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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爱丁堡植物园引种中国植物资源多样性及动态
武建勇，薛达元，周可新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通过对皇家爱丁堡植物园保存活植物名录数据库的查询，详细整理了近１００年来该图从中国引种植物的数据．在此基
础上详细分析了爱丁堡植物因引种中国植物的多样性、来源省份及不同阶段引种人（队）、引种主要类群、种类数量等。结果表
明。从２０世纪初到现阶段，爱丁堡植物园在持续不断地引种中国植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主要以个人收集为主，每年收集成活几
种到几十种，到９０年代开始有专业考察队参与收集，每年收集成活种类数量有所增加，在９０年初收集成活数量最多的一年达
５００多种．引种地区涉及我国的２０余个省（市、地区），其引种较多的地区为云南、四川、西藏和台湾。本研究还探讨了在与生物
资源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关注的背景下，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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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是指拥有活植物收集区，并对植物进行

据统计，全世界的植物园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

记录管理，使之可用于科学研究、保护、展示和教育

５００多个增加到目前的２４００个左右，大约引种保育

的机构…。植物园收集了众多的植物资源，不仅是

１０万种植物的活体种质资源６１３０９００份。其中，引

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及进行科学普及教育，提高

种保育植物种类１００００种以上的植物园有２０多

民众文化素养，旅游和休憩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植

个旧ｊ。在这些植物园中，有相当一部分植物园都通

物资源保存的种质库。

过物种交换、来华收集等途径收集和保存了一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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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勇等：皇家爱丁堡植物园引种中国植物资源多样性及动态

５期

量的中国植物种类。例如皇家爱丁堡植物园（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７３９

收集地点等相关信息填人事先设定好的相应字段的

Ｇａｒｄｅ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所保存的活植物中有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文件。

１０％的种类来自中国。本研究将以皇家爱丁堡植物

将所有引种自中国的物种相关信息提取整理

园为例，详细介绍该园近１００年来引种中国植物的

后，依据《中国植物志》补齐拉丁科名、中文名。采

情况。

用ＥＸＣＥＬ统计引自中国植物中科、属、种的多样性

１

以及每科所包含的种数和不同时间段引种的数量，

英国皇家爱丁堡植物园简介

分析英国爱丁馒植物园在中国引种植物的地区来源

皇家爱丁堡植物园是世界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科

和引种较多的重点地区以及不同时期收集人所引种

研性植物园，建立于１６７０年，最初作为一个药用植

的类群多样性和主要类群等。

物园，收集种植药用植物，面积只有一个网球场大

３结果与分析

小。在２０世纪又获得了３个地方性植物园，目前皇
家爱丁堡植物园是一个拥有一个主园（爱丁堡植物

３．１引种中国植物种类多样性分析

园）和３个分别位于Ｄａｗｙｉｃｋ、Ｂｅｎｍｏｒｅ、Ｌｏｇａｎ的附

通过对英国皇家爱丁堡植物园引种中国植物名

属园的国际一流的植物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引

录整理分析，发现爱丁堡植物园在近１００多年的时

种中心之一，园内迁地保育了１７０００多种高等植物，

间里共从我国安徽、北京、台湾、甘肃、福建、广东、广

保育物种数占世界第３位。

西、贵州、河北、香港、湖北、江苏、江西、吉林、湖南、
辽宁、青海、陕西、四川、新疆、西藏、云南、浙江等地

２研究方法

区（收集植物种类较多的地区为云南、四川、西藏、

本研究通过对英国皇家爱丁堡植物园保存活植

台湾）引种存活的植物有１１２科４２５属１７００多种。

物名录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ｂｇｅ．ｏｒｇ．ｕ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其中，包含有１０种及以上的科有３３个，种类最多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中来源于中国的植

为杜鹃花科，有３６０余种，其次为蔷薇科，有２００余

物搜索，并将拉丁学名、引种人、收集号、引种时间、

种，百合科和毛莨科都将近１００种（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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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爱丁堡植物园引种中国植物主要途径为个

外，还用商业办法雇人采集。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

人来华收集和考察队来华进行植物资源考察而收

国西南地区，主要采集地区为云南西北的龙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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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Ｈ．Ｗｉｌｓｏｎ），柳叶枸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１／５为Ｆｏｒｒｅｓｔ Ｇ．所引。当时爱丁堡植物园主任
Ｂｏｌｆｏｕｒ

Ｊ．Ｈ．认为：Ｆｏｒｒｅｓｔ Ｇ．从中国进行很有价值

的园艺植物引进，给英国的园林带来了革命性的
影响。
Ｃｌａｒｋ Ａｌａｎ

Ｊ．主要是１９９５年在云南收集了大量

Ｆｒａｎｃｈ．）等一些植物种类；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

杜鹃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植物；Ｃｏｘ Ｐ．主要是２０世纪

ｄｒｏｎ）中的问客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口ｍ６留Ｉｘｕｍ

８０至９０年代期间在四川、云南、西藏收集了杜鹃属

Ｈｅｍｓｌ．），紫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槭树属（Ａｃｅｒ）、小檗属（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ａｍｅｓｉａｅ Ｒｅｈｄｅｒ＆

Ｅ．Ｈ．Ｗｉｌｓｏｎ），银叶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ｕｍ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

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白蜡树属（Ｆｒａｘｉｎｕｓ）、百合属

Ｆｒａｎｅｈ．ｖａｒ．ａｒｇｙｏｐｈｙｌｌｕｍ），长轴杜鹃（Ｒｈｏｄｏ—

（Ｌｉｌｉｕｍ）、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山梅花属（Ｐｈｉｌａ·

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ｏｎｇｉｓ州ｕｍ Ｒｅｈｄｅｒ＆Ｅ．Ｈ．Ｗｉｌｓｏｎ）等一些植

物种类；此外还有苹果属（Ｍａｌｕｓ）、小檗属（Ｂｅｒ－

ｄｅｔｐｈｚ‘ｓ）等属的一些植物种类。
此外，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Ｄ．＆Ｍａｉｎ

Ｊ．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ｂｅｒｉｓ）、荚蓬属（Ｖｉｂｕｒｎｕｍ）、葡萄属（Ｖｉｔｉｓ）、漆树属

在云南进行了天南星属（Ａｒｉｓａｅｍａ）、小檗属（Ｂｅｒ－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红豆杉属（Ｔａｘｕｓ）等属的一些植物

ｂｅｒｉｓ）、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枸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杜

种类。

鹃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等属的一些植物种类的收集；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Ｇ．为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职员，从１９０４—

万方数据
１９３２年先后７次来华采集植物，是一个在华采集植

Ｒｏｃｋ Ｊｏｓｅｐｈ

Ｆ．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的近３０年陆续在甘

肃、四川、西藏、云南进行了以杜鹃花为主的植物种

武建勇等：皇家爱丁堡植物园引种中国植物资源多样性及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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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收集；Ｒｕｓｈｆｏｒｔｈ Ｋ．Ｄ．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主要

花属（Ｃｙａｎａｎｔｈｕｓ）、翠雀属（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溲疏属

在西藏和云南以杜鹃花为主的植物种类收集等。

（Ｄｅｕｔｚｉａ）、川续断属（Ｄｉｐｓａｃｕｓ）、卫矛属（Ｅｕｏｎｙ－

除一些个人为爱丁堡植物园从中国收集了大量

ｍｕｓ）、大戟属（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老鹳

植物外，一些专业考察队也为爱丁堡植物园引种了

草属（Ｇｅｒａｎｉｕｍ）、金丝桃属（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鸢尾属（Ｉ－

大量中国植物，如ＡＧＳ

Ｃｈｉｎａ（美国国

ｒ诂）、橐吾属（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亚麻属（Ｌｉｎｕｍ）、珍珠菜属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舞鹤草属（Ｍａｉａｎｔｈｅｍｕｍ）、苹果属

（成都一爱丁堡考察队）、Ｃｈｕｎｇｔｉｅｎ，Ｌｉｊｉａｎｇ＆Ｄａｌｉ

（Ｍａｌｕｓ）、豹子花属（Ｎｏｍｏｃｈａｒｉｓ）、山梅花属（Ｐｈｉｌａ—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中甸、丽江和大理考察队）、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ｄｅｌｐｈｕｓ）、黄精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委陵菜属（Ｐｏｔｅｎｔｉｌ一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爱丁堡台湾考察队）等都通过植

缸）、报春花属（Ｐｒｉｍｕｌａ）、红景天属（Ｒｈｏｄｉｏｌａ）、杜鹃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家地理学会考察队）、Ｃｈｅｎｇｄｕ

Ｔａｉｗａｎ

ｔｏ

物科考活动引种了大量植物到爱丁堡植物园。
ＡＧＳ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考

察队）１９９４年主要在云南、四川收集了冷杉属

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鬼灯檠属（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蔷薇属
（Ｒｏｓａ）、象牙参属（Ｒｏｓｃｏｅａ）、绣线菊属（Ｓｐｉｒａｅａ）、荚
莲属（Ｖｉｂｕｒｎｕｍ）等近１２０属的一些植物种类。

（Ａ６洒）、槭属（Ａｃｅｒ）、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侧金盏花
属（Ａｄｏｎｉｓ）、葱属（ＡＵｉｕｍ）、点地梅属（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无心菜属（Ａｒｅｎａｒｉａ）、天南星属（Ａｒｉｓａｅｍａ）、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岩白菜属（Ｂｅｒｇｅｎｉａ）、桦木属（Ｂｅｔｕｌａ）、
醉鱼草属（Ｂｕｄｄｌｅｊａ）、升麻属（Ｃｉｍｉｃｉｆｕｇａ）、铁线莲
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党参属（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珊瑚苣苔属
（ＣｏｒａＵｏｄｉｓｃｕｓ）、山茱萸属（Ｃｏｍｕｓ）、紫堇属（Ｃｏｒｙｄａ．
１ｉｓ）、枸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山楂属（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蓝钟
花属（Ｃｙａｎａｎｔｈｕｓ）、翠雀属（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岩梅属
（Ｄｉａｐｅｎｓｉａ）、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金丝桃属（Ｈｙｐｅｒｉ—
ｃｕｒｅ）、鸢尾属（Ｉｒｉｓ）、刺柏属（Ｊｕｎｆｐｅｒｕ￥）、百合属
（Ｌｉｌｉｕｍ）、苹果属（Ｍａｌｕｓ）、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大钟花属（Ｍｅｇａｃｏｄｏｎ）、黄精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报春
花属（Ｐｒｉｍｕｌａ）、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等７０多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Ｔａｉｗａｎ

察队）主要是１９９３年在台湾收集了冷杉属（Ａｂ诒ｓ）、
槭属（Ａｃｅｒ）、沙参属（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秋海棠属（Ｂｅｇｏｎ一
玩）、小檗属（Ｂｅｒｂｅｒｉｓ）、南蛇藤属（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三尖杉
属（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扁柏属（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铁线莲
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枸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杉木属（Ｃｕｎ－
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蛇莓属（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榕属（Ｆｉｃｕｓ）、刺柏
属（Ｊｕｎｉｐｅｒｕ￥）、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忍冬属（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厚距花属（Ｐａｃｈｙｃｅｎｔｒｉａ）、前胡属（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松
属（Ｐｉｎｕｓ）、栎属（Ｑｕｅｒｃｕ￥）、杜鹃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蔷薇属（Ｒｏｓａ）、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茵芋属（Ｓｋｉｍ—
ｍｉａ）、铁杉属（Ｔｓｕｇａ）、荚莲属（Ｖｉｂｕｒｎｕｍ）等７０多个
属的一些植物种类。
此外，Ｋａｉｙａｎ／Ｋｕｎｍｉｎｇ

个属的一些植物种类。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成都一爱丁堡考

察队）主要是１９９１年在四川收集了包括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枸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
ｔｅｒ）、假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委陵菜属（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蔷薇属（Ｒｏｓａ）、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五味子属（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旌节花属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等在内的３０余属的一些植物种类。
Ｃｈｕｎｇｔｉｅｎ，Ｌｉｊｉａｎｇ＆Ｄａｌｉ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中甸、丽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爱丁堡一台湾考

Ｙｕｎｎａ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年在云南收集杜鹃花科的一些植物种类；Ｋｕｎｍｉｎｇ／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 ９９４年在云南收集

了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杜鹃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冷杉属
（Ａｂｉｅｓ）等属的一些种类；Ｌｉ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年在云南采集了小檗属（Ｂｅｒｂｅｒｉｓ）、枸子属（Ｃｏ·
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素馨属（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杜鹃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等属的一些植物种类；Ｓｉ—
ｃｈｕａ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四川主要采集了

江和大理考察队）主要是１９９０年在云南收集了冷杉

冷杉属（Ａｂｉｅｓ）、槭属（Ａｃｅｒ）、枸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属（Ａｂｉｅｓ）、槭属（Ａｃｅｒ）、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沙参属

鸢尾属（ｔｒｉｓ）、杜鹃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等属的一些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粉条儿菜属（Ａｌｅｔｒｉｓ）、葱属（ＡＵｉｕｍ）、

物；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香青属（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银莲花属（Ａｎｅｍｏｎｅ）、天南星属

在青海收集了独活属（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鸢尾属（Ｉｒｉｓ）、棱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紫菀属（Ａｓｔｅｒ）、小檗属（Ｂｅｒｂｅｒｉｓ）、桦木

子芹属（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亮蛇床属（Ｓｅｌｉｎｕｍ）等属的

属（Ｂｅｔｕｌａ）、拂子茅属（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锦鸡儿属

一些植物种类；Ｇａｏｌｉｏｎｇ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毛鳞菊属（Ｃｈａｅｔｏｓｅｒｉｓ）、铁线莲属

ｔｉｏｎ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党参属（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紫堇属（Ｃｏｒｙｄａ—

（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等属的一些植物种

ｌｉｓ）、枸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山楂属（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蓝钟

类，但很多种类还未鉴定种名。

万方数据

Ｙｕｓｈｕ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年

Ｓｈａｎ 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ｄｉ—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期间收集了槭属（Ａｃｅｒ）、姜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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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引种中国植物动态分析

１２卷

根据爱丁堡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统计，发现从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２０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前，甚至在以后的近３０年里

高等植物种数位居世界第３位，仅次于巴西和哥伦

（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爱丁堡植物园对中国的植

比亚，且许多种类为中国所特有，并具有重要经济等

物资源收集主要是个人收集，且存活种类不多，每年

用途。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一直都受到世界各国的

大概为几种到几十种，很少能超过５０种。从２０世

注视，许多国家都从中国收集了大量的植物资源。

纪８０年代起，爱丁堡植物园对中国植物的收集除个

西方人来华进行生物学调查和收集的时间总的说来

人收集外，增加了考察队的考察收集，且收集存活种

不短，但在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以前，西方人在华的

类数量有所增加，特别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很多年

活动范围非常有限，鸦片战争后到１９４９年前西方对

份每年引种种类数量都在５０种，甚至１００种以上，

我国的生物考察更加深入和全面¨１。如英国爱丁

最多的一年达到５００多种。在９０年代后期的几年

堡植物园很早就开始并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引

中引种种类数量有逐年下降趋势，到２１世纪初，引

种中国植物资源。依据爱丁堡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

种种类数量又开始上升，但收集存活种类都保持在

（２００８）显示，爱丁堡植物园现保存来源于中国的活

５０种左右，近两年可能由于一些种类未加入名录，

植物种类从２０世纪初就有引进。

致使名录显示种类数量在下降（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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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生物资源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

２ｌ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谁拥有先进的生物
技术，并充分占有和有效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谁就取
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目前农业生物新

中国是全球１２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拥有高

技术的发展，主要以培育动物和植物新品种为重点，

等植物近３５０００种。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进

具有高产、优质、抗逆的突破性的新品种的育成，将

行生物资源掠夺的焦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

以关键性动植物遗传资源发掘和利用为基础¨１。

１９４９年前的１００多年时间里，先后有１４个国家２３２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对生物遗传资源的

人到过我国的２６个省、市和自治区进行标本采集和

依赖程度将越来越高。生物资源被看作是化石能源

植物资源调查０７。。１９４９年后到现阶段，我国植物资

之后人类最后的一块“淘金场”，一些发达国家生物

源流失国外的状况丝毫没有减缓，通过项目合作、国

资源贫乏，本国的资源主要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引

内人员携带出境、国外人员来华收集等途径致使我

进，并通过生物技术的开发，获得专利产品，从中牟

国大量植物资源流失境外，因多为非正当途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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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数量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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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１９９２年缔结，１９９３

的惠益分享，维护国家利益；加大科研投入，通过调查

年生效）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遗传资源拥有主权，

进行挖掘和收集重要生物资源，对其进行种质鉴定，

获取遗传资源须得到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

确保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宣传教

意”，并在共同商定的条件下作出惠益分享的安

育等方式增强各行人员对遗传资源保护意识。

排捧’。自第５次缔约国大会通过《波恩准则》之后，
几乎每次会议上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ＡＢＳ）都
是讨论最热烈的议题∽’。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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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１２年《分子植物育种》
《分子植物育种》是一份为转基因育种、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及常规育种服务的科学杂志，也是中国
唯一的一份以育种为名的科学杂志。本刊在栏目设
置和文体格式上参照国际著名周刊《自然》及《自然

景下，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在现有法律法规

遗传学》的刊发形式。主要围绕水稻、小麦、玉米、油

中，生物资源的惠益分享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菜、大豆、棉麻、薯类、果树、蔬菜、花卉、茶叶、林草等

只有个别法规对生物资源的获取条件与惠益分享作

方面。

了粗略的规定，并没有专门的、完整的、综合的遗传

双月刊，单月２８日出版，定价：￥４０／期，￥２４０／

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严重影

年，邮发代号：８４．２３。订户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或直

响了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目

接汇款至编辑部，免收邮费。

前很多引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资源获取”与“惠益
分享”的相关协定，充其量为合作者提供一些合作
经费和出国培训的机会，而且很多情况下连这些都
没有。因此，我国应该通过完善现有法规、建立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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