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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物多样性公约》，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使

用和交换过程中利益分享行为，保护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人、使用者的利益，促进我国生

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保存、利用和对外交换，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原则、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林业大学。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1 年 9 月 9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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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评价技术导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原则、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分布于或原产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生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评

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 

HJ626-2011  生物遗传资源等级划分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物遗传资源genetic resources 

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价值）的，来自植物、

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包含物种及物种以下的分类单

元（亚种、变种、变型、品种、品系、类型），包括个体、器官、组织、细胞、染色体、

DNA 片段和基因等多种形态。 
3.2 生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 economic value of genetic resources 

指生物遗传资源的直接利用价值、开发价值和保护价值。  
3.3 生物遗传资源直接利用价值 direct economic value of genetic resources 

指生物遗传资源产品及加工品在经济系统中实现的净收益，这种产品或加工品包括粮

食、木材、肉类、药材、景观、畜力、具有优良性状的种子等。 
3.4 生物遗传资源开发价值 development value of genetic resources 

指对遗传信息的利用产生的经济价值，包括研究与发展能力的提高、基于遗传信息的

知识产权价值等。遗传信息与生物遗传资源产品及加工品的区别在于它的非实物形式。 
3.5 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价值 conservation value of genetic resources 

指生物遗传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包括对维护国家安全、文化多样性、生态安全所产

生的重大作用。 
3.6 经济评价 economic valuation 

指根据特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生物遗传资源的不同用途、功

能进行的货币价值估算。 
3.7 生物遗传资源贡献率 contribution to economy growth by genetic resources 

指生物遗传资源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 
3.8 获取生物遗传资源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指在共同商定条件下，生物遗传资源拥有者向使用者提供生物遗传资源。 
3.9 惠益分享 benefit sharing 

指分享因生物遗传资源使用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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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指对涉及生物遗传资源的某项决策或项目所产生的所有社会经济成本与效益进行的一

种评价。 
3.11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指公民或法人对其智力活动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

作权（版权）、品种权等。 

4 评价原则 

4.1 可持续利用原则 

考虑国家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将遗传资源的持续利用与国家发

展战略和生态环境安全结合起来。 
4.2 所有权原则 

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归属，维护资源所有权的利益。 
4.3 公平原则 

通过市场预测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找到一种资源所有者和利用者共认的评价

方法或评价结果。 
4.4 未来收益原则 

从时间序列上进行动态评价，维护生物遗传资源的未来利用价值。 

5 评价程序和基本方法 

5.1 评价程序 

5.1.1 确定评价目的 

生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目的包括： 

(1) 涉及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价值评价； 

(2) 特定事件或行为对生物遗传资源造成经济损失的评价； 

(3) 特定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案或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4) 特定区域、类型的生物遗传资源总价值的货币计量。 

5.1.2 明确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可分为种、亚种、变种、变型、品种、品系、类型等。 

5.1.3 确定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包括时间长度(一年、一定期间、无限期等)和空间范围(区域、全国等)。 

5.1.4 选择价值类别 

根据生物遗传资源的特点及评价目的，选择需要评价的价值类别。 

5.1.5 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 

应根据方法的适用条件、评价对象、评价目的、数据资料的完备程度选用一种或几种

方法进行价值评价。 



 

5.1.6 收集和整理资料 

(1) 从政府统计报表、公开发表的文献等，收集产品生产面积、产量、市场价格、生

产成本、生物遗传资源珍稀和濒危程度及其对研究与发展的作用、知识产权利用效益等方

面的资料。 

(2) 按照直接利用价值、开发价值、保护价值的评价要求整理数据。 

5.1.7 计算并提交评价报告 

(1) 根据本标准确定的方法评价经济价值。 

(2) 撰写评价报告，报告包括前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评价依据和方法、资料收

集、评价结论等内容。 
5.2 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有市场分析法、功能替代法、机会成本法、有效成本法、收益现值法、意愿

评价法等，可参考附录 A。 

6 直接利用价值评价 

6.1 在存在生物遗传资源产品公开市场交易的情况下，一般采用直接市场价值法，按式

（1）计算。 

）（ CPQVV jj
m

j
j

m

j
jp −== ∑∑

== 11                                                                     （1） 

式中：Vp----年物种、品种资源直接经济价值总和； 

Vj ----年某类产品价值量； 

Qj ----年某类产品数量； 

Pj ----某类产品市场价格； 

Cj ----生产某类产品的成本； 

j = 1, 2, 3, …,m ( 产品类型)。 

6.2 在不存在市场价格的场合，可以用功能替代法，计算方法参照式（1）。 

6.3 在市场价格和替代价格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采用有效成本法进行评价。 

6.4 根据需要，可计算直接利用价值中的优良种质资源利用价值或物种、品种优良性状利

用价值。 

6.5 优良种质资源利用价值 

优良种质资源利用价值是指生物遗传资源在种质资源产业中的经济贡献，可根据种质

资源市场中不同质量种质材料价格差异计算。 

101 )( fPPQVg ×−×=                                                                                        （2） 

式中：Vg——年优良种质资源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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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年种质资源总产量； 

(P1-P0) ——采用生物遗传资源生产的优良种质资源与普通种质资源的价格差； 

f1 ——遗传资源的经济贡献率。 

6.6 物种、品种优良性状利用价值 

物种、品种优良性状利用价值包括增加产量的经济价值、改善品质的经济价值和提高

抗性的经济价值。 

（1）增加产量的经济价值按式（3）计算。 

1fPRqSV yy ××××=                                            （3） 

式中：Vy——年增加产量的经济价值； 

S ——年生产面积； 

q ——单位面积产量； 

Ry——增产率； 

P ——单位产品市场价格； 

f1 ——遗传资源的经济贡献率。 

（2）改善品质的经济价值按式（4）计算。 

1fPRqSV qq ××××=                                             （4） 

式中：Vq——年改善品质的经济价值； 

Rq——质量提高率； 

S 、q 、P 、f1 同式（3）。 

（3）提高抗性的经济价值按式（5）计算。 

1fPMSV mr ×××=                                                （5） 

式中：Vr——年提高抗性的经济价值； 

M——单位面积节约生产要素； 

Pm——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包括农药、除草剂、化肥、劳动力等； 

f1 ——遗传资源的经济贡献率。 

（4）物种、品种优良性状利用价值按式（6）计算。 

rqyt VVVV ++=                                                   （6） 

式中：Vt——年物种、品种优良性状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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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发价值评价 

在与生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专利产生前，应从机构或人员使用遗传信息获得的利益来评

价研究与发展能力的价值。在专利产生后，应从持有专利的机构或人员因专利转让或使用

获取的经济效益来评价知识产权的价值。 

7.1 研究与发展能力 

可从研究水平、创新能力、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学术影响、应用前景、发展潜力

等，计算研究与发展能力的价值。 

7.2 基于遗传信息的知识产权价值 

可根据知识产权的成熟程度、受保护程度、推广利用范围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等，计

算由使用该知识产权产生的未来净收益的现值和。 

8 保护价值评价 

可根据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稀有性、特有性和濒危程度，采用功能替代法、收益

现值法、意愿评价法等，评价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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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评价方法 

A.1 市场分析法 

A.1.1 直接市场价值法 

直接市场价值法，适合评价那些生物遗传资源的直接利用价值，可以直接调查市场价

格。利用直接市场价值法评价生物遗传资源的价值，应注意物价水平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

响，根据情况采用现行价格或不变价格。 

A.1.2 生产率变动法 

生产率变动法是把生物遗传资源看做一个生产要素，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导致产出水

平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品产量和价格的变化。通过对后两者的测量可以计算出

生物遗传资源变化的效益或损失。 

A.2 功能替代法 

功能替代法是寻求与生物遗传资源所起功能类似的产品、工程、资产，采用类似产

品、工程、资产的市场价格甚至生产成本作为该生物遗传资源功能的经济价格。运用此法

的前提是，所评价对象的功能与替代物的功能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市场上类似产品、工

程、资产的价格或成本估计是正确的。 

A.3 机会成本法 

在无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可运用机会成本法，将资源使用的成本用所放弃的替代用途

的收入来估算。 

A.4 有效成本法 

有效成本是为达到一定功能、目标，保护生物遗传资源或营建特定环境资产所需要的

低成本。在估计有效成本时，其投入的各项成本费用（机器、建筑、材料、人工等）都

应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 

A.5 收益现值法 

收益现值法指通过估算资产在未来经营中的预期净收益，并按适当的基准收益率折算

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确定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价方法。 

A.6 意愿评价法 

意愿评价法是通过向生物遗传资源使用者或受影响者提问，询问他们对生物遗传资源

质量变化的支付意愿或愿意接受赔付的价格，故称意愿评价法。由于在问题设置中，需要

对资源使用的条件做出假设，人们是在假设的条件下回答假设的问题，又称条件价值法。

意愿评价法只需向个人收集支付愿望，其应用要点是：准确描述被评价对象，科学设计问

卷，确定合适的采访方式，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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