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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的建设与管理，

科学、公正、公平地开展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草品种审定技术规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是指承担国家草品种区

域试验、审定品种示范展示、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等任务，经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筛选和评定后确定

的试验站。 

第三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的申请、确定、建设与

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建设与运行由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和所在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具体试

验任务由各区域试验站依托单位负责完成。 

第五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是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宏

观管理部门，负责试验站的确定、取消，完善国家草品种区

域试验站规划布局；组织开展年度草品种区域试验、审定品

种示范展示、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等；组织对国家草品种区域

试验站进行评估、考核。具体工作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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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审定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承担。 

第六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依托单位是区域试验

项目的任务承担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承担秘书处安排的草品种区域试验任务，为国家

草品种审定提供准确的试验数据、报告等。 

（二）承担秘书处安排的审定草品种示范展示任务。 

（三）围绕特定草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试验，总结、

验证配套栽培技术等。 

第七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按照试验站依托单位

提出申请、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评审确定的程序产生。 

第八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依托单位机构健全，人员配备合理，主要负责人

和专职技术人员从事草种选育、生产或相关领域工作 5 年以

上，主要负责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专职技术人员不少于

3 人，并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具有开展草品种区域试验的试验地及配套设施和

设备；试验地自然条件适合有关类型草种生长，地理位置具

有代表性，规模不少于 20 亩，原则上应为国有土地；若为

租赁土地，应当符合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相关要求，

租赁剩余时间不少于 10 年；试验地土壤肥力中等，前茬一

致，需具备排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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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开展草品种区域试验的相关实验室、辅助设

施，仪器、设备完备（附件 1）； 

（四）具备提供试验地气象资料的能力，主要包括年降

水量、年均温、最热月均温、最冷月均温、极端最高最低温

度、无霜期、年积温（≥0℃）和年有效积温（≥10℃）等； 

（五）管理制度健全。 

第九条  申报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的单位应提供书

面申请报告，经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推荐，提交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评审。申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基本情况。包括试验站地理位置、土壤条件、建

设单位基本情况、建设规模（试验地土地权属、面积、辅助

设施面积等；试验地若为租赁土地需另附相关租赁合同）、

建设时间、工作开展情况（曾承担区域试验开展情况）、成

果与获奖情况、相关辅助设施、仪器设备情况等； 

（二）图片资料。包括试验地、辅助设施、实验室、仪

器设备等照片和说明； 

（三）试验站主要负责人及专职技术人员基本情况（职

称、研究经历等），需突出承担区域试验有关工作内容； 

（四）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申报表（附件 2）。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申报的材料进行审

核汇总后，提出推荐意见，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第十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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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实地考查，组织专家评审提出评审意见，经公示后予

以确定。 

第十一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名称统一为“国家草

品种区域试验站（地点）”，标牌样式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

一制定（附件 3）。 

第十二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按照“合理布局、定期评估、

优胜劣汰”的原则，对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实行动态管理。 

第十三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依据国家草品种区域试

验站考核指标体系（附件 4，以下简称指标体系），每 5 年对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考核一次，期间可委托省级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开展年度考核工作。 

（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相关专家、管理人员组成

的考核组对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进行考核，并公布考核结

果。 

（二）考核内容包括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基础设施、

技术队伍、试验管理、资金管理等。 

（三）考核方式采取“实地考察+评分”的方法进行，

考核组实地考察被考核试验站，听取依托单位汇报，全面掌

握其区试工作开展情况，并依据指标体系进行考核评分（附

件 5）。 

第十四条  对考核不合格的区试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将对其任务、资金进行调控，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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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在年度考核中连续 3

年评为优秀、连续多年承担区域试验任务并能够规范完成试

验任务或在审定品种示范展示、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等方面取

得突出成绩的，可获得奖励加分。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取

消其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资格： 

（一）无正当理由未完成草品种区域试验任务的； 

（二）因不可抗拒因素（如自然灾害）造成试验中止而

未在 7 日之内向秘书处提交书面报告的； 

（三）管理混乱，违规使用、扩散试验播种材料或试验

结束未按时销毁试验材料的； 

（四）违规使用资金，挪用资金的； 

（五） 在申请及承试过程中弄虚作假，提交虚假材料的； 

（六）考核不合格，限期整改后考核仍不合格的； 

（七）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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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必备仪器设备清单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气象监测设备 小型气象站 

整地播种设备 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等 

管理收获设备 打药机、撒肥机、收割机、草样打粉机等 

试验测定设备 
光照培养箱、烘箱、种子计数器、电子秤、

台秤、天平、游标卡尺、卷尺、钢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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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申报表 

试验站依托单位  试验地建设地点 
 

试验地面积（亩）  土地权属  

温室面积（m2）  实验室面积（m2）  

配置草地管理设备  

配置评价测试仪器  

试验站主要负责人  技术职称  

试验站专职技术人员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中级技术职称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承担过区域试验

任务 
 承担区试任务时间  

试验站依托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1、试验地建设地点，填写“**省**县”；2、土地权属，填写“国有或租赁

（租赁需注明****年-****年）”2、温室和实验室如未配置，直接填写“无”；3、

配置草地管理设备和基地配置评价测试仪器，需列出设备（仪器）名称和数量；

4、是否承担过区域试验任务，直接填写“是或否”；5、承担区试任务时间，填

写****年-****年；6、依托单位意见，填写同意或不同意申报；负责人签章，

需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7、此表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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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标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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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考核指标体系 

 

一、评分方式 

考核采用综合评分的方法进行，总分为 115 分，含奖励

加分 15 分。总分 85 分以上(含)为“优秀”，84~60 分为“达

标”，59 分以下(含)为“不达标”。 

考核指标中任一单项得 0 分时，无论考核总分多少，考

核等次均为不达标。 

二、评分标准 

（一）基础设施: 考核试验地情况和试验设备配置（25

分）。 

1. 土地权属（5 分）。土地自有或剩余租期 10 年(含)以

上，5 分；剩余租期 5~9 年，2 分；剩余租期不满 5 年或权

属不清，0 分。 

2. 试验地大田代表性，即考核试验地与当地大面积种植

牧草、草坪草、观赏草、能源草、生态修复草的土地条件是

否一致，（5 分）。有很强的大田代表性，5 分；有较强的大

田代表性，3 分；大田代表性较弱，但经科学处理后可以继

续开展区域试验，1 分；无大田代表性，必须更换试验地，0

分。 

3. 试验地土壤条件，即肥力是否适中且较均匀，前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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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一致等（5 分）。全部地块均符合试验要求，5 分；少部分

地块不符合试验要求，但经科学处理后可以继续开展区域试

验，3 分；大部分地块不符合试验要求，但经科学处理后可

以继续开展区域试验，1 分；全部地块均不符合试验要求，0

分。 

4. 试验地排灌条件（3 分）。排灌设施完备，完全满足

试验材料需求，3 分；排灌条件基本满足试验材料需求，应

进一步完善，1 分；无试验材料所需排灌条件，0 分。 

5.仪器设备配备（2 分），包括收割工具，剪草工具，尺、

秤等测量工具等。有必要的试验仪器设备、农机具，且试验

仪器设备电子化程度较高，2 分；有必要的试验仪器设备、

农机具，但试验仪器设备电子化程度不高，1 分；缺少必要

的试验仪器设备、农机具，0 分。 

6.气象资料（5 分）。能够提供试验地气象、近 5 年土地

利用历史和试验地区布局等资料，5 分。能提供部分资料，2

分；不能提供相关资料，0 分。 

（二）技术队伍：考核依托单位技术队伍建设和技术能

力情况（10 分）。 

1. 技术队伍（6 分）。主要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有 3 名（含）以上符合要求的专职技术人员负责品种区域试

验工作， 6分；主要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1~2名（含）

以上符合要求的专职技术人员负责品种区域试验工作，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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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符合要求的专职技术人员，0 分。 

2. 培训情况（4 分）。所有技术人员均参加过国家草品

种区域试验技术培训，4 分；部分技术人员参加过培训，2

分；所有技术人员均未参加过培训，0 分。 

（三）试验管理:考核试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50 分）。 

1.技术方案执行情况（15 分）。全部试验均严格按照技

术方案要求进行，15 分；少部分试验未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

求进行，10 分；大部分试验未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求进行，

5 分；全部试验均未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求进行，0 分。 

2.试验记录填写情况（10 分）。抽查到的试验记录均填

写规范，10 分；抽查到的试验记录中少部分填写不规范，8

分；抽查到的试验记录中大部分填写不规范，5 分；抽查到

的试验记录填写均不规范，0 分。 

3.档案管理（10 分）。试验原始数据、田间管理记录等

档案资料管理规范，情况抽查未发现资料缺失，10 分；管理

较规范，抽查发现非重要资料缺失，5 分；管理不规范，抽

查时发现试验原始数据等重要资料缺失，0 分。 

4.试验材料管理（5 分）。试验材料安全管理制度、设施

完善，未出现试验材料扩散、损坏或丢失情况，5 分；试验

材料安全管理制度、设施不完善，出现了试验材料扩散、损

坏或丢失，0 分。 

5.年度试验数据上报情况（5 分）。每年按时提交年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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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5 分；延迟提交试验数据 30 日以内（含 30 日）2

分；延迟提交试验数据 30 日以上，0 分。 

6.管理制度（3 分）。已制定区域试验各环节细化管理办

法，且办法完善，3 分；已制定，但办法尚不完善，2 分；

尚未制定，0 分。 

7.应急预案（2 分）。已制定并执行突应急预案，执行过

程中未出现因突发情况处置不力影响试验的情况，2 分；已

制定并执行，但预案完备性、可行性稍差，执行过程中出现

过因突发情况处置不力影响试验的情况，1 分；尚未制定，0

分。 

（四）资金使用管理（15 分）。 

1.账目管理（5 分）。已单独设立区试项目明细账，5 分；

未单独设立区试项目明细账，0 分。 

2.支出规范性（10 分）。资金支出符合有关规定（10 分）；

资金支出不符合有关规定每笔扣 2 分，扣完为止。有挤占、

挪用等现象的，0 分。 

（五）奖励加分（15 分） 

1.连续 3 年在年度考核中评为优秀的，加 5 分； 

2.连续 5年承担区试任务并规范完成试验任务的，加 5分； 

3.在审定品种示范展示、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等方面取得突出

成绩的，加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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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考核评分表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内容 得分 备注 

基础设施 

（25 分） 

土地权属 5 
土地自有或剩余租期 10 年(含)以上，5 分；剩余租期 5~9 年，2 分；剩余租期不

满 5 年或权属不清，0 分。 

  

试验地大田代表性 5 

有很强的大田代表性，5 分；有较强的大田代表性，3 分；大田代表性较弱，但经

科学处理后可以继续开展区域试验，1 分；无大田代表性，必须更换试验地，0

分。 

  

试验地土壤条件 5 

全部地块均符合试验要求，5 分；少部分地块不符合试验要求，但经科学处理后

可以继续开展区域试验，3 分；大部分地块不符合试验要求，但经科学处理后可

以继续开展区域试验，1 分；全部地块均不符合试验要求，0 分。 

  

试验地排灌条件 3 
排灌设施完备，完全满足试验材料需求，3 分；排灌条件基本满足试验材料需求，

应进一步完善，1 分；无试验材料所需排灌条件，0 分。 

  

仪器设备配备 2 

有必要的试验仪器设备、农机具，且试验仪器设备电子化程度较高，2 分；有必

要的试验仪器设备、农机具，但试验仪器设备电子化程度不高，1 分； 缺少必要

的试验仪器设备、农机具，0 分。 

  

气象资料 5 
能够提供试验地气象、近 5 年土地利用历史和试验地区布局等资料，5 分。能提

供部分资料，2 分；不能提供相关资料，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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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队伍 

（10 分） 

技术队伍 6 

主要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 3 名（含）以上符合要求的专职技术人员负责

品种区域试验工作， 6 分；主要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 1~2 名（含）以上

符合要求的专职技术人员负责品种区域试验工作， 3 分；无符合要求的专职技术

人员，0 分。 

  

培训情况 4 
所有技术人员均参加过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技术培训，4 分；部分技术人员参加

过培训，2 分；所有技术人员均未参加过培训，0 分。 

  

试验管理 

（50 分） 

技术方案执行情况 15 

全部试验均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求进行，15 分；少部分试验未严格按照技术方案

要求进行，10 分；大部分试验未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求进行，5 分；全部试验均

未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求进行，0 分。 

  

试验记录填写情况 10 

抽查到的试验记录均填写规范，10 分；抽查到的试验记录中少部分填写不规范，

8 分；抽查到的试验记录中大部分填写不规范，5 分；抽查到的试验记录填写均不

规范，0 分。 

  

档案管理 10 

管理规范，抽查未发现资料缺失，10 分；管理较规范，抽查发现非重要资料缺失，

5 分；管理不规范，抽查时发现试验原始数据等重要资料缺失，0 分。此项得 0

分的承试单位，无论总分多少，考核等次均为“不达标”。 

  

试验材料管理 5 

试验材料安全管理制度、设施完善，未出现试验材料扩散、损坏或丢失情况，5

分；试验材料安全管理制度、设施不完善，出现了试验材料扩散、损坏或丢失，0

分。 

  

年度试验数据上报情况 5 
每年按时提交年度试验数据，5 分；延迟提交试验数据 30 日以内（含 30 日）2

分；延迟提交试验数据 30 日以上，0 分。 

  

管理制度 3 已制定区域试验各环节细化管理办法，且办法完善，3 分；已制定，但办法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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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2 分；尚未制定，0 分。 

应急预案 2 

已制定并执行突发应急预案，执行过程中未出现因突发情况处置不力影响试验的

情况，2 分；已制定并执行，但预案完备性、可行性稍差，执行过程中出现过因

突发情况处置不力影响试验的情况，1 分；尚未制定，0 分。 

  

资金管理 

（15 分） 

账目管理 5 已单独设立区试项目明细账，5 分；未单独设立区试项目明细账，0 分。   

支出规范性 10 
资金支出符合有关规定（10 分）；资金支出不符合有关规定每笔扣 2 分，扣完为

止。有挤占、挪用等现象的，0 分。 

  

奖励加分 

（15 分） 

年度考核 5 连续 3 年在年度考核中评为优秀的，加 5 分   

完成区试任务 5 连续 5 年承担区试任务并规范完成试验任务的   

突出成绩 5 在审定品种示范展示、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总分=基础设施 + 技术队伍 + 试验管理 + 资金管理+ 奖励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