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报单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种业知识产权特区的探索与实践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e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pecial Zone 

in Sanya Yazhou B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Sanya Yazhou B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Administration Bureau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是海南自由贸易港11个重

点园区之一，规划面积为26.1平方公里，主

要由南山港、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城和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即“一港、两

城、一基地”)四部分共同构成

南山港

• 以海洋科考、海洋试验及临

港产业为主

南繁科技城

• 以南繁种业为核心，打造国

家南繁科研基地与国家热带

农业科学中心

深海科技城

• 以海洋科技为核心，重点聚

焦深海科技、海洋产业和现

代服务三大领域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

• 布局种质资源引进、检验鉴

定隔离、产业应用和国际贸

易交易等功能

功能布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简介
Introduction of Sanya Yazhou B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Sanya Yazhou B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is one of the 11 parks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with a planned area of 26.1 square

kilometers.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four

parts: Nanshan Port, S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Global plant and animal

germplasm resources import and transfer

base (i.e., "one port, two cities and one base")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简介
Introduction of Yazhou Bay Seed Laboratory

◼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是南繁科技城的核心组成部分，于2021年5月12日正式揭牌运行。以创建国家实验室

为牵引，为着力构建良好的种业科技创新生态、种业产业发展集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联席成员单位
Joint member

重大科研平台
Research platform

研究论文发表
Research paper

种业科研人才
Scientific manpower

联合攻关项目
Major projects

知识产权培育
Intellectual property

• 累计已有6篇研究论文

在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

• 下辖有精准设计育种中

心等10个公共性、开放

性的重大科研平台

• 已达19家，包括7家科

研院所，6所高校和6家

企业

• 引进科研人才及管理人

员800余人，首批64名

全时博士后已到岗工作

• 2021年已启动单倍体育

种技术等9个研究方向

共76个联合攻关项目

• 10+项的植物新品种和

国家发明专利正在申请

保护中



◆ 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食之基。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要围绕保

障粮食安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种业振兴和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2021年8月，海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

产特区建设方案(2021-2025)》，聚焦“南繁种业”，创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种业知识产权特区
Se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pecial Zone 

以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为重点依托，聚焦“南繁种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制度集成创新

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体系

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建设背景
Background of Se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pecial Zone



助力种业科技创新的有效举措

◼ 建立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化知识产权在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中的导向作用，有利于推动

育种核心技术创新，促进种质资源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提高我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水平

◼ 建立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建设有关保护和服

务设施，有利于强化种业创新与成果孵化能

力，为国家实验室落地提供保障

◼ 建立种业知识产权特区，探索与国际接轨的

知识产权政策和服务体系，有利于支撑构海

南自贸港建知识产权立体保护大格局

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建设意义
Significance of Se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pecial Zone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seed industry

支撑国家种子实验室
建设的关键平台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ed laboratories

引领自贸港知识产权
保护的重要载体

Lead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南繁硅谷发展深厚积淀海南自贸政策制度优势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支持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创新建设具有海南特色、国际认同度

较高、知识产权营商环境一流的全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发展目标

发展基础

路径措施

建设“种子身份证”指纹信息系统

构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能力1

建设育种材料存证和惠益分享平台

建立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2

建设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开辟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途径3

建设崖州湾科技城维权执法服务集群

打造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环境4

建设崖州湾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港

构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体系5

强化崖州湾科技城特色软性能力建设

营造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氛围6

种业知识产权特区总体建设思路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Seed Indust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Zone



引入 MNP 分子标记技术

开展基因指纹库存证业务

2

建设授权品种DNA指纹数据库

为每份种子贴上 “身份证” 标签

3

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合作共建分子检测实验室

1

◼ 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合作共建崖州湾分子检测实验室 ，引入MNP分子标记技术，创新建设授权植物品

种DNA指纹库，为每份种子贴上独一无二“身份证”标签，切实维护育种者合法权益

主要
成效

⚫ 分子检测实验室累计完成17种作物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标准的建立

⚫ 已构建包含7500个水稻授权品种和500多个海南热带特色种质资源授权品种的MNP数据库

⚫ 已经利用MNP技术为社会提供了上千份检测服务，涉及60多个品种权侵权案例

建设“种子身份证”指纹信息系统，构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能力
New ability —— Build "seed ID card"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system

Build DNA fingerprint database of 

authorized varieties and label each 

seed with "ID card"

Cooperate wit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o build molecular 

testing laboratory

Use MNP molecular marker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gene 

fingerprint deposit business



◼ 由崖州湾创新发展中心建设和运营育种材料存证和惠益分享平台，探索“育种材料第三方存证”和“育种材料惠益

分享”等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推动育种数据和数据有序共享、流动，促进育种科研高效创新

育种材料存证和惠益分享平台
存证服务

Storage service

分享机制
Sharing mechanism

司法手段
Judicial safeguard

支持新《种子法》实质性派生品种（EDV）
规则的唯一标准检测方法

建设育种材料存证和惠益分享平台，建立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
New mechanism —— Build breeding material storage and benefit sharing platform

崖州湾创新发展中心

主要
成效

⚫ 助推科技成果转化首单突破：在平台存证服务支持下，科技城入园主体在园区完成首单植物新

品种“丹霞红”梨的交易，其独占许可转让权价格达2200万元，一举创造果树类植物新品种权交

易额的最高纪录



◼ 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海南自贸港第一家集知识产权（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导

航运用于一体，行政执法、维权援助、仲裁调解和司法衔接相联动的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

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functional platform

一站式优服务 提质效

建平台

强保护

审查

授权

确权

维权

协同保护

主要
成效

⚫ 业务办事效率显著提高：截止2022年4月，30多家涉农单位在三亚保护中心备案成功，受理现代

化农业专利申请案件20余件，涉农外观设计专利仅用5个工作日获得授权，授权时间大幅缩减

98%以上

建设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辟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途径
New way —— Build China (Sanya)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enter



◼ 特区聚焦维权执法服务体系建设，先后于崖州湾科技城成立两大审判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打造园区司

法审判机制“三亚样本”

主要
成效

⚫ 首案办结：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某新品种权案件在崖州湾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判决，共吸引100余万网友在线观看，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评选的第二批人民法院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和2022年知识产权50大典型案例

◼ 2021年10月29日，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审判庭、海南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派出审判庭揭牌成立，标志着三亚知

识产权保护、涉外民商事司法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

打造法制化营商环境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两个派出法庭揭牌

建设崖州湾科技城维权执法服务集群，打造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环境
New environment —— Build rights prote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ervice clusters



◼ 聚集种业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律所、金融机构等核心服务要素，构建种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

服务全链条服务体系，实现各类相关专业服务只进“一个门”、“一站式”办结

主要
成效

⚫ 推动首单果蔬深加工技术转让业务落地：完成《一种芒果酪及其制备方法技术转让（专利权）

合同》等；平台累计完成知识产权交易15笔

崖州湾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港

提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服务
Provi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ervices

建立专利导航产业发展机制
Provide patent navig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services

• 开展专利导航研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生物育种导

航报告》，为种业主体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提供科学指引

• 展示知识产权信息达2万多项，经权利人同意作为交易供应

信息挂牌展示的知识产权共2千余项

建设崖州湾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港，构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体系
New service —— Build comprehens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 hub



•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

中心指导下开展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

航研究，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保护

• 2021年9月，三亚市各相关单位就建

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签署框架协

议。深化跨部门联动

• 举办南繁育种基地内部保卫及植物新

品种维权业务培训活动，有效加深参

会人员品种知识产权的意识

开展生物育种导航
Carry out navigation research in 

biological breeding

建立保护协调机制
Establish protec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组织南繁专业培训
Organiz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rights protection in seed industry

成立海外保护联盟
Establish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lliance

• 成立三亚崖州湾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

盟，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

◼ 通过建立保护协调机制、组织南繁专业培训、开展生物育种导航、成立海外保护联盟等软性能力建设，营造崖

州湾科技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良好氛围

强化崖州湾科技城特色软性能力建设，营造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氛围
New atmosphere —— Multipl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soft capacity



◼ 计划出台种业知识产权鼓励性政策、建设种业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不断构建完善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

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体系

出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推进知识产权特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Issue policies to sup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1

• 背景意义：为鼓励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持种业

产业发展，探索出台契合崖州湾科技城种业知

识产权特区定位的支持政策

• 主要内容：涵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环节，并根

据种业特殊性制定有“鼓励植物新品种培育”“支持植物新品种维权”等针

对性支持条款

建设海南自贸港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崖州湾科技城服务窗口
Build a service window of Hainan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enter in
Yazhou b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2

• 背景意义：为提升海南植物新品种审查与授权

效率，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与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共建审查协作中心

• 主要内容：国家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查机关在全国设立的首家品种权协

助审查机构，开展农业植物新品种受理审查、DUS测试、PVP和DUS宣

传培训、PVP信息平台建设和运维等业务

……………

下一步重点工作计划
Next work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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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种业知识产权特区

聚焦种业知识产权
扛起种业高质量发展海南担当

Focus on se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