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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保护种业知识

产权专项整治行动视频会议，与最高人民法

院、工信部、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

局等部门联合宣布，开展全链条的保护种业知

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标本兼治打击侵权违法

行为，为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环境。

种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两个要害”之

一。近年来，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支撑

粮食增产丰收。目前水稻、玉米、小麦等主导

品种中，70%以上是保护品种。据测算，良种

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45%。

与此同时，开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

整治越来越迫切。据统计，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全国法院审结涉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从

66 件增加到 252 件，其中侵权纠纷案件占比

超过 80%。

种业侵权违法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一方

面，利益驱使下，不法分子存在侥幸心理；另一

方面，体制机制不够健全，保护手段不多、不够

硬，特别是种子侵权取证难、执法难，违法成本

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庭

长周晔坦言，侵权人通常跨地区生产、销售侵

权种子,采用私下交易、点对点销售或者在正

规包装袋内包装侵权品种等隐蔽的侵权手段,

权利人发现和取证较为困难。

“好种子多打粮，劣种子苗儿黄”。“种业的

侵权行为不仅影响权利人的利益，也影响到粮

食安全和农民切身利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健表示，夯实粮食安全的种业根基必须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种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其

生命力就在于原始创新，必须有健全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保驾护航。

唐仁健说，打好种业翻身仗，要把建立健

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根本保障，持续

推进资源保护、品种攻关、企业培育、基地建设

等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为推动种业振兴提供

基础支撑。

记者了解到，此次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

整治行动从今年 7 月份开始，将在制度、操作

等层面多管齐下，从法律法规、执法监管、审定

制度、标准体系等方面多措并举，力争从根子

上解决老问题、啃下硬骨头。

“整治行动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全面摸排检

查，找准问题所在。”唐仁健表示，下一步，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将对种子基地、企业和市场开展

全面彻底的检查，严厉打击盗取亲本、抢购套

购等违法行为。此次最高法出台的最新司法

解释，明确可以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顶格

处理侵权案件，加大了惩治力度。

同质化和仿种子问题将被作为专项整治

行动的重点。一方面，农业农村部门将提高品

种审定标准，聚焦重要指标，加快修订审定标

准，大幅提高审定门槛；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

已登记品种清理力度，对于经检测没有位点差

异且申请者不主动提出撤销登记的，依法依规

撤销登记。

此外，还要完善法律法规，探索建立实质

性派生品种制度。据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是

对原始品种进行简单修饰后育成的衍生品种，

可以申请获得品种权，但在生产销售时要征得

原始品种权人同意，并按合同约定给予商业回

报，这对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仁健表示，今年，全国人大已启动种子

法植物新品种保护内容修改工作。农业农村

部将配合有关方面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

例》，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标本兼治打击种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本报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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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 冶 金 成 钢 铁 业 新 风 口
本报记者 周 雷

日前，钢铁行业低碳发展及氢冶金应用技

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的钢铁行业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认为，钢铁业低碳发展须过技术

关，氢冶金已成为龙头钢企志在必得的制高点。

钢铁行业在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过去 30年，全

球钢铁行业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推广应用“循

环利用新工艺、新技术”，吨钢综合能耗已经降

低了50%。目前，全球钢铁行业的“能源消费量”

占全球的8%左右，碳排放量占全球的7%。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全球产业发展

的主旋律，钢铁行业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

应低碳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深度变革。”世界

钢铁协会主席、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表示，要通

过能源结构、工艺结构和材料技术的创新，从根

本上解决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瓶颈

问题。

于勇说，氢能是 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

洁能源。面向未来，钢铁行业无论是能源结构

创新还是工艺结构创新,氢能应用都是实现低

碳甚至“零碳”排放的最佳途径。特别是氢冶金

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将带来传统钢铁冶金技术

的革命性变革，使钢铁生产摆脱对化石能源的

绝对依赖，从源头上解决碳排放问题。

“尽最大努力研究和开发低碳冶金技术已经

成为世界钢铁工业公认的重要发展方向。”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表示，

近些年来，世界各主要钢铁生产国都在为此进行

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投入。韩国的 COOL-

STAR 项目、日本铁钢联盟的 COURSE50 低碳

炼钢项目、欧盟钢铁技术委员会的 ULCOS计划

都剑指碳减排，各显其能。

我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低碳发展任务

急迫而艰巨。2020 年，我国粗钢产量 10.53 亿

吨，占全球产量的 50%以上。钢铁业也是制造业

中的碳排放大户，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

放量15%左右。

在我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背景下，基于碳冶金的传统冶炼工艺已无法适应

未来发展趋势，钢铁行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北京科技大学校长杨仁树呼吁中国钢铁业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今年以来，行业龙头企业中国宝武、河钢集

团、鞍钢集团先后发布碳减排目标和时间表。

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

商之一，河钢集团于 2021 年 3 月发布“低碳绿色

发展行动规划”：2021 年发布低碳冶金路线图；

2022 年实现碳达峰；2025 年碳排放量较峰值下

降10%以上；2030年碳排放量较峰值下降30％以

上；2050年实现碳中和。以此为指引，河钢正通

过推进全流程工艺碳减排、构建多元能源结构体

系、提供绿色低碳钢铁材料等六大路径，加快实

现低碳转型。

2021年 5月，河钢集团在河北张家口启动建

设“全球首例富氢气体直接还原示范工程”，从改

变能源结构入手，推动钢铁冶金工艺变革。“目

前，河钢 60 万吨富氢还原项目已投入建设。同

时，河钢规划在宣化、唐山、邯郸等地建设总计年

产 300 万吨的氢冶金项目。”河钢集团低碳绿色

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田京雷表示，河钢要全

力打造全球氢能还原与利用技术研发中心，引领

世界低碳冶金革命。

根据中国宝武的有关规划，2021 年发布低

碳冶金路线图，2025年具备减碳 30%工艺技术能

力。“研发和应用氢基竖炉直接还原工艺，生产海

绵铁供电炉炼钢。扩大短流程低碳钢铁冶炼能

力，大幅度减少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氢冶

金的发展重点。”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教授级高

工徐万仁在介绍宝武氢冶金技术路线时表示。

据悉，今年三季度，中国宝武将在湛江钢铁

开工建设（一期）1座百万吨级、具备全氢工艺试

验条件的氢基竖炉直接还原示范工程及配套设

施，可按不同比例灵活使用焦炉煤气、天然气和

氢气。湛江二期计划再建设 1 套百万吨级氢基

竖炉工程，未来逐步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高效

水电解生产的绿色氢气，目标是氢气比例达到

80%至90%。

当前，中国钢铁业寻求低碳转型，加快研发

和储备重大技术的态势明显。不仅龙头企业积

极发挥带头作用，首钢、建龙、酒钢、日照钢铁等

一批钢铁企业也建立了低碳冶金示范项目；北京

科技大学组建了二氧化碳科学研究中心，东北大

学组建了低碳钢铁前沿技术研究院，河钢集团还

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同发起世界钢铁发展研究院，

产学研的力量正在聚集。

“中国钢铁要强大、要引领世界，能否站上世

界低碳冶金技术前沿至关重要。”何文波强调，创

新不易，但别无选择。

毋庸讳言，钢铁业低碳技术研发之路充满艰

辛。本次会议聚焦的低碳氢冶金等零碳技术，包

括储能技术、CCUS技术等，具有研发投入大、周

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从国外有关项目的做法

看，采用行业合作的方式，可以共担风险、共享

成果。

与会专家认为，瞄准低碳零碳目标，多家有

能力有实力的企业共同采取行动是明智选择。

同时,在钢铁低碳领域寻求颠覆性、革命性的技

术突破，全球钢铁合作必不可少。

让更多“老字号”驻足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 顾 阳

房地产市场风向常能从

土地市场管窥一二。最近，

南京、无锡、苏州、南昌、

东莞 5 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

限制房地产企业多“马甲”

抢地。比如，东莞要求竞拍

企业上一年参保人数、纳税

额不得为零，连续报税须一

年以上。南昌则要求竞买人

须承诺关联公司均不参加同

一地块竞买。也就是说，拍

地前临时成立空壳公司行不

通了。

企业多“马甲”拍地有

违公平竞争，明令禁止是应

有之举。不过，在为政策拍

手叫好之时，似乎更应思考

企业为何多“马甲”抢地？

今年以来，22 个重点城

市开始实施一年三次的土地

集中出让。至今为止，第一

轮出让已经结束。其中一个

显著特征是，土地市场冷热

不均、分化严重。部分热点

城市起拍后迅速触及地价上

限，转入摇号或竞争“质量”

等其他参考因素阶段。此次

限“马甲”的城市，虽然南昌和东莞不在 22个重点城市

之列，但城市热度很高。另一个特征是，这些城市也都

对地价设定上限，如触及以摇号等方式确定买家。

以苏州为例，苏州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苏

州常住人口达 1275 万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

增加了 229 万人，增长 21.8%，增量和增幅均为江苏

省第一，是个妥妥的人口净流入城市。苏州的土地出

让规则是竞价触及上限则中止，转为一次报价最接近

所有报价平均价者胜出。

这个规则，政府让利不少也看似公平，是僧多粥

少下的无奈选择。但是，这种类似中彩的游戏使参与

者难以全力打造自身竞争力以获胜，而可能设法让自

己的入局者增多以增加胜算，于是一家企业摇身一变

有了多个“马甲”。据报道，在某市土地集中出让前

一两个月，房地产企业注册数量剧增，每月增加甚至

高达上百家。

当然，商家无利不起早，企业纷纷换“马甲”折

射出当下部分城市土地市场依然火爆，企业拿地需求

仍然非常强烈。此举不仅将使其他企业竞得土地概率

下降，有违公平竞争，还将进一步激化部分城市土地

市场热度，抬升土地出让溢价率，进而推高房价上涨

预期。

因此，要重视企业购地换“马甲”传递的信号，

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全球主要国家超发货币、大宗

商品价格一路走高的背景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正处

于向上和向下两股力量角力之中，房地产市场仍存在

大范围上涨风险。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做好下一步的土地市场调控和房地产市场调控，须

密切关注这一市场动向，并提前谋划，及时采取措

施应对，以确保土地市

场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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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 鹏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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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3000 吨出口订单产品吨出口订单产品。。 张张 磊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老字号，既是一种特色商贸品牌，也是民族

传统文化的瑰宝。近年来，许多老字号通过持

续创新，积极扩大品牌影响力，不少“网红”老字

号还“翻红”海外市场，收获了一批海粉。但老

字号产品拓展海外市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针

对企业遇到的市场问题，海关加强政策解读，在

创新监管的基础上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

老字号走出国门。

进入夏季，冷饮销售火热。上海光明冷饮

和大白兔奶糖、百花牌花生牛轧糖跨界合作，联

手推出系列冷饮新品准备主打海外市场时，却

遭遇了新“烦恼”。原来，冷饮制品进口国要求，

出口企业须提交符合该国食药部门进口奶制品

安全要求的证明。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上海海关第一时间伸

出援手，为企业提供相关资料，详细解答政策。

“除了冷饮制品外，花生牛轧糖制品出口时，有

些出口目的地国家要求有非转基因的证明。对

此，我们积极指导企业在出口前送检样品，并及

时为通过检测的产品出具相关证书，对同类的

产品进行快速放行。”上海海关所属奉贤海关物

控查验二科科长蒋青说。

相比光明冷饮近几年才开始“试水”海外，

老字号美加净牙膏的“留洋”历史则久得多。作

为中国第一支牙膏的生产商，美加净从上世纪

60年代起就开始出口海外，从中华老字号成为

国外客户爱用的老品牌，但美加净的出口海外

之路同样充满曲折。2019 年，进口国将牙膏保

质期由3年变为了2年，若不及时调整相应技术

规范，出口将面临停滞。在海关协助下，企业及

时申请通过了 AEO 资质并调整了生产线，确保

了美加净牙膏的顺利出口。

“海关密切关注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变化，

组织整理和解读国外技术法规和标准，重点关

注进口国对认证、技术标准、标签和环保等要

求，帮助我们这样的老字号产品提升了海外竞

争力。”美加净国际贸易部经理胡国敏说。

在积极为企业知识产权保驾护航的同时，

海关还从优化监管模式入手，助力企业快速通

关。去年以来，国际航运业缺柜、缺仓情况严

峻，对企业而言，不仅要“抢到”集装箱，还要马

上发货，否则会增加运营成本。对此，上海海关

指导企业掌握通关流程，规范货物申报的细节

和要求，最大程度提升验放效率。

“使 AEO 资质成为企业出口的一张金字招

牌，不光让出口更便利，也使得美加净在进口国

享受 VIP待遇。”上海车站海关监管科科长陈文

俊说，如今的美加净牙膏已远销到欧洲、非洲、

美洲、大洋洲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

自主品牌牙膏出口量最多的企业。

据统计，目前，上海共有 180 家国家认定

的老字号企业、42 家上海认定的老字号企业，

其中一半以上的老字号企业正在探路海外市

场。“坚持品质、守正创新，不断扩大老字号品

牌的影响力，既有利于做强内循环，又有助于

做大外循环。”上海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副

处长王震宇说，海关系统将继续为老字号企

业出口精准施策、精准护航，让更多的老字号

扬名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