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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遗传资源？

所有携带对人类具有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的活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这些

资源可以从野生、驯化或培殖物种中获取。它们或从天然生存的环境（原生境）中获

取，或从人为收集（非原生境），如植物园、基因库、种子库和微生物培养菌收集中获

取。 

遗传资源为什么重要？

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可获得极大的潜在惠益。它们可为更好地理解大自然提供重要信息

源，并用于开发一系列可为人类带来惠益的产品和服务。惠益包括诸如药品和化妆品等

产品以及农业和环境实践和方法。

但是，与世界上的许多其他重要资源相同，遗传资源的分布并不均匀。更重要的是，从

其中获取遗传资源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构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平衡容易被打乱并

因此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以及通过其使用所带来的惠益的分享方

式会激励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为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经济来支持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当前对遗传资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这些珍贵

的知识日积月累，代代相传。使用者务必要正确认识并重视传统知识的价值，在协商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过程中考虑土著和地方社区 (ILC) 的权利。不这样做会让这些知

识、资源和社区处于危险边缘。 

遗传资源指从植物、动物或微生物获取的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遗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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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惠益分享

什么是获取和惠益分享？

获取和惠益分享 (ABS) 指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以及如何在遗传资源使用者（或使用国）

与提供者（或提供国）之间分享由资源利用所带来的惠益。 

获取和惠益分享为什么重要？

遗传资源的提供者是有权提供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并分享由其使用所带来的惠益的政府或

民间机构（包括某一国家内的私有土地所有者和社区）。《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中

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条款旨在确保促进对遗传资源的物理获取，并与提供者公平地分

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包括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相

关的重要传统知识。 

要分享的惠益可以是金钱惠益，如使用遗传资源生产商业产品时分享许可费；也可以是

非金钱惠益，如获得研究技能和知识。使用者和提供者都必须理解并尊重《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波恩准则》等中列出的制度框架。这些框架可帮助政府制订本国框架，确保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获取和惠益分享。 

运行方式

获取和惠益分享基于提供者给予使用者的事先知情同意 (PIC) 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共同

商定条件 (MAT)，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遗传资源及相关惠益。

•  事先知情同意 (PIC)：是在获取遗传资源之前，提供者的国家主管部门根据相应的国家

法律和制度框架，向使用者授予的许可。

•  共同商定条件 (MAT)：是遗传资源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就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条件以

及双方之间的惠益分享达成的协议。

« 生物多样性公约 » 第 15 条对条件进行了规定。《公约》于 1992 年通过，为遗传资源

的获取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提供了总体原则。

利益相关者

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对其管辖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国家。他们有义务创造条

件，促进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并将之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提供者必须商定条款（包括事

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以同意资源的获取和公平地分享惠益。提供国的法律可

授权他人（如土著和地方社区）协商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条款。在获取与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等情况时，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是必需的。 

遗传资源的使用者：使用者负责与提供者分享从使用遗传资源获得的惠益。他们寻求获

取遗传资源的目的多种多样，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的开发等等。他们是一个多样化的群

体，包括植物园、行业研究员（如医药、农业和化妆品行业）、收集员和研究机构。 

国家联络点：为促进获取，使用者需要一个清楚透明的流程来详细介绍为获取遗传资源

应联系什么人以及提供国有何要求和流程。国家联络点负责提供此类信息。 

国家主管部门 (CNA)：国家主管部门是由政府成立的部门，负责向使用者授予对其遗传

资源的获取权利，并在地方或国家级别代表提供者。国家实施政策规定国家主管部门在

本国的运行方式。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由五大重要主题组成。系列概况资料分别对这五个主

题进行了介绍。

重要主题

原生境
•  在生态系统和自然栖息地中发现的

 

非原生境
•  在植物园、商业或大学收集中发现的

金钱
•  支付使用费

•  对知识产权的共同所有权

非金钱
•  研发

• 培训和教育

• 技术转让

非商业
•  分类学

• 保护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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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992  «生物多样性公约» 起草并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签署

1993   «生物多样性公约» 获得批准并于 12 月 29 日生效 

1998  成立专家小组，负责阐明与获取和惠益分享相关的原则和概念

2000  缔约方大会成立获取和惠益分享 (ABS) 问题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

组并授权该工作组制订准则，协助《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有关“获取和惠益分

享”条款的实施

2002  缔约方大会通过《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惠益

的波恩准则》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呼吁采取行动，通过谈判来建立

一个国际体制，以促进对通过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公正和公平地分享。 

2004  获取和惠益分享工作组授命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VII/19 D 号决定，通过谈判来建

立一个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体制。

2008  缔约方大会为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体制的最终建立制订清晰的流程。 

2010  缔约方大会在2010年10月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获取遗

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概况资料

有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详细信息包含在以下六大概况中：

获取和惠益分享

获取遗传资源有哪些主要步骤？使用者和提供者应如何商定从利用遗传资源所获得的惠

益的分享方式？ 

遗传资源的使用

遗传资源为什么有用以及可如何将其投入商业和非商业用途？这会如何影响获取和惠益

分享？

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为什么有用以及与获取和惠益分享有何关系？

《波恩准则》

此自愿准则可如何协助《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获取和惠益分享框架的实施？

国家实施

遗传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如何采取措施来管理获取和惠益分享？

《名古屋协议》

什么是《名古屋协议》，它为什么重要，以及它涵盖了什么？

遗传资源存在于生态系统或自然栖息地等原生境中，也存在于植物园、商业或大

学收集等非原生境中



词汇表 

生物多样性：指所有来源的活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

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等等。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及其生态系统的多样

性。

生物资源：指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值的遗传资源、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种

群或生态系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分。

遗传材料：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 

遗传资源：指从植物、动物或微生物获取的具有实际或潜在利用价值的遗传材料。其用

途包括为更好地理解世界上的自然资源所进行的基础研究到商业产品的开发等等。

原生境和非原生境：遗传资源可以是野生、驯化或培殖物种。“原生境”遗传资源指在

生态系统和自然栖息地中发现的资源。“非原生境”遗传资源指在正常生态系统或栖息

地之外发现的资源，如在植物园或种子库中，或在商业或大学收集中。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是于 1993 年生效的国际公约，它有三大主要目标：保护生物

多样性；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成分；公平公正地分享通过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

的惠益。

波恩准则：旨在协助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管理其国家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自愿准

则。

事先知情同意 (PIC)：指国家主管部门 (CNA) 根据相应的国家法律和制度框架，给予寻

求获取遗传资源的个体或机构的许可。

共同商定条件 (MAT)：是遗传资源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就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条件以及

双方之间的惠益分享达成的协议。

国家主权：《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各国对其管辖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具有的主权。因

此，国家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框架，创造条件，促进对其遗传资源的获取并确保公平公正

地分享通过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

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对其管辖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国家。他们有义务创造条

件，促进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并将之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提供者必须商定条款（包括事

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以同意资源的获取和公平地分享惠益。提供国的法律可

授权他人（如土著和地方社区 (ILC)）协商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条款。在获取与遗传资源相

关的传统知识等情况时，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是必需的。

遗传资源的使用者：使用者负责与提供者分享从使用遗传资源获得的惠益。他们寻求获

取遗传资源的目的多种多样，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的开发等等。他们是一个多样化的群

体，包括植物园、行业研究员（如医药、农业和化妆品行业）、收集员和研究机构。 

国家联络点 (NFP)：为促进获取，使用者需要一个清楚透明的流程来详细介绍为获取遗

传资源应联系什么人以及提供国有何要求和流程。国家联络点负责提供此类信息。 

国家主管部门 (CNA)：国家主管部门是由政府成立的部门，负责向使用者授予对其遗传

资源的获取权利，并在地方或国家级别代表提供者。国家实施政策规定国家主管部门在

本国的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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