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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新光、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新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仁春，河北好望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婉君，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北金海岸城市广场。

法定代表人：魏正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峰，广东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新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平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9年1月3日作出的（2018）粤73民初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3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新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仁春、王婉君，被上诉人润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峰到庭参加了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新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润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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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新光通过多年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三红蜜柚，并获得该新品种的授权。三红蜜柚系柑橘属的一个水果品种，是由琯溪蜜柚芽

变成红肉蜜柚（又叫红心蜜柚）后再次芽变的新品种，属无性繁殖植物。该新品种除具有红色的果肉外，其海绵层和果外皮也均呈现淡红

色，与红肉蜜柚品种明显不同。原审判决对“作为收获材料的涉案柚子果实不应认定为‘三红蜜柚’的繁殖材料”的认定，明显违背农业

育种的实践经验、违背科学技术常识，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考虑生产成本，三红蜜柚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进行繁殖，但也可利用茎芽、果

柄、汁胞、外植体细胞等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繁殖。作为植物体的部分，依据植物“细胞全能性”科学理论，无论在实践中是否已通过

组织培养获得完整的植物，都不影响蜜柚的果实作为繁殖材料的科学定论。我国早已有育种者利用柚子、柑桔等柑橘属果实中的子叶或者

汁胞进行组培的实践活动，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达数十篇。因此，蜜柚的果实作为植物体的部分，属于繁殖材料。

（二）原审判决认定润平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所销售的并非“繁殖材料”的逻辑推理混乱。1.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是品种本身，

而不是育种的专有技术。不论育种人是通过芽变、诱变，还是杂交以及基因技术等等，法律上保护的范围应当是繁殖材料的整体，而不是

育种时用什么材料就只保护什么材料。原审判决认定蔡新光是通过从芽变分枝上采穗嫁接，而非利用汁胞等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就认

定将并非用于嫁接繁殖的材料判定为繁殖材料，否则超出权利人培育其植物新品种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范围、与权利人申请新品种

权过程中的应当享有的权利失衡，该认定存在错误。2.果实是不是繁殖材料，能不能繁殖，应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至于人们“用不

用”果实进行繁殖，则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应当从“果实能不能繁殖”的功能分析“果实是不是繁殖材料”，而非从“用不用果实进行

繁殖”的用途进行推理。原审判决认定在农业生产实际中，一般采用成本低廉且易于操作的嫁接方式对三红蜜柚进行扩繁，因此收获物的

籽粒或汁胞不会被用作繁殖材料，该认定存在错误。法律没有规定销售的繁殖材料必须用于繁殖的用途，也没有规定购买人必须使用其进

行生产，更不禁止购买人使用果实除“繁殖性能”以外的用途。润平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主要用于食用，不能由此否认果实作为

繁殖材料的事实。3.原审判决认定蔡新光没有举证证明“有的籽粒可以育出植株”等诉讼主张，也没有举证证明润平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

蜜柚果实属未经许可培育而得的收获物，也没有证据表明润平公司将之作为繁殖材料予以销售。原审判决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错误。

蔡新光对三红蜜柚果实是繁殖材料的这一事实没有举证的责任和义务。

（三）润平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作为收获材料本身就是三红蜜柚繁殖材料的一种。本案所指控的是润平公司的非法销售行

为，并未禁止有合法来源的三红蜜柚果实的销售行为，不存在原审判决所认为的“如果将作为普通公众食物来源的柚子作为繁殖材料，导

致社会成本畸高”。此外，润平公司未经其许可，长期大范围在其经营场所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所销售的果实不存在权利用尽的情

形。且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价格比其他蜜柚价格高，其侵权行为给蔡新光造成重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润平公司主张的产品来

源，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来源。

（四）原审判决关于三红蜜柚果实不是繁殖材料的认定，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审判决误把品种审定和新品种保护

混为一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判决本案，法律适用存在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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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审判决在“判断三红蜜柚果实是不是繁殖材料”的问题上，有法不依，随意曲解法律。我国立法早已将所有植物体（包括果

实或者细胞、组织等）作为“繁殖材料”予以保护，这体现了科技进步的客观需求，符合我国立法的本意和目的。不将三红蜜柚果实依法

作为繁殖材料进行保护，既不符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立法精神，又违反种子法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更是违背科学常识。

（六）无性繁殖作物，只要一根枝条被非法流入社会，育种者只有等待法律的救济。应给予无性繁殖新品种更加有效的保护。如不将

非法销售果实作为侵权行为进行惩处，无性繁殖的育种者将不能获得任何经济收益。依法认定润平公司销售没有合法来源的三红蜜柚果实

构成侵权，有利于维护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简称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种业创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尊重育种的实践经

验。

润平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蔡新光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仅限于三红蜜柚的可种植材料或植物的其他部分，并不包括三红蜜柚果实。蔡新光主张被诉侵权蜜柚果实可通过柚子果实的汁胞等进行组

织培养，但其未提供成功培养的证据予以证实。润平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中没有能繁殖出树苗的籽粒。（二）润平公司所销售的为蜜柚果

实，润平公司没有侵犯蔡新光的植物新品种权。润平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不属于可繁殖该植物新品种的种植材料或植物体的其他

部分，不属于蔡新光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涉案植物新品种权所涉及的新品种并非通过植物果实种植，因此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并

不构成侵权。润平公司销售的是食品，依法不能认定属于繁殖材料。（三）润平公司所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来源于江山市森南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南公司），具有合法来源。案外人森南公司提供给润平公司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否来源于蔡新光处于不明状态，是

否存在权利用尽并不能确定。（四）蔡新光未举证证明其损失，亦未提供其索赔数额的计算方式。蔡新光的侵权指控和损害赔偿数额均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润平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新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受理，蔡新光起诉请求：依据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令润平公司

停止销售三红蜜柚繁殖材料的果实，赔偿蔡新光经济损失5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包括对授权品

种繁殖材料的生产、繁殖或者销售等行为。根据种子法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

五条，参照《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第四条以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第五条的规定，无性繁殖材料应

被认为包括整株植物，整株植物包括果实。实践中考虑生产成本，三红蜜柚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进行繁殖，但也可利用茎芽、果柄、汁

胞、外植体细胞等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繁殖，蔡新光已成功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培养成活植株。润平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不仅是

涉案品种的收获材料，也是繁殖材料。润平公司未经蔡新光许可，私自连续、长期大范围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润平公司销售被诉侵权

蜜柚果实，且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价格比其他蜜柚价格高，其侵权行为给蔡新光造成重大损失，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蔡新光2009年11月10日申请“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于2014年1月1日获准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090677.9，保护期限为20年。

2015年12月30日已缴纳第四年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年费，现品种权人为蔡新光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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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法院向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调取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申请过程中的《意见陈述书》及附件《品种权申请请求书》

《说明书》《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现场考察报告》《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等材料。蔡新光于2010年1月12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载

明，经与育种专家咨询、核实，确认2004年其在红肉蜜柚果园中发现该芽变植株，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没加以开发利用，后经连

续3年的品种特性观察，确定为变异植株后，于2007年开始采取大树高接的方式进行选种繁育，此种方法第二年即可坐果；经过连续3年的

高接扩繁并经品种鉴定确定育成性状遗传稳定的新品种。同时根据审查意见的要求，将该暂定名称加以变更并增加另一近似品种。《著录

项目变更申报书》载明所申请的品种名称变更前为琯溪三红蜜柚，变更后为三红蜜柚。《说明书》载明，涉案品种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芸

香科柑橘属。申请品种的选育背景、育种方法和过程为，2004年在申请人的红肉蜜柚果园中发现一个果皮呈粉红色的芽变分枝，但未加以

开发利用，后经连续三年的品种特性观察，确定为变异植株，并于2007年11月开始采取大树高接的方式从芽变分枝上采接穗进行嫁接繁

殖，采用此种方法第二年即可坐果，2008年从子一代上采穗接子二代，2009年春继续从子二代上采穗高接子三代，同时对芽变母树及子代

连续三年进行生物学特征特性观察调查、品质鉴评，栽培配套技术研究。经过连续三年的高接扩繁并经品种鉴定后，确定育成性状遗传稳

定的新品种。遂于2009年10月20日请同行专家对芽变母树及子代果实进行鉴评。选育系谱图载明红肉蜜柚通过芽变嫁接成三红蜜柚。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作出的《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现场考察报告》载明，品种暂定名称三红蜜柚，植物种类柑橘

属，品种类型为无性繁殖，田间考察结果载明，申请品种的白皮层颜色为粉红，近似品种为白，具备特异性。考察结论为该申请品种具备

特异性、一致性。所附照片载明，三红蜜柚果面颜色暗红、白皮层颜色粉红、果肉颜色紫，红肉蜜柚果面颜色黄绿、白皮层颜色白、果肉

颜色红。

以上事实有《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植物新品种权年费缴费收据、《意见陈述书》《品种权申请请求书》《说明书》《著录项目变更

申报书》《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现场考察报告》等证据予以佐证。

润平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9日，为台港澳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10万美元（以下未作特别注明的金额均指人民币），经

营范围为零售业。

蔡新光指控润平公司销售作为三红蜜柚繁殖材料的果实，提交证据如下：

2018年1月5日，润平公司向曾木荣开具№34401257发票一张，内容为大润发超市马夹袋及三红蜜柚，金额为114.16元。2018年1月6

日，润平公司向曾木荣开具№34403174发票一张，内容为大润发超市马夹袋及三红蜜柚，金额为98.82元。2018年1月7日，润平公司向曾

木荣开具№34401741发票一张，内容为大润发超市马夹袋及三红蜜柚，金额为79.1元。2018年1月12日，润平公司向曾木荣开具

№14413044发票一张，内容为大润发超市马夹袋、菠萝蜜肉及三红蜜柚，其中三红蜜柚金额为47.83元。

蔡新光自行拍摄的照片三张。第一张照片载明大润发超市，第二张照片载明超市货架上摆放三红蜜柚，货架上方悬挂介绍牌，标示三

红蜜柚6.98元/500克。第三张照片三红蜜柚上贴附标签载明“柚中精品•三红蜜柚福饶柚业”字样。蔡新光自行拍摄的视频资料五段。第

一段视频VID_20180704_120152记录在大润发超市购买三红蜜柚并开具发票的过程，购买的柚子上贴附“琯溪三红蜜柚”标签条，价格签

目录





上载明“三红蜜柚”。视频还载明与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的部分对话内容如下，“大润发超市为全市配货，三红蜜柚在增城还能购买，2

月会下架，每年都会卖”。第二段视频VID_20180704_120606记录剥三红蜜柚的过程，载明三红蜜柚上贴附“柚中精品•三红蜜柚福饶柚

业”标签，价格签载明“三红蜜柚，包装日期2018年1月7日，大润发新塘店，广州市新塘金海岸广场”字样，视频载明该三红蜜柚果面、

白皮层呈现淡粉色，果肉呈现粉色。第三段视频VID_20180704_121541记录与大润发工作人员交流过程，该视频载明货架上的三红蜜柚上

贴附“琯溪三红蜜柚”标签条，货架上方悬挂介绍牌载明“三红蜜柚，产地福建平和，6.98元/500克”字样。视频还记录了与大润发超市

工作人员的部分对话内容，“三红蜜柚2月还会有，每年都卖”。第四段视频VID_20180704_122041记录购买了两个三红蜜柚，共支付41.7

元，三红蜜柚的价格签载明“三红蜜柚，包装日期2018年1月13日”字样。第五段视频VID_20180704_122423记录在大润发超市开具发票的

过程，2018年1月13日，广州市田美润福商业有限公司开具№04131402发票，品名为三红蜜柚，金额47.7元。

庭审中，蔡新光称其在润平公司购买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由于没有封存且时间较长已木质化，可以其自行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资料进行

对比。

润平公司辩称其有合法来源，提供如下证据：

编号05012016010959的合同书载明由甲方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分公司（以下简称润华黄埔公司）与乙方森南公司签订，第

一条第三款载明，森南公司保证交付的商品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或其它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

求的货物，否则，所涉法律问题应由森南公司负责解决，森南公司除自负法律责任外，并同意赔偿润华黄埔公司该商品第一次进货起至最

后一次进货之总货额的10倍作为润华黄埔公司商誉受损的赔偿，但最低不少于50万元。

润华黄埔公司与森南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2017年度商业合作条款，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条款第

六条第五款载明，在本合同签订日，双方已合作的有6家门店，店号详见附表。附表载明该6家门店其中包括润平公司。

2018年1月8日，森南公司向润华黄埔公司开具№08303249发票，金额为80796.91元，发票内容载明“详见销货清单”。同日，森南公

司向润华黄埔公司开具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清单载明货物包括三红蜜柚650公斤。

森南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载明，森南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22日，法定代表人周鹏，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为预

包装食品批发、零售；水果、蔬菜销售。

森南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经营项目为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8月10日。

原审法院认为：三红蜜柚品种权人为蔡新光，该品种权在保护期限内。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

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

材料。

蔡新光指控润平公司销售柚子的行为侵害其植物新品种权。根据蔡新光提交的发票、自行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

辩，结合润平公司的经营范围，证据内容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并符合生产生活常识，润平公司销售行为足以认定，即润平公司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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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5日、6日、7日和12日销售了本案被诉侵权蜜柚果实。至于该柚子是否属于蔡新光主张的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依现有证据无法

认定，也不具备再作鉴定或采用其他方法认定的条件。

根据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

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律禁止的是未经许可对繁殖材料的生产和销售等行为。可见，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是润平

公司销售柚子的行为是否侵害蔡新光的植物新品种权，具体而言则是，作为本案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否属于繁殖材料。种子法规定，本法

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可见，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

等等。也就是说，作为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也可能属于繁殖材料。在本案中，其是否属于繁殖材料，还须结合蔡新光申请的三红蜜柚此植

物新品种、按照证据规则予以认定。首先，通过蔡新光申请植物新品种权过程中提交《意见陈述书》《说明书》《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

试现场考察报告》审查三红蜜柚的培育和繁殖过程可见，三红蜜柚是通过从芽变分枝上采穗嫁接、以及采穗高接进行繁殖的，而非利用汁

胞等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在侵权诉讼中判定繁殖材料时所坚持的标准应与此保持相对一致。如果被诉侵权蜜柚果实并非用于嫁接繁殖

的材料，一般不宜判定为繁殖材料，否则超出权利人培育其植物新品种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范围、与权利人申请新品种权过程中的

应当享有的权利失衡。其次，正如蔡新光在诉讼中所称，作为收获材料的三红蜜柚果实，收获材料中的籽粒已经退化，一般情况下无法作

为繁殖材料。但其又辩称有的籽粒可以育出植株；还辩称其已成功利用外植体细胞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育出植株。即便如此，蔡新光的上述

辩述只是在理论上存在可能性。既然收获材料中的籽粒已退化，失去或者基本失去了自然繁殖能力，在实践中通过籽粒培育植株的成活率

将显著降低，导致培育成本过高；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扩繁方式，也存在培育成本过高问题。而且，无论通过籽粒培育还是通过组织培

养，都需要专业人士通过专业设施进行。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综合实际生产技术和条件、结合植物自身情况、育苗复杂程度及成本等多种

因素，一般选用低成本、高成活率的繁殖材料。也就是说，实际生产中将采用成本低廉且易于操作的嫁接方式对三红蜜柚进行扩繁。如

此，则收获材料的籽粒或汁胞不会被用作繁殖材料。再次，按照润平公司的经营模式，结合商业习惯，其所销售的柚子果实，主要用于食

用，用于满足普通公众对之作为食物的需求。如果为了阻却理论上存在的、专业人士才能进行的高成本的将被诉蜜柚果实作为繁殖材料的

可能性，而禁止作为普通公众食物来源的柚子的销售，将导致社会成本畸高。在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润平公司利用销售的柚子进行技术

培养植株。最后，从“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证据规则看，蔡新光尚未举证证明其所辩述的“有的籽粒可以育出植株”“已成功通过组织

培养技术育出植株”之诉讼主张；而根据其新品种申请文件，仅足以认定三红蜜柚是通过嫁接方式繁殖。同样，蔡新光也未举证证明润平

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属未经许可培育而得的收获材料；也没有证据表明润平公司将之作为繁殖材料予以销售。

综上所述，作为收获材料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不应认定为三红蜜柚的繁殖材料，销售作为收获材料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之行为不侵害

蔡新光的植物新品种权。基于此，蔡新光在诉讼中提交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照片、视频等证据中显示的是否属于权利人主张的三红蜜

柚，对本案的判决结果不构成实质影响。润平公司提出的合法来源抗辩是否成立，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不构成实质影响，故对此不再作审

查认定。蔡新光对润平公司提起的侵权之诉不成立，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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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蔡新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蔡新光负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润平公司对其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行为无异议，主张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从案外人森南公司合法购进，并陈述曾在原审

中请求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蔡新光认为，润平公司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来源于蔡新光，故其合法来源抗辩并无依据，不能成立。

二审庭审中，蔡新光申请专家辅助人西南大学果树研究所教授曹立出庭，就三红蜜柚果实是否为繁殖材料发表意见，润平公司对专家

辅助人曹立进行了询问。曹立发表的意见主要有：通常无性繁殖育种是通过枝条或者分株进行繁育，通过植物的果实可以进行繁殖；植物

的种子有去病毒的功能，然而种子会发生变异，并非每一颗种子均保留上一代遗传物质，但也并非都会发生变异；柚子以单胚为主，绝大

多数会发生变异；柚子果实内是否有籽粒不确定性大，并非均有籽粒，有些籽粒也已退化，而且年份以及地区均会成为影响因素，有些柚

子芽变选种而来没有籽粒，或非常少，而有些的籽粒则会非常多；直接种植退化的籽粒很难进行繁殖，通常都是用苗木进行培育；三红蜜

柚在繁育时只有进行套袋处理，收获的果实外皮才具有该品种的特异性，而三红蜜柚的近似品种红肉蜜柚即使进行套袋处理，也不具有三

红蜜柚的特异性；农民将未退化的籽粒进行种植形成树苗再销售枝条的个别情况是存在的；通过汁胞培育苗木有一定的专业技术难度，需

要一流的实验室，至少三十万元到五十万元的费用。本院将在评判相关问题时对上述意见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情况及案件事实，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主要争议问题为，润平公司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行

为是否构成对蔡新光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其中，判断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本案的焦点。

蔡新光为植物新品种“三红蜜柚”的品种权人，缴纳了品种权年费，该植物新品种权尚在有效期，合法有效，应当予以保护。

关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

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

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

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

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

权。”根据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与繁殖材料密切相关，涉及受保护品种繁殖材

料的上述行为，应当获得品种权人的许可。繁殖材料目前作为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品种权人行使独占权的基础。

繁殖材料包括有性繁殖材料和无性繁殖材料，植物或植物体的一部分均有可能成为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权所指的繁殖材料涉及植物

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其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应当以品种权法律制度为基础进行分析。根据种子法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

授予品种权是基于育种者培育、发现并开发的品种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以及稳定性、一致性，并有适当命名。当一个品种经过繁殖，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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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可以预见的变异外，其相关特性保持足够一致，该品种应被认为具有一致性。当一个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对于特定繁殖周期而

言，在每个周期结束时，其相关特性保持不变，该品种应被认为具有稳定性。由此可见，之所以将品种的繁殖材料规定为植物新品种权的

保护范围，是因为该品种的遗传特性包含在品种的繁殖材料中，繁殖材料在形成新个体的过程中进行品种的繁衍，传递了品种的特征特

性，遗传信息通过繁殖材料实现了代代相传，表达了明显有别于在申请书提交之时已知的其他品种的特性，并且经过繁殖后其特征特性未

变。因此，虽然植物体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都可能具有繁殖能力，但其是否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有

赖于所涉植物体繁殖出的植物的一部分或整个植物的新的个体，是否具有与该授权品种相同的特征特性。

关于蔡新光主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已经将果实认为是繁殖材料，而原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不属于繁殖材料、有法

不依的上诉理由。经审查，种子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

根、茎、苗、芽、叶、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五条规定：“《条例》所称繁殖材料是

指可繁殖植物的种植材料或植物体的其他部分，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

细则（林业部分）》第四条规定：“《条例》所称的繁殖材料，是指整株植物（包括苗木）、种子（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等）以及

构成植物体的任何部分（包括组织、细胞）。”《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植物繁殖材料是植物种

子、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的统称，指栽培、野生的可供繁殖的植物全株或者部分，如植株、苗木（含试管苗）、果实、种子、砧木、接

穗、插条、叶片、芽体、块根、鳞茎、花粉、细胞培养材料（含转基因植物）等。”上述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规章对繁殖材料进行了

例举，但是对于某一具体品种如何判定植物体的哪些部分为繁殖材料，并未明确规定。蔡新光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

持。

蔡新光上诉主张被诉侵权蜜柚果实具有繁殖功能即应当认定是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对此本院认为，判断是否为某一授权品种的

繁殖材料，在生物学上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的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被诉

侵权蜜柚果实是否为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不仅需要判断该果实是否具有繁殖能力，还需要判断该果实繁殖出的新个体是否具有果面

颜色暗红、果肉颜色紫、白皮层颜色粉红的形态特征，如果不具有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则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权所保护的繁殖材料。

蔡新光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蔡新光上诉主张，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籽粒、果实内的汁胞均可作为繁殖材料。对于三红蜜柚果实能否作为繁殖材料，经审查，即便

专门的科研单位，也难以通过三红蜜柚果实的籽粒繁育出蜜柚种苗。二审庭审中，蔡新光所请的专家辅助人称，柚子单胚，容易变异，该

品种通过枝条、芽条、砧木或者分株进行繁殖，三红蜜柚果实有无籽粒以及籽粒是否退化具有不确定性。综合本案品种的具体情况，即使

考虑到三红蜜柚果实的籽粒有一定的繁殖能力，由于该籽粒尚无法繁殖出具有三红蜜柚品种特征特性的新个体，果实的籽粒不属于该品种

的繁殖材料。蔡新光依据细胞全能性理论上诉提出，果实内的汁胞可以进行繁殖，因此被诉侵权蜜柚果实属于繁殖材料。经查，我国早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展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研究，利用植物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通过离体培养进行无性繁殖。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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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受到植物品种的基因型、器官、发育时期等多方面条件制约，还需要避免品种产生变异，并非柑橘属的每一个品种都能通过组织培养

进行繁殖，因此，三红蜜柚果实内的汁胞难以被认定为繁殖材料。综上，本案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籽粒及其汁胞均不具备繁殖授权品种三

红蜜柚的能力，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

依据植物细胞的全能性理论，可以在植物体外复制携带品种的特异性的DNA序列进行繁殖得到种植材料，但该种植材料能否成为品种

权的繁殖材料，仍要判断该植物体能否具有繁殖能力，以及繁殖出的品种能否体现该品种的特征特性。简单地依据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认定

品种的繁殖材料，将导致植物体的任何活体材料均会被不加区分地认定为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

植物品种的材料分为繁殖材料、收获材料以及直接由收获材料制成的产品。蔡新光上诉主张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作为收获材料本身就是

三红蜜柚的一种繁殖材料。润平公司答辩认为其销售的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收获材料，而非繁殖材料。本院认为，植物体的不同部分可能

有着多种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作繁殖目的进行生产，也可用于直接消费或观赏，同一植物材料有可能既是繁殖材料也是收获材料。对于既

可作繁殖材料又可作收获材料的植物体，在侵权纠纷中能否认定为是繁殖材料，应当审查销售者销售被诉侵权植物体的真实意图，即其意

图是将该材料作为繁殖材料销售还是作为收获材料销售；对于使用者抗辩其属于使用行为而非生产行为，应当审查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

为，即是将该收获材料直接用于消费还是将其用于繁殖授权品种。除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对于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种植该授权

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应当认定是侵害该植物新品种权的生产行为。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收获材料而非繁殖材料，不属于植物新品种权

保护的范围。如果目前在本案中将收获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有违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的是符合授权条件的品种，通过繁殖材料保护授权品种。虽然蔡新光在申请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时提交的

是采用以嫁接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枝条，但并不意味着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仅包括以嫁接方式获得的该繁殖材料，以其他方

式获得的枝条也属于该品种的繁殖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可能成为育种者普遍选用

的种植材料，即除枝条以外的其他种植材料也可能被育种者们普遍使用，在此情况下，该种植材料作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应当纳入植

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蔡新光上诉主张，植物新品种权法律制度保护的是授权品种本身，而不是育种的专有技术。该上诉主张有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认

可。原审判决认为侵权繁殖材料的繁育方式应当与该品种育种时所使用的材料以及繁育方式一一对应，认为将不同于获取品种权最初繁育

方式的繁殖材料纳入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与权利人申请新品种权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失衡。该认定将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的繁

育方式作为授权品种保护的依据，限制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缩小了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纠正。

植物新品种权与品种审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虽然种子法中对两者均作出了规定，但前者属于民事权利范畴，主要由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规范，是给予品种权人的一种财产独占权，与品种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无关；后者是一种行政许可，属于市场准入的行政管理行为，

主要由《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主要林木品种审定办法》规范。作为市场准入的行政管理措施的品种审定制度，其目的是加强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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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管理，加速育种新成果的推广利用，确保有经济推广价值的品种进入市场，防止盲目推广不适合本地区种植的劣质品种给农林业生

产和农民利益造成损失。本案所涉三红蜜柚品种并非审定品种，原审判决援引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品种审定的相关规定，有所不

当，本院予以纠正。蔡新光的此项上诉主张成立。但原审判决对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不属于繁殖材料的认定正确，未支持蔡新光的诉讼请

求，实体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蔡新光关于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为三红蜜柚的繁殖材料、润平公司销售行为构成侵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有关繁殖材料的认定适用法律不当，但不影响本案裁判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

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蔡新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翔

审判员　　罗霞

审判员　　焦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贠璇

书记员游美玲

裁判要点

案　　

号
（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

案　　

由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合 议

庭

审判长：周翔

审判员：罗霞、焦彦

 法官助理：贠璇 书记员：游美玲

裁判日 2019年 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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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涉案植

物新品种权
“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CNA20090677.9）

关 键

词
植物新品种；侵权；繁殖材料；收获材料；保护范围；籽粒；汁胞、细胞全能性理论；生产行为；销售行为；侵权行为

当 事

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新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

裁判结

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主文：驳回蔡新光的诉讼请求。

涉案法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

法律问

题

1.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为什么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2.判断品种权的繁殖材料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如何进行判断？

3.可否依据细胞全能性理论认定繁殖材料？

4.我国是否对品种权的收获材料进行保护？

5.既属于繁殖材料也属于收获材料，如何审查被诉侵权行为？

6.对于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种植该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如何定性？

7.关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是否受限于申请时采取的繁殖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

8.品种权审定制度与品种权保护制度是否相同？

裁判观

点

1.之所以将品种的繁殖材料规定为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因为该品种的遗传特性包含在品种的繁殖材料中，繁殖

材料在形成新个体的过程中进行品种的繁衍，传递了品种的特征特性，遗传信息通过繁殖材料实现了代代相传，表达了明显

有别于在申请书提交之时已知的其他品种的特性，并且经过繁殖后其特征特性未变。因此，虽然植物体的籽粒、果实和根、

茎、苗、芽、叶等都可能具有繁殖能力，但其是否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有赖于所涉植物体繁殖出的植物

的一部分或整个植物的新的个体，是否具有与该授权品种相同的特征特性。

2.繁殖材料目前作为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品种权人行使独占权的基础。繁殖材料包括有性繁殖材料和无性

繁殖材料，植物或植物体的一部分均有可能成为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权所指的繁殖材料涉及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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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应当以品种权法律制度为基础进行分析。

判断是否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在生物学上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的能力，并且繁殖出

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否为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不仅需要判断该果实是否具有

繁殖能力，还需要判断该果实繁殖出的新个体是否具有果面颜色暗红、果肉颜色紫、白皮层颜色粉红的形态特征，如果不具

有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则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权所保护的繁殖材料。

3.我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展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研究，利用植物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通过离体培养进行无性繁

殖。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组织培养受到植物品种的基因型、器官、发育时期等多方面条件制约，还需要避免品种产生变异，

并非柑橘属的每一个品种都能通过组织培养进行繁殖，因此，三红蜜柚果实内的汁胞难以被认定为繁殖材料。

依据植物细胞的全能性理论，可以在植物体外复制携带品种的特异性的DNA序列进行繁殖得到种植材料，但该种植材料能

否成为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仍要判断该植物体能否具有繁殖能力，以及繁殖出的品种能否体现该品种的特征特性。简单地依

据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认定品种的繁殖材料，将导致植物体的任何活体材料均会被不加区分地认定为是植物新品种权的繁殖材

料。

4.目前在本案中将收获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有违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5.植物体的不同部分可能有着多种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作繁殖目的进行生产，也可用于直接消费或观赏，同一植物材料

有可能既是繁殖材料也是收获材料。对于既可作繁殖材料又可作收获材料的植物体，在侵权纠纷中能否认定为是繁殖材料，

应当审查销售者销售被诉侵权植物体的真实意图，即其意图是将该材料作为繁殖材料销售还是作为收获材料销售；对于使用

者抗辩其属于使用行为而非生产行为，应当审查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为，即是将该收获材料直接用于消费还是将其用于繁殖

授权品种。

6.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对于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种植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应当认定是侵害该植物新

品种权的生产行为。

7.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的是符合授权条件的品种，通过繁殖材料保护授权品种。虽然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提交的

是采用以嫁接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枝条，但并不意味着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仅包括以嫁接方式获得的该繁殖材料，以其他方

式获得的枝条也属于该品种的繁殖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可能成为育

种者普遍选用的种植材料，即除枝条以外的其他种植材料也可能被育种者们普遍使用，在此情况下，该种植材料作为授权品

种的繁殖材料，应当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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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植物新品种权与品种审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虽然种子法中对两者均作出了规定，但前者属于民事权利范畴，主要由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范，是给予品种权人的一种财产独占权，与品种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无关；后者是一种行政许可，属

于市场准入的行政管理行为，主要由《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主要林木品种审定办法》规范。作为市场准入的行政管

理措施的品种审定制度，其目的是加强作物品种的管理，加速育种新成果的推广利用，确保有经济推广价值的品种进入市

场，防止盲目推广不适合本地区种植的劣质品种给农林业生产和农民利益造成损失。本案所涉品种并非审定品种，原审判决

援引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品种审定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当，予以纠正。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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