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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1号

《海南省林木种子管理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7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7月2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林木
种质资源，规范林木种子品种选育、生产
经营和管理行为，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子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林
木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育和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使用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
林木种业发展规划和科技兴林战略以及
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并组织实施
本省林木种业发展规划，组织协调林木
种子和农作物种子的监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省
级林木种业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编制本地区林木种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工
作的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创新体制
机制，高标准、高起点探索建设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促进林业可
持续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林木种子工作的领导，将林木种子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
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木种子管理工作，
依法建立和完善种子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人员，承担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林木种子管
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大对林木种业发展的支持，实施选育、繁
殖、推广一体化培育工程，采取多种措施
扶持地方优势特色林木种业产业。

第二章 种质资源保护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和破坏林木种质资源。
禁止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

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因科研等特殊情况
需要采集或者采伐的，应当经依法批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对林木种质资源的普查、收集、
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和利用工作，
定期公布全省可供利用的林木种质资源
目录，向社会推荐优良林木种质资源。

鼓励科研育种机构、林产品开发和
种子企业对收集保护的林木种质资源开
展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和产业化开发
等方面的利用工作。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组织开展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建立
林木种质资源档案。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可以根据需要建立林木种质资源库、种
质资源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地，确定保
护范围和界线，建设保护设施，设立保护
标志，并向社会公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
破坏保护设施和保护标志。

占用林木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
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护地的，需经省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
相关审核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应当对下列林木种质资源予以
重点保护:

（一）列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的林木种质资源；

（二）珍稀、濒危或者本省特有的野

生林木种质资源；
（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乡土树

种、主要造林树种等林木种质资源；
（四）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林木种质

资源。
第十二条 从省外或者境外引进林

木种质资源的，应当依照有关植物检疫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检疫手
续，并在植物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隔离试
种，经风险评估确定安全后方可使用。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引
进的林木种质资源实施跟踪评价，并公
布评价结果。

引进的林木种质资源有遗传缺陷或
者对本省林木种质资源、自然生态环境有
危害或者可能产生危害的，省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应当决定停止引进和推广，并
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与境外林木种质资源相关机
构的合作，开展信息与技术交流，加大优
良林木种质资源引进和交换力度。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从境外引进优
良林木种质资源。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制定林木种质资源引进中转规
划，加快林木种质资源检验检疫设施建
设，会同海关、商务等主管部门制定林木
种质资源进出口贸易便利化措施，发挥
区位优势，推进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建设。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依法实施林木种子进出口业
务生产经营许可、与境外机构或者个人开
展合作研究利用林木种质资源许可以及普
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资格认定等事项。

第三章 林木品种审定、
认定与新品种保护

第十五条 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
用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未
经审定的，不得作为林木良种发布广告、
推广、销售。

通过省级审定的主要林木品种，由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
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

未通过林木品种审定但生产确需使
用的，应当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
定并予以公布，在有效期和规定区域内
可以推广、销售。

第十六条 在本省通过审定的主要
林木品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省林木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核后，应当撤销审定，
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公告：

（一）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的
严重缺陷的；

（二）种性严重退化或者失去生产利
用价值的；

（三）以欺骗、伪造试验数据等不正
当方式通过审定的；

（四）其他不宜继续推广、销售情形的。
第十七条 从本省以外属于同一适

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林木良种的，引种
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省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引种的林木良种在使用过程中种性严
重退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或者出现不可
克服的严重缺陷，经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确认后，向社会公告，停止推广、销售。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鼓
励和支持人工选育新品种或者对发现的
野生植物加以改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支持、协助单位和个人依法办理植物
新品种权的申请工作。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林木种子企

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植物新品
种研发、良种选育及成果转化，培育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支持依法申
请育种发明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

取得育种发明专利权或者植物新品
种权的品种得到推广应用的，育种者有
权依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假冒授权品种的行为：

（一）使用伪造的新品种权证书与权号；
（二）使用已经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

效新品种权的证书、权号；
（三）以非授权品种冒充授权品种；
（四）以此种授权品种冒充他种授权

品种；
（五）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授权品种

误认为授权品种的行为。

第四章 种子生产经营
第二十一条 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的单位和个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应当依法取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按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事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二条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
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生产、代销种子
的，委托方应当按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确定的品种、生产经营范围与受
委托方签订委托生产、代销书面协议。
受委托方应当按照委托协议确定的品种
和数量从事生产、代销活动。受委托方
不得超过委托范围生产、代销，不得将包
装种子拆包销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无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委托，
为其生产或者代销种子。

林木种子在生产、包装、贮存、销售、
使用等环节不得添加法律法规禁止的有
害物质。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转基因林
木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条件，并取得相应的生产经营
许可证。

销售转基因林木种子的，应当使用
明显的文字标注，并提示使用时的安全
控制措施。

第二十四条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
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林木种子来源、产
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
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
证可追溯。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至少保
存十年，林木良种、转基因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档案应当永久保存。

第二十五条 林木种子生产应当执
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种子标准和种子
检验、检疫规程。禁止销售未经检验、检
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林木种子。

第二十六条 通过信息网络销售林
木种子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取
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建立和保
存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出具纸质发
票或者电子发票等销售凭证或者服务单
据，保证可追溯。

第二十七条 林木种子电子商务经
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
业执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信息、

检疫证明。
林木种子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

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林木种子商品
信息，并在销售页面公示种子标签。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
林木种子经营者的营业执照、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检疫证明、种子标签进
行查验核实，记录有关交易信息，并在林
业主管部门依法检查时予以提供。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推进热带花卉种子产业发展，促进品牌
建设，支持申报热带花卉地理标志产品。

第二十九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因地制宜，鼓励和支持本行政区域
特有南药种子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南药
种子研发、培育，促进南药产业发展。

第五章 种子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林木种
子监督管理机制, 加强林木种子执法队
伍建设，可以委托市县综合执法机构依
法查处林木种子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林木种子管理中的
重大问题，建立林业、农业农村、公安、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交通
运输、邮政管理等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
机制，维护林木种子管理秩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林木种子质量的
监督管理，建立完善林木种子质量追溯
体系，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
为，保障林木种子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随机抽查林木种子质量，及时向被检
单位或者个人反馈检查结果。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标准化主管部门制定本省林木
种子的标准，推进林木种子标准化生产。

第三十三条 从省外或者境外引进
林木种子或者林木种质资源，应当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并接受检疫。未经检疫的林
木种子和林木种质资源，禁止进入本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
据需要在港口、机场等口岸设立林木种
子检疫检查站，对进出本省的林木种子
和林木种质资源进行检疫监督检查。港
口、机场等相关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做好
检疫相关工作。

第三十四条 繁育、经营林木种子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繁育期间或者调
运、推广、销售之前，向所在地植物检疫
机构申请产地检疫。经检疫合格的，签
发产地检疫合格证。

科研单位和院校试验、示范、推广的
林木种子，应当经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
检疫，经检疫合格并签发检疫证书后，方
可进行区域性试验、示范、推广。

检疫发现传染性、毁灭性检疫对象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采取措施，彻底消除，并及时向上级主
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五条 调运或者邮寄林木
种子的，物流企业、快递企业或者邮政
企业应当凭有效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
承运或者收寄。植物检疫证书应当随

货运寄。无植物检疫证书的，不得承运
或者收寄。

第三十六条 在本省从事转基因林
木种子研究与试验的，应当严格按照国
家规定执行，并向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林木种子信息化建设，建立
林木种子公共信息系统，促进林木种子信
息数据与其他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利用林木种子公共信息系统, 及时公
布林木品种审定、新品种保护、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林木种子质量监督管理
以及林木种子供需等信息。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根据林业
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真实的林木种子信息
数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对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提供数据的
真实性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当建立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者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林木种子违法行为
投诉举报制度, 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及
其他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 应当依法处
理，并及时向举报人反馈查处结果。

第六章 扶持措施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林木种子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扶
持林木品种试验站点、新品种示范点、良
种基地和种质资源库建设。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具体措施，鼓励和
支持林业保障性苗圃建设，加快林木良
种苗木繁育和推广，提升种苗保障能力。

第四十二条 鼓励金融机构为林木
种子生产经营和收储提供信贷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制定林木种
子生产保险补助政策，支持保险机构开
展林木种子生产保险。

第四十三条 鼓励林木种子科技资源、
育种材料向企业流动，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
院校与林木种子企业联合开展种业创新。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已设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本条例未
设定处罚的，本省其他地方性法规已设
定处罚的，按照其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
二款规定，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林木种质资
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地
保护设施、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
可根据不同情节，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受委托生产、代销林木种
子的单位或者个人，超出委托协议范围
生产、代销林木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和林木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销售转基因林木种子，未使用
明显的文字标注并提示使用时安全控制措
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
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销售林木种子，电
子商务经营者未建立和保存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销售
林木种子，电子商务经营者未在其网页公
示营业执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检疫证明、种子标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
电子商务经营者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违反前款规定
的平台内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三款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林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
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二）对未经审定、认定的品种违反
规定予以推广的；

（三）未按照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林木种

子，是指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
包括乔木、灌木、藤本、竹类、花卉以及绿
化和药用草本植物的籽粒、果实、根、茎、
苗、芽、叶、花等。

本条例所称林木种质资源，是指林木
遗传多样性资源和选育新品种的基础材
料，包括森林植物的栽培种、野生种的繁殖
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的
遗传材料。林木种质资源的形态，包括植
株、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花粉、
组织、细胞和DNA、DNA片段及基因等。

本条例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
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
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
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本条例所称主要林木，是指国务院林
业主管部门公布的目录中所列林木和省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林木。

本条例所称林木良种，是指通过审
定的主要林木品种，在一定的区域内，其
产量、适应性、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
主栽材料的繁殖材料和种植材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林木种质
资源库，是指收集和保存林木种质资源
的场所,包括原地保存、异地保存、设施
保存等方式。

本条例所称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
是指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
值的林木种质资源的主要生长繁育区域
建立的保护区域，是原地保存林木种质
资源的主要形式。

本条例所称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地，
是指在适宜林木种质资源生长的地域设
立的专门保存林木种质资源的地点，包
括原地保护地、异地保护地。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假种子，
是指以非种子冒充种子，以此种品种种子
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种子种类、品种与标
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种子。

本条例所称劣种子，是指质量低于
国家规定标准的种子或者质量低于标签
标注指标的种子或者带有国家规定的检
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9年 9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林木种子管理条例
（2019年7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8月4日上午，“爱在槟榔谷——激情
2019”第三届七夕相亲盛典系列活动，在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三月三广场
隆重开幕。槟榔谷景区邀约来自全国的
70名单身男女青年与上千名游客，以爱
的名义，共赴一场温馨浪漫的七夕盛宴。

上午9时，“七仙女”、水牛车、“大力
神”组合而成的“取圣水”仪式，让来宾们
欣赏到一场耳目一新的开幕式。乐鼓声
声，“七仙女”乘坐牛车来到嘉宾和中外
游客面前，泼洒象征吉祥的“圣水”，祈福
人们幸福安康。

开幕仪式上，槟榔谷景区总经理吉
贵向所有参加此次相亲盛典的嘉宾朋友
和中外游客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槟
榔谷始终坚持着“挖掘、保护、传承、弘扬
海南黎苗文化”的企业使命，凭借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
为中外游客展现海南独具特色的民族文
化魅力。

仪式结束后，70名单身男女青年在
三月三广场中央摆拍巨大的花式造型，
祝福新中国70周年华诞。热烈壮观的
场景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让更多观众实
时感受到年青人炙热的爱国情怀。

随后，黎家阿哥阿妹身着节日盛装，
在巨型水池中舞动欢快的《相聚七夕》
和打柴舞。与此同时，70名嘉宾在水
池中开心体验水上拔河、水中赶椰子、
高台拍照、水底抓泥鳅等趣味水上嘉年
华，在漫天飞舞的“七夕雪景”里，来一
场欢乐无极限的泡泡大作战，共享全民
嬉水大狂欢。

当天下午，景区甘什村、雨林苗寨等
区域先后举行了“心动七分钟”约会和红
歌MV拍摄，让年青人面对面深入交流
加深彼此的认识。

入夜的圣水平台，格外迷人。七夕
相亲篝火晚会在古典舞《爱的起点》、火
舞《爱的升温》中浪漫揭幕。阿侬子黎、

黎寨乐队、北欧乐队Honey等知名音乐
人以“本土特色+异域风情”的演唱风格，
为现场嘉宾和歌迷们带来精彩的歌曲，
让嘉宾朋友尽享激情与欢乐。

“不求爱你一万年，只求照顾你一辈
子……”在告白环节，男嘉宾展现了当代
青年的阳光和真诚，温情的告白感动了现
场所有嘉宾朋友，经过一轮浪漫攻势，现
场有5对“才子佳人”牵手成功，槟榔谷
景区特别为有情人精心准备了“海岛一
日双人游套票”，以此表达最诚挚的祝
福，冀望更多单身男女成就美好姻缘！

据了解，槟榔谷景区在继承往届七
夕相亲活动格调的基础上，今年的活动
以“浪漫相亲”为主色调，特别突出了“嬉
水狂欢”的核心元素，融入了更多创新性
和趣味性，让更多游客朋友亲身体验到
景区民族文化体验的多样性。作为全国
首家民族文化5A级景区，槟榔谷此次举
办七夕相亲活动参与性更广、娱乐性更

强、体验度更深，将吸引更多游客关注槟
榔谷、了解槟榔谷、爱上槟榔谷。

（策划/易建阳 撰文/易建阳 潘达
强 图片/武昊）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陈海冰

第三届槟榔谷七夕相亲庆典活动开幕仪式。

“爱在槟榔谷——激情2019”第三届七夕相亲庆典举行

嘉宾参与趣味水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