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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现状与策略
廖伏明，罗闰良，万宜珍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长沙４１０１２５）

摘要：杂交水稻是我国独创的一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概述了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现状，分析了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前
景，指出了在杂交水稻国际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加快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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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我国首创的一项

我国开始大面积推广，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先进农业技术，为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提供了一条切

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１９８０年，杂

实可行的途径。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为解决我国

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科研成果转

人民的吃饭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

让给美国¨１，拉开了杂交水稻国际化的序幕。２０

献…。粮食短缺是亚洲、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

世纪９０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

的突出问题，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将发展

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战

杂交水稻作为解决贫困地区饥饿问题的首选技术。

略措施＂－，首先在印度、越南等水稻生产大国实

近年来，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国

施，取得良好的效果。印、越两国于２０世纪９０

际影响与日俱增。加快我国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

年代中期成为继中国之后在生产上大面积成功

使之在世界更大范围推广和应用，不仅有利于推动

应用杂交水稻的国家。为促进杂交水稻在国外

我国杂交水稻种子产业国际化发展、增强国际竞争

的发展，袁隆平院士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

力、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还将有

顾问，并派遣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１０多名

力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增强

专家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技术顾问，多次赴

我国的政治影响力，其经济和政治意义重大而深远。

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发展杂交水

１

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历史及现状

稻。为促使杂交水稻在美洲发展，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于１９９４年开始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

１９６４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我

作，袁隆平院士作为该公司顾问，多次赴美亲临

国率先开展杂交水稻研究。１９７６年，杂交水稻在

指导，还常年派专家前往该公司进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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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与此同时，在湖南长沙还举办了４０余期杂交水

１０００多个杂交稻组合试种，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明

稻国际培训班，培训了来自东南亚、南亚、非洲等

显。１９９７年审定的杂交稻组合Ｍｅｓｔｉｚｏ优势突出，

３０多个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逾千名。在联合国

获大面积推广。同年，菲律宾获联合国粮农组织推

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ＵＮＤＰ）、亚洲开发

广杂交稻专项资助（ＦＡＯ ＴＣＰ）。２０００年，菲律宾总

银行（ＡＤＢ）和国际水稻研究所（ＩＲＲＩ）等国际组

统埃斯特拉德参观了西岭农业技术公司由中国专家

织及我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支持和帮助

育成的杂交水稻高产示范田后，号召广大国民种植

下，目前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

杂交水稻。由于杂交水稻在菲律宾的增产效果显

展，已有多个国家实现了杂交水稻商业化生产应

著，阿罗约总统先后两次邀请袁隆平院士访菲。

用。２００７年，在国外推广杂交水稻的面积约为

２００２年，阿罗约总统将杂交水稻列为旗舰项目

２８０万ｈｍ２ ｃ４】。

（ＨＲＣＰ），大力推广杂交水稻¨１。杂交水稻种植面

越南

积随之迅速扩大，由２００１年的０．８万ｈｍ２快速上升

１．１

１９７９年开始引进中国杂交水稻试种，表现高

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５万ｈｍ２。２００８年，菲律宾种植杂

产，但抗性、米质差。１９８５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

交水稻３１．７２万ｈｍ引“。

１９９２年在北部试种中国杂交水稻取得成功后便大

１．４孟加拉

量从我国引进杂交水稻种植。此后杂交水稻迅速发

孟加拉水稻播种面积为１０７０万ｈｍ２，占农作物

展，种植面积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１万ｈｍ２快速上升到

播种面积的７７％一３。该国以大米为主食，但国内粮

２００３年的６０万ｈｍ２，２００８年达到６７万ｈｍ２”１。杂

食生产不能自给。１９９３年孟加拉水稻研究所

交水稻的平均产量为６．０—６．５ｔ／ｈｍ２，比常规稻一

（ＢＲＲＩ）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开始了杂交水稻研

般单产增产稻谷１．５ｔ以上，增产率２０％以上。越南

究，已育成并审定２个杂交水稻组合。近年来，杂交

的杂交水稻发展主要依赖我国，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越南

水稻的发展步伐加快。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孟加拉政府

杂交水稻种子自给率仅１８．５４％，而其余的８１．４６％

推荐的杂交水稻品种达５７个，其中有我国的５０

均从我国进口，年进口量在１．１万～１．３万ｔｐ’。

个¨０１。目前，在孟加拉从事杂交水稻推广的有中国

１．２

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多家公司和一些外国公司。

印度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属热带季风气候。水稻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隆平高科与孟加拉一家私营公司合

是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

作开发孟加拉杂交水稻市场，已有多个杂交水稻品

１９８１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１９８７年从中国和国际水

种通过该国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２００５年，该公司

稻研究所引进杂交水稻亲本配制杂交组合，但前期

从隆平高科进口杂交水稻种子１５０ｔ，２００６年进口近

研究进展缓慢。１９９１年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资助

４００ｔ，２００７年的进口量达到１０００ｔ。孟加拉从中国进

下，由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ＩＣＡＲ）启动了“杂交水

口杂交水稻种子量每年约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ｔ。１９９９年，

稻开发与利用”项目。１９９４年杂交水稻育种获得成

孟加拉一私营种子公司从中国进口５００ ｔ杂交稻种

功，审定了第一批４个杂交水稻组合。此后，杂交水

子，种植面积达２．２万ｈｍ２［９１。２００４年，杂交水稻的

稻推广面积迅速扩大，至２００１年审定的杂交水稻组

种植面积５万ｈｍ２，２００５年为１９．１万ｈｍⅥ…，目前

合达１７个，推广面积达到２０万ｈｍ２；２００４年达５６

已扩大到５０万ｈｍ引“１。

万ｈｍ２，比２００３年的２８万ｈｍ２翻了一番；２００７年突

１．５

美国

破性达到１１０万ｈｍ２；２００８年上升到１５１万ｈｍ。。

美国最早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技术，１９８０年

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平均产量为６．３３ｔ／ｈｍ２，比灌

试种从我国引进的３个杂交水稻品种，较当地良

溉稻区常规稻平均产量５．２２ｔ／ｈｍ２增产１．１ｌｔ／ｈｍ２，

种增产极为显著（５０％以上）。但由于受米质和

增幅２１．３％¨Ｊ。

机械化耕作等问题的限制，美国杂交水稻发展很

１．３菲律宾

慢∞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美国的水稻技术公司

菲律宾位于东南亚热带地区，特别适合水稻种

开始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

植，国际水稻研究所即设立于其首都马尼拉。国际

开发杂交水稻。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已成功摸

水稻研究所自１９７９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１９８６年

索出一套大面积机械化制种技术，并培育出符合

育成ＩＲ５８０２５Ａ等几个优质不育系一１。１９８９年菲律

美国食用要求且适合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新品

宾国家水稻研究所开始杂交水稻研究，先后引进

种。２０００年，水稻技术公司育成第一个三系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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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１２卷

水稻组合（ＸＬ６）在美国南部商业化应用¨引。此

在非洲，杂交水稻试种示范效果也很好。１９９１年开

后，杂交水稻发展较快。２００３年种植２万ｈｍ２，

始首次在非洲南部的赞比亚试种我国的杂交水稻，９

２００４年扩大到近６万ｈｍ２，２００９年已发展到

个杂交水稻品种都表现出很强的杂种优势，其中

３３万ｈｍ２。杂交水稻表现出明显的增产效用，一

１９９２年参试的７个杂交水稻品种比当地对照品种

般单产比常规稻可增产约２ｔ…Ｊ。

增产１１．０％～６３．８％Ｌ２０ｌ。２００３年，湖南杂交水稻

１．６巴基斯坦

研究中心与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合作，在西部非洲

巴基斯坦水稻研究所（Ｋａｌａ

Ｓｈａｈ Ｋａｋｕ）于１９９９

的几内亚进行杂交水稻试验示范也已获得初步成

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１４］。２００１年，湖南省农科院

功，最高单产达９．２３ ｔ／ｈｍ２，较当地最好的常规稻品

承担国家科技部“在巴基斯坦开展杂交水稻及配套

种成倍增产［２１ ３。２００６年隆平高科在利比里亚初次

技术示范”经济援助项目，在巴基斯坦试验、示范中

试种杂交水稻，也取得了比当地水稻品种成倍增产

国的杂交水稻，并获得成功。２００３年，从中国引进

的效果。据报道，埃及于１９９５年开始杂交水稻研

的２个杂交水稻品种（ＧＮＹ５０、ＧＮＹ５３）通过了巴基

究，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的

斯坦国家品种审定¨“。与当地对照品种相比，杂交
水稻在巴基斯坦具有显著的增产优势和普遍的适应
性，一般增产幅度达３０％以上，受到当地政府和农
民的广泛欢迎。巴基斯坦可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约
１００万ｈｍ２，占水稻面积的４０％。目前杂交水稻种
子主要依赖进口，２００２年进口７ｔ杂交稻种子，２００８
年进Ｕ种子增加到了２５００ｔ。种植面积从２００２年的
４００ｈｍ２稳步扩大到２００７年的６．３万ｈｍ２，占其非巴
斯马蒂型水稻面积的８．３％。计划到２０１２年推广
杂交水稻３５万ｈｍⅥ“。。
１．７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杂交水稻研究始于１９８３年，但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仍未有大的进展。主要
是因为没有获得育性稳定、异交率高、适宜印尼生
态条件的不育系。１９９９年以来，印尼政府加强对
杂交水稻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力度。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印尼发放了３５个杂交水稻品种应用于商业化

项目资助和支持下，取得了较好的进展。２００５年
已审定通过了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应用于商业化
生产，增产效果明显，比当地常规稻良种增产
１５％．２０％［２２］。

在南美洲，杂交水稻同样显示出强大的增产优
势。２００１年起，水稻主产国巴西、乌拉圭与湖南省
农科院合作，开展杂交水稻研究。杂交水稻在这两
国与阿根廷种植的产量远远高于当地良种。另据报
道，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合作的美国水稻技术
公司（ＲｉｃｅＴｅｃ．Ｉｎｃ．）在南美开发杂交水稻技术，目
前已取得较好的成效。２００３年在巴西首次销售杂
交稻种子，巴西农民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由２００４年
的２５００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６万ｈｍ２【２３１。另外，
湖南亚华种业近年在厄瓜多尔试验和试种杂交水稻
也取得成功。

２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前景

生产¨引。２００１年，隆平高科开始在印度尼西亚试
验、试种杂交水稻。２００２年，该公司提供的两个杂

目前全世界种植水稻的国家有１１０多个，除中

交水稻组合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大面积的示范栽

国外，全球每年水稻种植面积１．１亿ｈｍ２，而其中的

培，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引起印度尼西亚农业部、

杂交水稻面积目前还不足３００万ｈｍ２Ｈ’。据有关专

廖省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

家预测，随着杂交水稻不断走向世界，２０２０年中国

注。示范基地平均产量为８．９３ｔ／ｈｍ２，比当地常规

以外地区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将达到５０００万ｈｍ２。

稻对照品种平均增产５７％。这两个品种已于２００３

仅此一项，全球每年将增收稻谷７０００万一

年通过印度尼西亚旱季国家品种审定。另据报

８０００万ｔ，可多养活２亿多人，为确保世界粮食安全

道，２００４年初（雨季）２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在印

做出重大贡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缺粮国家迫切

度尼西亚的多点品比试验中，表现出比当地常规

需要引进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以解决其粮食自给难

稻对照品种（ＩＲ６４）增产２３％一３３％，比当地的杂

题。特别是在一些严重缺粮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交水稻对照品种（Ｍａｒｏ）也增产１１％一１８％，因此

和孟加拉等，大力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恰逢其时。这

均具有极显著的增产优势Ｈ¨。

给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广阔

此外，斯里兰卡、缅甸¨。。、泰国¨９１、柬埔寨、老
挝等亚洲国家引种我国的杂交水稻，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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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可见，杂交水稻的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十分
广阔。

２期

３

廖伏明等：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现状与策略

杂交水稻国际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制约因素

１８ｌ

育系和１０３Ｓ等４个两系不育系，并利用它们配制出
ＨＹＴ８３等多个三系杂交稻品种和ＶＬ２０等８个薅系
杂交稻品种通过了品种审定，应用于生产心５。；除三

我国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尚处于初级阶段，目

系杂交稻外，我国的两系杂交稻培杂山青以及超级

前规模还很小。年出口杂交稻种子量仅为１．５万ｔ

杂交稻先锋组合两优培九在越南也都早已大面积推

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越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然

广。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跨国公司和印度、菲律宾

而，在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实践探索中，还存在较多

等国家的一些私营国际性公司都积极活跃在印度、

的问题、困难与制约因素亟须解决。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巴基

３．１政策性限制因素

斯坦等一些亚洲水稻主产国家的市场，其中不少公

尽管杂交水稻在国外试种的增产效果都十分显

司早在数年甚至十几年前就开始对这些潜在市场进

著，深受当地的欢迎，但要在国外大力发展杂交水稻，

行战略性布局，目前已有一些杂交水稻品种通过了

首先要解决各进出口国对杂交水稻种子在进出口中

当地国家的各级试验，获得了品种审定，已经或正在

存在的政策性限制问题。就出口国而言，我国原有的

进入商业化应用。可见，中国杂交水稻的国际开发，

杂交水稻种子出口政策性限制非常严格，后来依据杂

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交水稻国际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我国现行政策对杂交水稻品种及其亲本的出口

和放宽。然而，由于当前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形势又

限制过多，会削弱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发生了深刻变化，现有出口政策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

可能使我国在杂交水稻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优势丧失。

展的需要，不利于我国目前领先的杂交水稻科研成果

就进口国而言，有些国家如印度，不允许直接进

尽快“走出去”，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杂交水稻国际

口大量的杂交水稻种子，只允许在本国生产和销售

推广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建议我国农业主管

种子；有些国家则对进口水稻种子有严格的进口年

部门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根据杂交水稻国际发展的

限限制，如印度尼西亚规定为品种审定后２年，孟加

新形势进行充分考虑，尽快制定积极的鼓励出口政

拉为品种审定后５年，此后必须在本国生产和销售。

策，加快我国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进口国政府担心，随着种

除中国外，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日本、埃及

子贸易量的增加，过度依赖杂交水稻种子进口将会

等许多国家，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国际组织和拜尔、杜

对本国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危及本国的粮

邦先锋、孟山都、先正达等不少国际大型种业跨国公

食安全，因而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本地化的要求日

司，都已开展了多年的杂交水稻的育种和应用研究。

益强烈。就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长远战略而言，出

从育种材料类型上看，不管是三系杂交水稻，还是两

口种子也只是发展初期的权宜之计，随着国外市场

系杂交水稻，他们都已拥有其基础遗传资源，并已初

的拓展，对种子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从降低种子生产

步育成了一些符合当地生产需求的两系和三系杂交

和运输成本，免受一些国家对水稻新品种种子进口

水稻品种及其亲本。例如，在印度，已育成并审定

年限和植物检疫等贸易壁垒的限制等多方面考虑，

３０多个杂交水稻品种，新育成三系不育系５０余个，

实施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本地化才是我国杂交水稻国

两系不育系１０多个以及一批两系杂交稻组合Ⅲ１；

际发展应走的必由之路。

拜尔公司培育出多个适合印度等热带地区种植的杂

允许杂交水稻品种及其亲本种子的出口，是我

交水稻组合，２００７年在印度生产和销售杂交水稻种

国杂交水稻国际推广中研究和生产本地化的必然

子５０００多ｔ；先锋公司在印度也已培育出多个杂交

要求。

水稻组合，年产销杂交水稻种子２０００多ｔ；另据悉，

３．２种子检疫限制

一家国际性生物技术公司（ｄｅＶＧｅｎ）从国际水稻研

杂交水稻种子出口的一些目标国家，对植物种

究所无偿获得两系杂交水稻亲本资源，现每年投资

子进口的植物检疫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

２００万美元用于开发两系杂交水稻，该公司目前在

如印度尼西亚检疫局２００２年曾对我国出口的杂交

印度的杂交水稻市场占有率列第５位。在越南，早

水稻种子提出了苛刻的检疫要求，关注检疫性的病

已拥有我国优异的三系不育系及其保持系如金

虫害达７０多种，导致当年我国一家公司所出口的

２３Ａ、１１－３２Ａ、博Ａ等和两系不育系如培矮６４Ｓ等：以

１８ｔ杂交水稻种子被检疫部门扣留，不准在市场上

它们作基因供体，新育成了ＡＭＳ ７１Ａ等多个三系不

销售。我国对斯里兰卡、美国等国的种子出口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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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因检疫问题一度受阻。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国家也

交稻亲本种子的出口，而允许出口第一代超级杂交

逐步增强了对杂交水稻种子进口的检疫要求。然

稻和普通的高产杂交稻的亲本。这样，既能充分发

而，我国大陆因未加入世界种子联盟和国际种子检

挥我国在世界上的优势竞争力，占居市场主导地位，

测协会，对这类问题无法通过国际组织来协调解决。

又能确保在杂交水稻技术和成果上的持续领先优

３．３缺乏行业规范

势。有区别原则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

现阶段杂交水稻国际推广仍然是以种子出口为

的国家，如美国，在申请获得所在国专利权或植物品

主。从我国大量进口种子的是越南、孟加拉、巴基斯

种保护权的前提下，可允许出口包括三系杂交稻的

坦等种子检疫要求相对不严格的国家。目前杂交水

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以及两系杂交稻的不育系

稻种子出口企业多采取边境贸易或转口贸易的形式

和恢复系。这样有利于在当地进行种子生产，降低

出口。通过正常渠道出口的杂交稻种子只是出口量

成本，免除进口国对种子检疫和贸易壁垒等限制，简

的小部分，造成国家和企业的经济损失。国内企业

化出口手续。对于目前尚未建立植物品种保护相关

之间杂交水稻种子出口的竞争激烈而无序，甚至出

法律制度或知识产权不够完善的国家，因不能在当

现恶意竞争、相互压价的现象。如越南，年杂交水稻

地申请植物品种保护，可允许出口杂种种子、三系杂

种子的需求量约１．５万一１．６万ｔ，其中约１．２万ｔ

交稻不育系和恢复系种子。

从我国进口，由于缺乏行业规范，从事杂交水稻种子

４．１．３允许普通种质亲本资源的出口

出口的公司很多，不少公司规模小、操作不规范，导

性的普通种质材料允许出口，便于以这些种质材料

致我国向越南出口的杂交水稻种子价格恶性竞争十

为基因供体，充分利用当地种质资源，开展必要的本

分突出，对保护我国种子企业合理的经济效益十分

地品种遗传改良的育种研究工作，这样将有利于杂

不利，从而制约我国杂交水稻的国际贸易发展。

交水稻本土化和持续发展。

４加快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策略
４．１调整和完善杂交水稻出口政策。解决杂交水稻
国际推广的“瓶颈”问题

对于一般

‘

４．２加强监管，规范杂交水稻品种资源出口途径，
切实保护杂交水稻知识产权
在我国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中，对于需要出口
的杂交水稻亲本，第一，要采取严格的审核和登记制

只有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杂交水稻国际推

度。第二，在商业化应用前要预先在拟推广国家和

广才能顺利开展，我国的杂交水稻才能真正“走出

地区申请品种保护权或专利权，取得当地的合法地

去”。对于我国目前的杂交水稻出口政策，在充分考

位，使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目前，我国有一些杂交水

虑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稻亲本，经不明途径已流失到国外，因未经我国政府

取消对出口杂交种需要通过国内品种审

有关部门的审核和登记，属非合法出境，因此，在境

杂种种

外不可能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家应该鼓

子为Ｆ，，只能种植一季，不可自身繁殖留种，故杂

励和倡导我国的杂交水稻品种资源从合法的、正规

种种子的出口不会导致种质资源的流失和知识产

的渠道出口，防止和严厉打击非法出境，并通过在国

权保护问题。考虑到水稻生长受环境因素制约，

外申请品种权保护或专利权保护来维护我国杂交水

４．１．１

定的限制，允许出口杂交水稻杂种种子

水稻品种都有一个生态适应性问题。因此，出口

稻品种资源的合法权益。

的杂交种不必强求一定要通过国内的品种审定，

４．３与国际接轨。充分利用我国杂交水稻自主知识

对于不适宜国内种植但有可能在国外表现好的杂

产权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交种，如在国内试验中表现不突出，甚至被淘汰的

在我国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中，势必与国外的一

品种，只要在国外有可能具有应用潜力，也可允许

些政府机构、组织或企业等开展广泛的科技或经贸合

出口参加国外的适应性测试，以便筛选适宜当地

作，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利用我国杂交水稻专有技

种植的优良杂交种。

术和专有品种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此过程中，既要讲

４．１．２采取有保留和有区别的原则，允许有条件出

社会效益（公益性），也要讲经济效益（利益性）。首

口杂交水稻亲本种子Ⅲ１

不出口国

先，我国独创的杂交水稻技术不应该局限于造福中国

有保留原则

内最优异杂交种的亲本。例如，现在我国已培育成

人民，这就需要我们把这项技术尽快地推广出去，让

功第一代和第二代超级杂交稻，正在研究第三代超

世界共同分享这一重大的科学成果。其次，在杂交水

级杂交稻，因此，目前可采取严格限制第二代超级杂

稻的国际推广中，并不需要无偿地、无私地恩赐，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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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伏明等：杂交水稻周际推广的现状与策略

可以采取“双赢”策略。即按照国际惯例，对知识产权

［６］

胡继银，蒋艾青．印度杂交水稻现状及发展对策［Ｊ］．杂交水

的开发利用获取合理的经济回报。

［７］

胡继银，蒋艾青．菲律宾杂交水稻现状及发展对策［Ｊ］．杂交

稻，２０１０，２５（３）：８２－８７

知识产权保护是利用法律的框架对智力成果给
予肯定和保护，并给予先进技术创造者一段时间的

水稻。２００９．２４（６）：７０－７４

［８］

Ｂ．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ｉｃｅ

ｐｉｎ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０］

Ｊｕｌｆｉｑｕａｒ

交水稻，２００３，１８（１）：４９－５１
Ａ

Ｊａｍｉｌ

Ｗ，Ｍｄ

ｇｌａｄｅｓｈ［Ｃ／ＣＤ］／／Ｘｉｅ

［１１］

杂交水稻国际推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应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在现有基础上，坚

［１２］
［１３］

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国为重

展潜力的重点国家，如几内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ｒｉｃｅ

［１４］

Ｍ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ＣＤ］／／Ｘｉ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ｓ

Ｒｉｃｅ

Ｂ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ｉｃｅ ｉ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ｉｃｅ

本地化，并全面完善杂交水稻种子售前、售中和售后
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

｛ｉ
；｛
婚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毛昌祥，郭名奇，邓应德．缅甸的杂交水稻［Ｊ］．杂交水稻，
１９９８．１３（１）：２７－２８

［２３］

彭既明．中国杂交水稻在几内亚的试验初报［Ｊ］．杂交水稻，
２００３．１８（５）：６０—６２
ＥＩ．ＭＯＷａ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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