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f} m~~~*-t ~w\0~ 
~Tt;;fltt ( 2022-2023 ~llfliif}m~~1\trg 

#tr*~r~m:n~} B{Jiffi~ 

4~($. ~>***#~, ~**•tt= 
~-A·~***#e«*-t*¥#*~~r~ti~-

1~%*M~~--#*·~l~~~~~~-~» (*# 
$:. (2022] 2 % ) *1 ((2022-20231¥-1:-00#*11[t'&5t:1f-$ 
z}r}J $.» c *9J·# c 2022 J 1 % ) ~* * ~.t, iJ..·~~ (( tL 
W~#*·~fi~~-~$.»*1«tLW~***#ff~~
* f ~p $:_ <2 022-2023 1¥- tL fi 4i' # * ll[it &~ 1f'-$ ~ :t $. > 

EG:im.~» (-W-*~#*:t. c2021J 70 % ) ~~t!Fei-, ~lit 

#*~~~~•¥.rmti~•1~%·••~~•#*~ 
~fi~.1:-W.~#*$~, ~-#*·~l~~~, -~ 

l 



tL'.it J « 2 o 2 2 - 2 o 2 3 1f 11ffi ~' $ # ~ .II[~ & ~ 1f 75" #J jj $ » , 
~ ~P jt ftft 1fJ, it -i-A._ ~ #J &fr. 

!!*fA: 

rr*~*#~#~~~#~~~# tnn 
ti!: 0357-2013470, Bl~~: lfszzykt\l163. com 

11ffi YJt $ * ~ ~ % 1f ifk #!. ~ ~A fciJ ~ 

it~ : 0357-3301825, lb~~ : lfnyzhzfbgstu163. com 

2 



3

2022-2023 年临汾市种业监管执法年

活动方案

为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

权等种业违法行动，全面净化种业市场，持续推进种业监管

执法年活动，现制定 2022—2023 年活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农业农村部《关于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

伪劣套牌侵权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的指导意见》（农种发

〔2022〕2 号）和《关于印发 2022-2023 年全国种业监管执

法年活动方案》（农办种〔2022〕1 号）的有关要求，认真

落实《山西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和《山西省农业农村

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2023 年山西省种业监管执法年活

动方案>的通知》（晋农办种业发〔2021〕70 号）的安排部

署，以推动种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强化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为抓手，按照

省级统一部署、市县抓落实的原则，覆盖品种管理、市场监

管、案件查处全链条，压实压紧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强化

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狠抓案件查处，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种业市场，有效激励原始创

新，为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环境。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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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目标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全面贯彻，

品种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

得到有力打击；品种管理不断优化，品种同质化逐步解决；

种业检测鉴定和执法监管能力不断提升，种子生产经营逐步

规范，种子质量稳定在较高水平，种业市场净化成效明显。

（二）细化目标

2022-2023 年，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工作目标分解

如下。

——市级目标：市级发证种子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不低

于 50%、品种抽样覆盖率不低于 30%，检查反映问题整改合

格率达到 100%；市场检查和市级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抽取种子

样品数量不少于上年；辖区内区域性良繁基地监督检查实现

全覆盖；上级部门转办督办的种业投诉举报案件查处反馈率

达到 100%。

——县级目标：以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加强种业

普法宣传，县级发证种子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不低于 50%、

品种抽样覆盖率不低于 30%；辖区内种子经营门店监督检查

覆盖率不低于 60%；检查反映问题整改合格率达到 100%；辖

区内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完成率达到 100%；上级部门转办督办

的种业投诉举报案件查处反馈率达到 100%。

三、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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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重点环节、重点品种、重

点区域组织开展集中治理，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全面净

化种业市场。

（一）强化产权保护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加强品种权保护力度，激励种业创新。积极组织开展植物新

品种权保护培训及普法宣传。强化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

手段，建立侵权纠纷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切实保障品种权人

合法权益。（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法规科、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二）严格品种管理

加强审定品种监管，加强品种标准样品管理。严格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健全同一适宜生态区引种备案制度，

大幅减少同质化和重大风险隐患品种。强化主要农作物联合

体、绿色通道试验监管，建立健全试验主体退出机制。做好

审定、登记品种标准样品的征集、送交工作，确保标准样品

的真实性。（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各县（市、区）农业农

村局）

（三）加强种业监管

1.严格种子基地检查。以制种企业生产经营许可、生产

备案、委托合同、品种权属和亲本来源等内容为重点，严查

未按规定备案行为。开展制种基地日常检查巡查，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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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制种、盗取亲本、抢购套购等侵权行为。开展制种基地

苗期转基因检测，强化种子收获前检查，严格查处违法违规

生产转基因种子行为。（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科技与市场

信息化科、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各县（市、区）农业农村

局）

2.加强种子企业检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品种、档案、

包装标签及种子质量、品种真实性、转基因成分等。落实分

级分类监管要求，对检查中发现问题多、投诉举报多或有重

大种子违法案件的企业，加大检查抽查频次；对于信用好、

开展种子质量认证等企业可减少检查频次。（种植业与种业

管理科、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3.强化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在春季、秋季等用种关键

时期，重点检查种子包装标签、生产经营备案、购销台账和

种子质量、真实性、转基因成分、“三无”种子等。在冬季

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抽查。强化属地电商渠道

种子经营行为的监管。组织开展明察暗访，加强部门间协作

配合，组织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严查套

牌侵权、制售假劣等违法行为。（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法

规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4.强化种畜禽市场监管。重点检查无证生产经营（含过

期、超范围）、假冒优质种公牛种公猪冷冻精液、低代次冒

充高代次、系谱档案不全、销售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等

问题。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信息录入“全国种畜禽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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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管理系统”，对工作进行自查。组织开展种畜禽质量监

督抽查，严肃查处种畜禽违法违规行为。（种植业与种业管

理科、法规科、市畜牧发展中心、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5.强化水产苗种市场监管。在水产苗种生产销售季节开

展水产苗种专项执法检查和产地水产苗种药残监督抽查，严

肃查处无苗种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水产苗种行为和水产苗

种生产销售过程中违法违规用药行为，对监督抽查发现的不

合格水产苗种生产经营主体的执法查处率达到 100%。（种植

业与种业管理科、畜牧兽医与渔业渔政管理科、法规科、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四）加大执法力度

1.严查种业违法案件。按属地管理原则，强化责任落实，

以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经营、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子、套牌侵

权、未审先推、包装标签不符合《种子法》规范要求、未建

立种子生产经营档案、主要农作物种子未按规定进行备案、

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等为重点，充分利用种业案件投诉

举报平台，广泛收集违法线索，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建立完

善重大违法案件挂牌督办制度，一般案件按属地管理原则由

县级查处，复杂疑难案件和跨区域案件，各地要做好协同配

合，确保所有违法案件都能依法查处，查处结果适时公开。

市农业农村局将定期通报各地种业案件查处情况，遴选发布

种业违法典型案例，加大警示震慑力度。（法规科、种植业

http://nynct.shanxi.gov.cn/zzjg/childunit/202112/t20211229_4283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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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种业管理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

业农村局）

2.完善联动协同机制。建立“执法直通车”，对投诉举

报线索明确的，综合执法机构要快速查办，实现企业与综合

执法机构同向发力。加强跨区域种业执法协作联动、信息共

享，做到“一处发现、全市通报、各县联查”。要加强“检

打”联动，监管和执法协同发力。要强化跨部门合作，建立

健全农业农村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市场

监管、知识产权、质检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协同联动等机制，

强化线索通报、定期会商、联合执法等。加大种子质量抽检

力度，运用好检测结果，追根溯源，处罚到位。研究推动建

立重大案件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加强种业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衔接，对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法规科、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3.提升种业执法能力。深入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

提升行动。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学习

培训，扎实开展集中培训，严格日常学习，推行“四项学习

制度”，即“一周一学法”“逢会必学法”“逢案必学法”

“逢训必学法”，扎实开展业务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

员业务素质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能力水平。加大执法抽

检经费投入，确保满足执法需求。积极探索品种权保护执法

的方式方法，加快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侵权评判规则。加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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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息化建设，利用全国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种业

大数据平台等，建立健全生产经营档案，严格落实农作物种

子、种畜禽生产经营备案制度，保证可追溯，确保种子生产

经营备案全覆盖，提高执法信息化水平。（种植业与种业管

理科、法规科、畜牧兽医与渔业渔政管理科、市畜牧发展中

心、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

区）农业农村局）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压实责任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主体责任，抓好组

织落实，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全面履行好种业市场监管职能。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制定具体落实方案，于

4 月底前在县级政府官网公开。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开展情

况将作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全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考核、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

建的重要依据。市农业农村局将适时派出市级督导检查组，

组织开展制种基地、种子市场、种子企业等监督检查，具体

活动由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牵头组织落实。种畜禽质量监督

检验、水产苗种市场检查活动，分别由市畜牧发展中心、畜

牧兽医与渔业渔政管理科牵头组织落实。我局将适时对有关

情况进行通报。（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法规科、畜牧兽医

与渔业渔政管理科、市畜牧发展中心、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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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机制，细化分工

加强协调配合，尽快建立起高效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

职责，逐级压实监管责任。各县（市、区）要按照部署要求

落细落小，抓好具体实施。要加强简易种业案件及纠纷的快

速处理，建立“绿色通道”，有效降低维权成本，力争将案

件纠纷就地化解。建立健全社会和群众监督机制，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鼓励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及时收集违法线索，提

高查办时效，实现精准打击。探索建立市场主体“黑名单”

制度，将有严重违法和犯罪等行为的企业纳入“黑名单”。

（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法规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三）强化保障，充实队伍

积极争取充实种业行业监管、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人

员配备，加强执法装备条件建设，强化种业行业监管、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专业培训，确保队伍稳定、能力提升。鼓励企

业加强法务团队和能力建设，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不断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营造种业良好法治环境。（种

植业与种业管理科、法规科、市畜牧发展中心、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四）做好宣传，畅通信息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种业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工作经

验做法、典型案件等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震慑违法行

为。按要求及时填报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相关信息。及时开

http://nynct.shanxi.gov.cn/zzjg/childunit/202112/t20211229_4283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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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总结，12 月 1 日前要将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总结及附

表（含填写附件表格及提炼典型案例 1-2 个）书面报送我局

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附件：1.种业监管执法年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表

2.种业监管执法年年度监管执法情况表



附件1

种业监管执法年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内容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区域性
良繁基
地检查
覆盖率

种畜
禽生
产经
营许
可证
备案
率

农业
农村
部转
办案
件反
馈率

对地
市级
发证
企业
现场
检查
覆盖
率

被检
查企
业问
题整
改率

良繁基
地检查
覆盖率

种畜
禽生
产经
营许
可证
备案
率

县级
发证
种子
企业
检查
覆盖
率

种子
门店
抽查
覆盖
率

门店
备案
品种
抽样
覆盖
率

企业
及门
店检
查问
题整
改率

辖区
内生
产经
营主
体备
案率

生产
经营
主体
经营
品种
备案
率

种畜
禽生
产经
营许
可证
备案
率

达到
移送
条件
的案
件向
公安
移送
率

完成情况

注：“完成情况”一栏按照工作完成情况据实填写，应填写具体数值，不可填写“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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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种业监管执法年年度监管执法情况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类
型

执法情况 监管情况

出动执法
人员数
（人次）

立案数
（件）

涉案种子
数量

（公斤）

处罚
金额

（万元）

办结案件 移送司法机关
处罚结果
信息公开
（件）

抽取样
品数
（个）

检查企
业数

（个次）

检查门
店数

（个次）

检查基
地数

（个次）件数
涉案金额
（万元）

件数
涉案金额
（万元）

品种权
侵权

其他

合计

注：数据截至填表时，包括省、市、县三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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