尽快确定其标准文本并向联合国粮农

组织提交这两份文件中文文本的修正意见! 争取在下一届 $条

约% 管理机构会议上通过修正文本决议! 为中国加入 $条约%!

也为中国农业科研人员使用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充分利用国

际社会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扫清法律文本上的障碍#

本书的翻译涉及到农业' 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与国际法等

多方面知识! 译者作为法律研究人员! 虽经多方查询资料' 咨

询各方面专家! 但仍会有翻译不准确抑或错误之处! 因此一旦

发现! 敬请不吝赐教#

王富有

"#$# 年 $$ 月 " 日

%("译后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CLJLO"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0[0U( 成立于 $(?% 年! 总部位于

海南省! 在海南和广东 *两省六市+ 分别设有 $& 个科技机构&

"( 个科技平台! 拥有科技人员 %"## 多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全面开展热带农业领域的科学研究!

尤其在天然橡胶& 木薯& 油棕& 热带水果& 热带香 '饮( 料&

热带畜牧等作物的基础性研究及应用基础性研究方面! 取得突

出成就. 并负责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和分发! 及热带

农业病虫害与外来生物防治等任务! 建有天然橡胶& 热带牧草&

木薯等国家种质圃! 拥有海南热带植物园& 兴隆热带植物园&

椰子大观园& 南亚热带植物园) "#$# 年在国家农业部的支持下!

牵头组建了全国热带农业科技协作网! 大力推进热带地区科技

资源共享! 协调热带农业科技攻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还大

力发展热带农业科技国际合作! 与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等 $# 多个国际机构及 %#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关系! 并在非洲建设有 *中国,刚果

'布(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紧密结合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农业

发展需要! 研究& 推广了一大批新品种& 新技术! 为保证我国

天然橡胶等战略物资安全& 发展热区农村经济& 增加热区农民

收入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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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D[CW"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立于 $(&* 年! 把国家& 政府机构和广

泛的非政府组织组织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伙伴关系-

总计有 $### 多成员! 分布在 $&# 多个国家)

作为一个联合组织!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寻求影响& 鼓励和

帮助整个世界社会保存自然的整体性和多样性! 并确保对自然

资源的任何利用都公平且在生态上可持续) 中心秘书处负责协

调联盟计划项目! 并服务于联盟成员! 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成员

观点发言! 为成员提供其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战略& 服务& 科学

知识& 技术支撑等) 通过联盟的 ' 个委员会! 在项目团队和行

动小组内聚集了 $ 万多名专家志愿者! 并特别关注于物种和生

物多样性的保存& 生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等) 联盟帮助许多国家

制订了 "国家保存战略#! 并通过其监督的田间项目示范运用其

技术! 项目运行越来越趋向于集中化! 并通过主要位于发展中

国家且不断扩展的区域和国家联络点网络推进项目执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建立在其成员& 网络和合作伙伴力量的

基础上! 提高成员能力! 支持全球所有盟友保护当地& 区域和

全球层次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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