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聚焦 编辑：刘彤 电话：0371-65798550 E－mail：hnrbnzkd@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黄丽

秸秆养分资源
可部分替代化肥

科研

农业部
开展《种子法》执法检查

新版农机质量投诉系统
上线运行

新修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自8月15日起施行——

各类种子许可证如何获得
核心提示

新修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简称《许可办法》）将于8月15日起施
行。《许可办法》对取消、下放行政许可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后续管理与衔接问题进行了说明，
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不同许可
条件不同BB

“特殊”许可的获得ＣＣ

审核审批
权限不同AA

种子生产经营管理最大的变
化是，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合
并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取消了对企业注册资金、固
定资产和先证后照管理的要求；
许可证审批权限下放；建立种子
生产经营备案管理制度；完善企
业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管理制度。

当前种子生产经营共有7个
许可，不同许可证的审核审批权
限不同。农业部负责核发E证、
F证、G证；省级农业厅负责核发
A证和B证，受理、审核E证、F
证、G证；县级以上地方负责受
理、审核、核发C证和D证，受理、
审核A证和B证，负责辖区内4
个主体备案工作。

其中，A证为育繁推一体化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B证为主要
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C证为主要农作
物常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D证
为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E证为农作物种子进出口
生产经营许可，F证为外资企业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G证为转基
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为 推 动 新 修 订
《种子法》全面贯彻、
深入实施，全国人大
决定今年下半年开展
《种子法》执法检查。
农业部办公厅通知指
出 ，检 查 采 取 各 省
（区、市）自查和农业
部组织抽查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原则上于7
月31日前完成。

通知指出，开展
《种子法》执法检查充
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对
国家农业现代化，对
依法促进种业发展的
高度重视，也是对全
国种业法治化、现代
化工作的有力推动。

检查内容包括：
《种子法》及配套规章
的宣传培训情况；地
方性规章制度清理和
制修订情况；《种子
法》及配套规章赋予
职责任务履行情况；
《种子法》实施前后种

业变化和成效；贯彻
实施新《种子法》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结合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实际需要，提出
贯彻落实《种子法》，
发展本地现代种业的
建议。

据悉，此次执法
检查是全国人大年度
工作的重要内容，由
三位副委员长带队赴
陕西等 6 省检查，全
国人大委托省级人大
对12个省（区、市）进
行检查。农业部要
求，各地应以此为契
机，重温立法精神，
遵循立法原则及配套
规章条款，对照法律
逐项检查实施情况，
采取有力措施，推进
制度政策落实，健全
种业行政管理和公共
服务体系，开创依法
治种的良好局面。

（龙飞）

近日，由农业部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
站组织开发的新版

“全国农机质量投诉
管理系统”将上线运
行，旨在规范和改进
农业机械质量投诉监
督工作，提升工作效
率，实现全国农机质
量投诉数据的共享和
分析。

按照农业部对信
息平台整合的总体要
求，该系统搭建在“全
国农机化信息服务平
台”上，目前实现了畅
通投诉渠道、规范投
诉流程、管理投诉档

案三大功能。该系统
的开发和运行，为全
国省、市、县各级农机
质量投诉监督机构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
化工作平台。该系统
的投入使用，将进一
步规范投诉监督工作
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农机质量投诉监
督工作的信息化水
平，对全国农机质量
投诉监督管理系统贯
彻落实农机质量投诉
信息报送制度将发挥
重要的技术支撑作
用。 （彭彬）

近日，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
究员刘庆等在国际期
刊上发表文章称，秸
秆中的养分资源对化
肥具有部分替代作
用，一定比例的秸秆
还田率可以替代钾
肥、磷肥、氮肥的有效
施用量。

刘庆课题组基于
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年
鉴，全面收集了1998
年至 2014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的主要
农作物产量、播种面
积、化肥施用量、秸秆
产量、秸秆养分资源
量等数据，并首次定
量评估了秸秆养分库
对化肥替代的潜在贡
献作用。

研究发现，秸秆

中具有大量养分，理
论上29%与99%的秸
秆还田率就可基本替
代钾肥与磷肥的有效
施用量，而100%秸秆
还田即可替代87%的
氮肥有效施用量。

刘庆说，如何平
衡秸秆还田与化肥施
用量之间的关系，在
改善土壤质量前提下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是新时期我国农业绿
色发展的重大挑战。
他建议，应将秸秆还
田作为秸秆资源化利
用的主要方式与优先
鼓励政策，进行新型
秸秆快速分解还田技
术的研发与攻关，以
确保粮食生产所需养
分的及时供给。

（吴晓颖）

申办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
合、有效区域为全国的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A证）的企业，应当
具备11项条件，重点包括基本设
施、育种机构及测试网络、育种基
地、科研投入、品种、生产规模、种
子经营、种子加工、人员9大项。

科研投入规定，在申请之日
前3年内，年均科研投入不低于
年种子销售收入的5%。生产经
营杂交玉米种子的，年均科研投
入不低于1500万元；生产经营杂
交稻种子的，年均科研投入不低
于800万元；生产经营其他种子
的，年均科研投入不低于300万
元。

品种规定，生产经营主要农
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的品种应
当通过审定，并具有相应作物的
作为第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
种3个以上。生产经营杂交稻种
子同时生产经营常规稻种子的，

除具有杂交稻要求的品种条件
外，还应当具有常规稻的作为第
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种1个
以上。生产经营非主要农作物种
子的，应当具有相应作物的以本
企业名义单独申请获得植物新品
种权的品种5个以上。生产经营
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征得品种
权人的书面同意。

生产规模规定，生产经营杂
交玉米种子的，近3年年均种子
生产面积2万亩以上；生产经营
杂交稻种子的，近3年年均种子
生产面积1万亩以上；生产经营
其他农作物种子的，近3年年均
种子生产的数量不低于该类作物
100万亩的大田用种量。

种子经营规定，经营杂交玉
米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3年内
至少有1年，杂交玉米种子销售
额2亿元以上或占该类种子全国
市场份额的1%以上；生产经营杂
交稻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3年
内至少有1年，杂交稻种子销售
额1.2亿元以上或占该类种子全
国市场份额的1%以上；生产经营
蔬菜种子的，在申请之日前3年
内至少有1年，蔬菜种子销售额
8000万元以上或占该类种子全
国市场份额的1%以上；生产经营
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在申请之日
前3年内至少有1年，其种子销
售额占该类种子全国市场份额的
1%以上。（郑涵予）

根据新《种子法》要求，种子
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

“两证”合一，凡是从事种子经营
的，无论是主要农作物或是非主
要农作物，都应当申办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

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的审
批和管理，仍按1997年《关于设
立外商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审
批和登记管理的规定》执行，即
外商投资企业的种子经营许可
证由省级农业部门审核、农业部
核发；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先取得
F证，再到企业所在省份申请领
取A证。

转基因棉花种子许可（G证）
核发，考虑到转基因种子管理的

特殊性和敏感性，由企业所在地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农业部
核发。与其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不同的是，G证在受理审核前，
需征得种子生产所在地省级农业
主管部门书面同意。同时，由于
转基因种子生产涉及转基因安全
问题，其副证变更不实行简易程
序，仍按原程序申请、受理、审核、
核发。

鲜食、爆裂玉米许可核发，按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许可（D证）
条件办理，生产经营的品种应当
通过品种审定。申请品种属于常
规种的，按C证核发；申请品种属
于杂交种的，按B证核发。

非籽粒种子许可，生产经营

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种苗、
种薯以及不宜包装的非籽粒种
子的，应当具有相适应的设施、
设备、品种及人员，具体办法由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制定，报农业
部备案。

申办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D证）的，也应提交
种子生产相应材料。考虑到保护
生产经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商
业秘密，《许可办法》规定，副证将
种子生产地点标注至省级行政区
域。常规种按C证核发，杂交种
按B证核发。只从事非主要农作
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
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

《许可办法》对申领不同许
可证的企业提出不同的要求：申
领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及非主
要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
业，除对基本设施、检验设备、加
工设备、人员有具体要求外，还
对品种生产环境作出了要求；申
领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亲本
种子的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条件
项目与上述条件基本相同，但在
数量上要求更高一些；申领育繁
推一体化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
业除上述条件之外，对育种机构
及测试网络、育种基地、科研投
入、品种、生产规模、种子经营、
种子加工等都有明确规定；从事
种子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和外商
投资企业，还应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许可办法》增加了对企业
“品种”的要求，特别增加了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育”的能力和条
件，这符合中国种子企业的基本
特征和现代种业的发展方向，在
审核审批中将严格执行。

申请C证或D证，要求具有
1个以上审定品种或登记品种，
品种可以是自育、合作选育也可
以是独家转让品种；申请B证：要
求具有自育品种或作为第一选
育人的审定品种1个以上，或者
合作选育的审定品种2个以上，
或者受让品种权的品种 3个以
上；申请A证，品种可以为第一
育种者的合作选育品种，独家自
育的要求有较大幅度放宽。

育繁推一体化许可条件DD

中科院专家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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