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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种子行业.
耕种当下，收获未来

中国商品种子行业颇具吸引力，并蕴
含巨大发展潜力。活跃的本土种子企
业亟需加大对生物技术种子的研发投
入，以应对受监管限制但仍逐步渗透
中国市场的国外种子行业竞争者。
2012年初，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体现了对农业的持续重视。政府强调农业科技创新对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农产品稳定高产的重要性。政府承诺加大对农业领域科研的财政支持
力度，并积极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和金融信贷等社会资金投向农业科技创新企业。鉴于商品种子
行业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成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种业也被普遍认为是将引领农业发展的关
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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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日益增长，但生物技术种子渗透率仍
较低
长久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供应一贯依
赖于农民自留种。时至今日，自留种在种子供应
总量中仍占约60%的比例，大大高于30%的2010
年全球平均水平和10%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
自留种相比，商品种子在发芽率、产量、作物品
质和抗病性等多个方面都具有优势。
中国对商品种子的需求在过去几年呈稳定增长
趋势（2005到201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2%），
并在2010年达到380亿元（图1）。此需求增
长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比如：相继出台的政
府鼓励政策和补贴、逐步下降的自留种使用比
例、稳步上升的种子价格（从09年3月到10年3
月，杂交水稻种子价格上涨24%）、和日益提
高的专利保护种子渗透率。这些因素将继续推
动中国商品种子未来的需求扩张。
中国市场的商品种子由玉米和水稻主导，2010
年两者占据超过50%的市场价值（图1）。其中
得益于国际企业拥有叠加性状玉米良种的广泛
使用（如杜邦先锋和孟山都Dekalb），商品玉
米种子的使用率已达约98%。
同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生物技术种子的渗透率
仍然很低；2010年中国生物技术作物的种植面
积仅占所有作物种植面积的2.2%；而在全球范
围内，由于生物技术种子在输入性状（如抗除
草剂、抗虫以及叠加性状）方面的优势，生物
技术种子的需求增长比传统种子更快。国际农
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数据显示，
全世界范围内种植的81%的大豆、64%的棉花
和29%的玉米都已是生物技术作物。然而提高
生物技术种子在中国的渗透率还面临着诸多障
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非常关注，不
时有威胁抵制活动出现；卫生部规定转基因食
品需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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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种子在中国已进入了一些
作物领域。目前共有7种转基因作物获批。据中
国农业科学院估计，中国目前种植的棉花中约
70%为转基因。另外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
1号”及“Bt汕优63”）已从农业部获得了生产
证书，可进行田间试验，但尚不允许进行流通
销售。
展望未来，中国政府已出台了多项鼓励和补贴
政策，以支持传统种子和生物技术种子（尤其
是玉米、棉花、水稻和小麦）的发展。这些政
策鼓励增强种子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
推广商品种子，促进种子行业整合以及改善商
品种子交易环境。从2008年开始，政府投入
200亿元用于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培育。持续
的财政补贴将加速中国生物技术种子的育种工
作。
图1：持续增长的中国商品种子需求
中国需求量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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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SF国际种子联合会，券商报告，新闻检索，德勤研究

蔬菜*
31%

中国商品种子行业

目前大部分中国本土企业专注于传统种子，尤
其是玉米、水稻和小麦等粮食作物种子。少数
领先企业已开始多元化发展，涉足其他作物类
型如油菜、蔬菜及水果种子等（图2）。目前本
土企业占有90%的市场份额。在农业部出台政
策，提高种子行业门槛，加速种子行业整合，
支持形成几家大型领先公司的背景下，预计未
来中国种子行业将渐趋集中。

高度分散的竞争格局，行业整合将成为趋势
中国商品种子行业极为分散，由中小规模的本
土企业主导。全国共有8,700多家种子生产企业
和10多万家种子分销企业。2010年，国内种子
企业50强合计仅占国内市场总额的40%。其中8
家种子行业上市企业的平均规模不足10亿元
（图2）。
全球种子行业也较为分散。前三大企业孟山
都、杜邦和先正达2010年种子业务收入各为76
亿、54亿和28亿美元，合计共占市场总额的约
40%。

不满足于仅10%的市场份额，国外种子企业越
来越多地借助销售代理公司（针对进口）和
合资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国际领先的种子企业
大多已进入中国，销售多种类型的粮食果菜种
子，包括转基因种子。国际企业与本土企业建
立合资公司，在满足法规要求（如外国企业持
股不超过49%）的同时立足中国市场。例如，
杜邦与登海种业和敦煌种业各成立了一家合资
公司；孟山都有两家合资公司经营棉花种子，
另有一家与中国种业（属于中化集团）的合资
公司；利马格兰间接持有隆平高科约10%的股
份。右图为登海种业与杜邦的合资企业案例。

国际领先种子企业中最常见的两种业务模式有
着显著差异。在“作物科学公司”中，有六
大“创新型企业”—孟山都、杜邦、先正达、
拜尔、陶氏和巴斯夫。这六家跨国企业以研发
创新为主导，同时覆盖生物科学（种子）及作
物保护（农药）领域。据估计，孟山都、杜邦
和先正达共拥有全球70%的商业化作物性状。
第二种模式为“农民合作社”，农民成为合作
社会员，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法国的利马格
兰（Groupe Limagrain）和美国的蓝多湖（Land
O'Lakes）为其中的代表企业。这两个合作社
2010年种子业务收入均为20亿美元左右。他们
已通过并购进入转基因种子领域，并向下游整
合进入种植业和食品制造领域，以优化在农业
价值链上的业务。

此外，领先国际企业亦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
心，并与本土研究机构合作，进行产品推广。
例如，孟山都与农业部合作在河北省成立可持
续农业示范村，在辽宁铁岭和河南新乡成立玉
米研发中心；先正达不仅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合作研究转基因水稻，还建立了山
东寿光蔬菜示范基地和北京顺义研发基地。

图2：高度分散的中国商品种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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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是本土企业获取未来价值的关键手段
全球来看，生物技术种子行业的领先企业利用
种子性状交叉授权，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格
局。交叉授权指种子企业互相给予转基因种子
某些性状的知识产权，以培育具有叠加性状的
种子。六大“创新型企业”间存在广泛的交叉
授权，比如杜邦和孟山都在玉米、大豆和油菜
种子；先正达和陶氏在玉米和棉花种子；孟山
都和巴斯夫在玉米、大豆、棉花、油菜和小麦
种子等等。孟山都在交叉授权的网络中居于中
心地位，是唯一一家与其他五家企业都有交叉
授权协议的企业，这得益于其在种子基因工程
领域的研发优势。相比并购整合，种子企业的
交叉授权将成为另一种未来趋势。

登海/杜邦先锋合资企业案例
登海种业与杜邦先锋建立了玉米种子合资企业，并持有其51%的股
份。采用先锋技术的玉米种子通过“先玉”商标进行销售
• 通过差异化，而非成本控制，来获得先发优势
• 两个独立的销售与分销体系，分别销售杜邦先锋“先玉”玉米种
子和“登海”玉米种子
• 向经销商提供激励机制以推广新产品（如登海超级玉米经销商有
丰厚的返利）
• 销售网络覆盖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

国际大型企业在种子行业价值链上大多实现了
广泛的覆盖，从研发到销售（如六大创新型作
物科学公司），有些甚至向下游涉足作物种植
和食品加工（如农民合作社）（图3）。举例来
说，孟山都与嘉吉合作研究玉米加工技术，同
时生产玉米油、甲醇和动物饲料。国际企业均
在研发中大量投入以保持技术领先。2010年先
正达研发费用在销售收入中的占比达到15%，
这一比例在杜邦种子业务部门也达到了10%。

图3：全球及中国种子企业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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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检索，企业年报，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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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与
食品加工
• 覆盖从种子研发（包括转基因种子）到食品加工
（奶酪等）的多个环节
• 在转基因种子研发中全球领先，并进入食品加工
行业（通过与嘉吉的合资公司）
• 大量投资于生物技术研发，均为大型跨国化工企业
• 隆平高科强于杂交水稻，并销售棉花
• 敦煌种业与杜邦先锋良种有玉米合资公司，并向
番茄制品行业扩张
• 河南农科院进行种子研发、生产和销售，奥瑞金
已开展转基因种子研究
• 集中于传统种子研发，登海与杜邦先锋有合资公司
• 中国农科院仅进行种子研发；有10万多家种子经
销商遍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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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生物技术种子投放中国市场的漫长审批过程
中国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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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
由农业部批准，
根据种子不同，有效期为1-2年
（比如棉花1年，玉米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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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业部，德勤研究

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种子企业在价值链上下游
一体化程度不高，研发能力也相对薄弱，特别
是在生物技术种子领域（图3）。历史上，本土
企业偏重传统种子，尤其是是粮食作物种子（
如隆平高科的杂交水稻种子，登海种业的玉米
种子）。本土企业已逐渐重视转基因种子，开
始加强对转基因种子的研发。比如荃银高科宣
布已开发出转基因棉花种子，丰乐种业正与研
究院所共同研发转基因水稻，奥瑞金在转基因
玉米中领先。
尽管和国际种子企业相比规模仍然很小，国内
的一些领先种子企业已经达到相当的业务规
模。2010年登海种业的销售收入达人民币15.9
亿，丰乐种业为15亿。同时他们也有着不错的

盈利水平（据2010年年报披露，息税前利润率
EBIT在10%到22%之间）。与国际企业有着合资
公司的本土企业利润率往往更高（如登海种业
的息税前利润率EBIT达42%，敦煌种业达22%，
他们都与杜邦先锋建立了合资企业）。
中国本土企业从这些合资活动中获益良多，最重
要的是获得了国外优良种子品种的市场。2010年
登海种业7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合资方杜邦先锋
的“先玉”玉米种子。长远看来，本土企业们需
要从现在开始准备，通过增加在生物技术种子领
域的研发投入，巩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因为
从研发到最终产品的产出需要多年时间，其间伴
随着研发阶段的诸多挑战、产品投放市场的不确
定性以及可以预期的监管壁垒（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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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通过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及其下属机构和关联机构提供服
务。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共同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
德勤中国是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居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共拥有近10,000名员工分布于包括北京、重庆、
大连、广州、杭州、哈尔滨、香港、济南、澳门、南京、上海、深圳、苏州、天津、武汉和厦门在内的16个城市。
早在1917年，我们于上海成立了办事处。我们以全球网络为支持，为国内企业、跨国公司以及高成长的企业提供全
面的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和财务咨询服务。
我们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一直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制以及本土专业会计师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香港，
我们更为大约三分之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
本文件中所含数据乃一般性信息，故此，并不构成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或相关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提
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做出任何可能影响自身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请咨询合资格的专业
顾问。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文件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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