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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是一种机遇

某日，在网上畅游时，看到介绍转基因生物的一组

图片，其中紫色的草莓、红色的香蕉让人印象深刻——

从此，转基因技术的无所不能和神通广大深烙脑海。

“的确，在物种形状改良方面，没有哪种技术比转

基因技术更强大，就象信息技术和核巨变技术一样，是

迄今为止认知水平最高的一种技术”，中国农业大学李

宁院士语速极快的给出了一个肯定性答案。

“它可以改造生命、改良物种，如动植物物种的改

良—这是它最核心的功能，没有比它更精准、更高效，

更强大的，有了这种技术，水稻能生长在盐碱地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

卫生部营养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晓光则从食品与营养的角度描绘了

前景：“这是一种先进的技术，现在老百姓看到其所起

的作用都是抗虫，抗除草剂。新一代的转基因，如大

豆，要改变大豆脂肪酸，让它的功能与橄榄油一样，还

可以将鱼油转到大豆里—大豆的脂肪酸构成就更有利

于人体健康了”。

“现在没上市的，简称抗旱水稻，可节水15%～20%，

如在我国干旱的地方种植，也同样保证产量”。

百度转基因的定义，收获如下：转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简称GM），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

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之与另一

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变异遗传性

状的物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培育新

品种。也可以利用其它生物体培育出期望的生物制品，

用于医药、食品等方面。而转基因生物即遗传基因被改

造修饰过的生物体，简称GMO（即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朱祯的解释生动

而具体：“所有生物的性状都是由基因决定。例如苹果的

颜色是红的，它的‘红色’就由一个相应的基因来控制，

我们从苹果中分离到控制红颜色的这个基因，然后通过一

定的方法或程序，我们把它转移到香蕉中去，使香蕉变成

了红色。这个就叫转基因”。

“当然了，这个比喻很简单，但是实际的操作非常

复杂”。

“转基因实际上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技术创新成果。

无论是转基因水稻，或者其他转基因作物，它们都是现

代科技手段下农作物品种选育的产物”，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

如是说。

现实中，还有一种转基因克隆技术，“就是将克隆

和转基因这两个不同技术叠加、衔接在一起，不仅有克

隆，还有转基因”，李宁很概括的介绍其步骤：“我们

把动物细胞拿出来，作一个核移植，做成一个克隆胚，

通过这个无性繁殖过程，让一个体细胞变成了个体。当

揭开转基因的面纱

转基因印象

在物种性状改良方面，没有哪种技术比转基因

技术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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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而转基因技术目的性非常强，可以可预见地转移一

个基因，之后，这个转基因植物能够获得什么性状都完

全可预见，同时，它的育种周期相对较短，花费比常规

育种也相对要低。

“但是”，朱祯强调：“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育

种技术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

而转基因克隆技术往往用于动物的培育，即“先转

基因后克隆”。

李宁率领的课题组历时7年， 成功培育出的第一批乳

铁蛋白转基因奶牛就是转基因克隆技术的产物。

李宁说，转基因技术在1980年即已面世，当时，在

动物世界里，只有一个转基因技术 ,即微注射技术  ，当

精卵结合时（有性繁殖）——这个时间需计算得非常精

准，对动物进行手术，将单细胞胚胎取出来，将要转的

基因用非常小、直径1-2微米的注射器打进去，但结果通

常是，不知道基因转没转成功，不知道这个基因转到了

哪里。

“在当时，这个新技术对产业、对新品种培育没什

拿出细胞的时候，将基因转进去了，再拿去克隆”。

朱祯告诉记者：“传统的育种技术，它主要通过有

性杂交、品种选育，以及自然界产生的突变，通过选育

去获得一个农作物的新品种”。

“这种常规育种的技术，也培育出了种类繁多的农

作物品种，只是，这个过程只能在种内进行”。

所谓的在种内进行，举例来说，就是水稻只能在水

稻中进行，小麦只能在小麦中进行，无法将小麦的基因

转移到水稻中去，反之亦然。

而转基因育种技术，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不受物种

的限制，它能跨越物种，转移遗传物质，不但跨越不同

的种类，甚至属、纲、门、界这样大的生物之间的门槛

全部能跨越。换言之，就是可以把动物的相关基因转移

到植物中去，也可以

把微生物的基因转移

到农作物中去— 其

有效性和广泛性是常

规育种无法比拟的。

另 外 ， 转 基 因 育

种 技 术 还 有 几 个 优

点：目的性比常规育

种更强——常规育种

是通过人工选择，去

获得一个植物的新品

种。但是，由于有时

候自然界也会产生自

发突变，其结果常常

取 决 于 大 自 然 的 恩

赐，取决于经验和运

杂交&转基因&转基因克隆

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

试验中的转基因奶牛已繁衍至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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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业，老百姓都不愿去种”。

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中国，比较普遍。

环境的问题能看得到，能源的问题也能切身感受

到，粮食的问题，却鲜有老百姓能看到，但都知道：

猪、粮安天下，民以食为天。

粮食问题，切身影响每一个中国人。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虽然不能完

全靠它来解决，但它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的粮食问

题”，李宁慷慨激昂。

“它的增产、抗病、提高粮食的质量，可以使很多

不能用的农田，如盐碱地能种植，而不仅限于鱼米之

乡，如此一来，可耕种土地面积就可扩宽”。

吴孔明告诉记者，对于农业，毛主席曾说过八字方

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八个不同

的工作，需不同的人去干这些事，而现在的转基因技术

已经能够将这八个方面的工作集中到一颗小小的种子上

了，现在种子就是一个平台，就象集成电路，将方方面

面的功能都镶嵌——一颗种子，既增产，又抗旱，又抗

虫！

的确，要确保我国粮食基本自给率95%以上，单纯

依靠常规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难以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

农产品供给需求，我们必须依靠高新科技，培育抗病

虫、抗逆、高产、优质的动植物新品种，这是确保我国

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选择。

杨晓光说，在目前严格的安全评价制度下，可以保

障食品安全。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转基因植物对环境存在明

显的风险。

应该说，这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聚集点

么影响，因困难太大，太不可预知。转完基因后，待到

动物出生时，发现其中转基因的比例很低，在大动物里

连1%都不到，就是说一百头里，甚至连一头携带被转基

因的都没有” 。

而克隆技术的诞生，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

一家公司想利用转基因技术来生产药，但当时的转基因

技术成功率太低，操作难度系数大，于是，他们想到了

克隆技术——开发克隆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微注射

技术的低效、不精准。受该公司委托和支持，1996年7月

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博士用一个成年羊的体

细胞成功克隆出了一只小羊，即那只著名的“多莉”。

“克隆技术的诞生，根源是为了让转基因更高效、

更精准，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李宁补充道。

今天，全球人口是63亿，2050年将达90亿，怎么养

活？

1999年，全球饥饿的人口是8亿，2010年是12亿……

靠什么去破解这个问题？靠转基因新品种，转基因

这项技术！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粮食年年增产，粮食问题已

解决，实际上并非如此”，吴孔明语气凝重。

“今天全球人口是63亿，2050年将达90亿，怎么养

活？1999年，全球饥饿的人口是8亿，2010年是12亿，不

要以为你吃饱了，地球上就没有其他人在挨饿！靠什么

去破解这个问题？转基因新品种，转基因这项技术”，

在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大楼的办公室内，开了一天会

的李宁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回荡。

“我国有18亿亩的耕地，可目前耕地的面积能越来

越少，质量越来越差。江南，曾经是是鱼米之乡，现在

的粮食自给力不到50%—已经不能养活自己了。减少

的原因是农田被大量占用，去发展工业，农业成了个低

粮食依然是个问题

解决之道

转基因技术：解决粮食问题的最后机遇

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安全的



12

01

业、卫生、环保等多行业专家联合评价的办法 ，确保转

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评价的原则是科学、个案、熟悉、

逐步等。

同时，在技术支撑上，系统开展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

价和检测监测技术、方法和标准研究，建立了我国转基因

生物环境、食用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技术平台，提升了高

精度、高通量和高效率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技术水平。

“任何技术都有两面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个

转基因的评价指南，在如何评价转基因的安全性方面有

非常严格的规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杨晓光说。

“在美国，抗虫玉米批了至少十五年，没发现有人

在吃后出现不良反应”。

杨晓光举了个例子，美国的科学家想改变大豆的氨

基酸构成，因大豆含硫氨基酸少，想转进含硫氨基酸比

较多的基因，基因从巴西坚果中转，但在评价后 ，认为

有过敏的可能性，这个实验立即终止。“判断转基因食

品能否达到食品安全的标准，目前都有很成熟的检测方

法，确认万无一失后，才允许其作为食品存在。”

“通过这样的安全性评价程序，食物的安全性就有

保障。过去的育种无安全评价，转基因相对而言是个新

生事物，在全球都采取非常严格的评价程序。从各种角

度来讲，经过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刘兆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研究员，长期致力于食品安全评价、方法学研究以及危害

因素的风险评估工作，曾参与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

价——详细地介绍了风险评估严谨而又细致的过程。

“我国的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或者称安全性评

估）指南与美国、欧盟的风险评估指南或原则基本相

同，整个过程分四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危害识别和

主要在于转基因食品。

吴孔明说，首先我们要认识一点——转基因只是一个

中性的技术，既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出有问题的东西，也

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出没有问题的东西。我们没法说转基

因安全不安全，而只能说某个转基因产品安全不安全。

2 0 0 1年，国务院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农业部先后制定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

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

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转基因

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以上共同构成了我

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

在制度设计上，我国吸纳了国际上转基因生物安全监

管的基本要求和通行做法，又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基本国

情，与品种审定、动物疫苗、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管理制

度的衔接管理，为转基因生物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

农业部相关官员称，我国在转基因的执法监管上，

大力开展了执法普法培训以强化安全意识。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主要农产品转基因成分监测，加强安全监管检

查，严肃查处违法行为，防范违规试验研究和非法转基

因产品生产销售，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

在安全评价方面，制定了明确的评价标准，实行农

制度保障和监管

经过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估

链接：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和实施了转基因生物管理

法规的国家之一，现已经成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并

与国际惯例衔接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依

法实施安全管理取得显著成效。我国依照《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

南》，参考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等制定的转基因生物安全

评价指南，制定了科学规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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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特征描述”。

在第一个步骤中，会收集大量的科学资料，包括目

的基因的序列、基因供体和受体的基本信息等等，会进

行非常多的比对：如农学性状、基因序列、同源性、氨

基酸序列等等，这些比对是为了进行营养成份评价、毒

性评价、致敏性评价；当然，在需要时还要评价对肠道

菌群的影响，以及是否会导致其他有毒物质的蓄集，如

农药残留发生改变等等。

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比较

分析原则，它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起点。将

转过基因的农作物与亲本植物（即传统的配对物）在营

养成分、毒性、致敏性等等方面进行比对，得出的结果

有三种可能：等同；除了极个别的性状不等同之外，其

他都是等同的（大部分处于这种状况）；不等同。

比对之后，如果有必要，就要对不同的性状再继续

检测和评价。

所以说转基因的安全性是相对安全性，是与传统的

配对植物来比较，是否安全。“ 除了那些不法分子，没

有哪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会将不安全的基因转到另一个植

物上去，你说是吧”，刘兆平反问。

营养学评价主要是检测转基因作物在宏量营养成

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包括氨基酸和脂

肪酸构成分析）；微量营养成分——矿物质、维生素以

及抗营养因子等方面，与非转基因作物是否有生物学意

义上的差异。

毒理学评价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目前，国际上主要做急性毒性试验以及90天喂养试

验等。

急性毒性试验一般为期1 ～2周，试验对象多为小白

鼠，喂以纯度很高的转基因蛋白。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农

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常务副

主任、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中国联络处农业组生物技术

食品专家委员会委员黄昆仑向记者介绍了两个常见的试

验过程。

“从目前批准的转基因产品的试验结果来看，试验

的小白鼠的喂养剂量达到了5g/kg体重，但没有发现任何

不良反应，而几百公斤转基因作物种子中表达的蛋白量

才能达到1g ”，黄昆仑告诉记者。

90天喂养试验，是一种亚慢性试验，设试验组、对

照组和基础日量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又分别设置最大

剂量组、中剂量组和小剂量组）。把转基因作物作成饲

料，喂试验组大鼠，对照组则喂以非转基因的同一植物

做成的饲料，基础日量组则是在考虑试验动物维持生命

基本需要的基础上，采用常规的饲料进行喂养，均喂养

90天。

如果三组结果无显著的生物学上的差异，则可以认

为这两种作物对动物的影响是一样的。

如果发现问题，或者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就需要接

着往下做，做一个长时间的、为期二年的慢性试验，或

者生殖发育毒性试验。

在致敏性评价方面，也有严格的评价方法，如分析

新蛋白与已知致敏原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进行新蛋白

的胃肠道稳定性试验，必要时则需做血清学试验。

“在有些试验环节，试验对象都是动物，与人千

差万别，它们没问题，怎么就能确定人摄入后没问题

呢？”记者问。

刘兆平微微一笑：“还有个安全系数的问题，这个

在危害特征描述环节就已经有充分考虑”。

一般来说，从动物到人的安全系数为10，人与人之

间的安全系数也是10—考虑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

通常将动物的安全剂量降低10倍，如小白鼠吃10g/kg，

除以10，即人只能吃1g/kg，又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个体

差异，将安全剂量再降低10倍，也就是再除以10，就是

0.1克，就是说人摄入的剂量是0.1g/kg—如此安全的

范畴。

经过危害识别和危害特征描述，只能得出来这个作

物或者它转入的新成分有没有危害，它的营养成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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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性和致敏性等方面的结果只能说明它有没有危害以

及危害有多大。

但在风险评估里，暴露了多少，即吃进去多少，这

是关键，虽然有些东西有害，但吃进去少，也不会对健

康造成影响。

这个对摄入量的评估，就是“暴露评估”。对转基

因作物，国际上和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点评估法”（是

保守和更严格的评估方法），计算出整个人群摄入某一

种转基因成分的平均值和高端值（或者最大值），可以

作为一般人群和吃转基因食物较多的人群的代表。欧洲

食品安全局（EFSA）在其2010年公布的转基因生物风险

评估指南中建议，可以采用“概率评估”计算摄入量，

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更多的信息。

暴露评估之后就要进入下一步，即风险特征描述：

也就是将上述得出的人体安全剂量与我们吃进去的量进

行比较，综合分析这个产物对人到底有多大风险。

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等多种因素的限制，通常无法获

得最完美的资料，所以，风险评估都是基于现有数据进

行的，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

分析是整个评估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存在哪些不确定

性，如某些蛋白没办法纯化得更好，做出来的实验存在

哪些问题，有哪些数据缺失，这种缺失对风险预测会造

成怎样的影响等。

2003年CAC制定风险分析框架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和步骤也基本如上。

刘兆平说，目前，科学界在更多的关注两个问题：一

是转多个基因（复合基因）的安全性评价，在这个问题

上，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这个权威的风险评估机构

曾提议，转了多个不同基因的作物，要按每个基因单个进

行风险评估，此外，还要考虑每种蛋白之间有无交互作

用；二是非预期效应，即将基因转到某作物体内，但表达

了另外的东西，产生了另外的作用—美国采取的做法是

通过检测转过基因之后的DNA的序列，是不是与预期一

样的，另外看蛋白—能否找到所希望出现的那种蛋白，

或出现了预期之外的新蛋白。EFSA于2010年制定了一个

监测原则，对这一类可能会出现非预期的东西，上市之前

要进行评估，上市之后都要进行监测和调查。

 但是，非预期效应这种现象非常少见。

吴孔明指出，分析某转基因作物对环境有无影响，

需关注几个指标：第一，转基因农作物会不会增加竞争

力，变成杂草；第二，转的基因毕竟是个外源基因 ，经

过漂移会不会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第三，尤其需关注

抗虫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的虫能吃有的

不能吃，这样害虫的生态学地位会发生变化，产生新的

问题；第四，害虫对抗虫作物会产生抗性，类似于人类

的耐药性，导致这个基因失去效果。

从国际上看，安全性分成两个概念，一是指产生负

面的破坏的作用，如基因漂移，不该转的转进去了，确

实是一种负面的，破坏生态的，另一个安全性，是指如

果长期使用，如何不让其产生抗性。

“两个安全性概念不一样，前者是有害的，后者是

如何可持续使用转基因植物”。

而所谓的基因漂移，指的是一种生物的目标基因向

附近野生近缘种的自发转移，导致附近野生近缘种发生

内在的基因变化，具有目标基因的一些优势特征，形成

新的物种，以致整个生态环境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在我国，凡是转基因的农作物，都会在这几方面对

其进行安全性评价，通过评价，明白哪些方面存在安全

风险，风险怎么控制，在这些基础上才能发安全证书，

使用过程中还须连续的进行监测和风险控制，确保对环

境的安全和可控的前提下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

另外，想进行某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单位也会非常关

注安全性这个问题，之前也会查非常多的资料，以判断

其对环境对食品会不会有潜在的危险——所有公司也会

想到如果有问题自己必须承担的后果。他们通过选择，

已过滤一道，上交的报告经国家相关机构再组织相关

转基因环境安全的风险评估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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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利益冲突的部门进行评估，确保生物安全。

如果发生了基因漂移，对自然的影响是客观存在

的，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忽视，但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

第一，棉花、玉米不是起源于中国，中国无这方面的野

生资源，但是水稻、大豆起源于中国，要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划个保护区，或通过其他的手段对野生

资源进行保护” 。

从生物进化论角度讲，基因漂移并不是从有转基因

才开始，而是历来都有，其本身就是生物进化的一种

形式。

环环相扣的管理和监测技术为环境保护构架起了一

道坚挺的“防火墙”。

吴孔明长期致力于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研究，他

得到的结论是：到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环境评估，

主要集中于抗虫棉，转的基因类型比较少，到目前为

止，并没有发现转基因植物对环境存在明显的风险。

一直以来，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手段就是农药。

大量喷洒农药的结果妇孺皆知：残留、环境污染、

耐药。

曾与一位研究农药的博士闲聊，博士说

起他们曾做过的一个实验：以五年前五倍

的农药浓度，五年前一喷就死的棉铃虫现

在居然在有高浓度农药的水里游泳——不

由你不触目惊心！

“由于环保和食品安全的要求，现在我

们不能使用高毒农药，而且要求农药使用

量必须越来越少，然而病虫害的种类却越

来越多，发生范围越来越大，怎么办？”

谈及此，记者明显感觉到吴孔明的心情沉

重。

以水稻为例，我们现在每年大概要种四

亿多亩水稻，水稻的害虫种类有很多而且

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态系统

图中黄颜色的水稻为被危害的普通水稻，绿颜色是BT水稻

越来越严重，其中主要是鳞翅目害虫，二化螟，三化螟

等，它们都在稻茬子里越冬。

以前，在机械化程度低的时候，都是农民用镰刀人

工收割，稻茬子比较贴近地皮，因为农民把稻草割回去

晒干还有其他用处，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操作方式能

同时把虫子基本上都 “割走”。冬天，农民比较闲暇，

把田里灌上水，再翻耕一次，冬耕冬灌，这样害虫发生

的范围、频率都要小很多。

而现在，我们遇到了问题，农业正朝着机械化方向

发展，用机械收割水稻，因为地不平，得把坑坑洼洼的

地皮因素考虑进去，因此机械割不可能紧贴着地皮，必

须留出一定的高度来，这样在稻茬里面越冬的虫子就比

原来多了。同时，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到城里务工，家

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小孩，冬天也不再去冬耕冬灌。这样

一来，水稻鳞翅目虫害在我国大面积发生，并且越来越

严重。

我们要防治，那就只有靠打药——四亿亩水稻，若

都靠打农药来解决，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还会

产生大米中的农药残留，以及喷洒在 土壤中而带来的生

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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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喷洒农药，导致产生了“寂静的农田”。

“在田间，你还能听到蛙声吗，还能看到泥鳅吗？”李

宁反问。

“寂静的农田并不是中国才发现的，其他国家也同

样发生了生态恶化的问题，粮食要高产，只能打农药施

化肥，怎么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只有转基因，通过精准

的改造，可以说，转基因技术是为了应对目前出现的粮

食、生态、能源危机而诞生的方法”。

生态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如棉花，有三百多种害

虫。在常规的种植模式下，棉铃虫是其最主要的害虫，

原来只能靠喷农药，而且是不断提高农药浓度——后来

也打不死，处于失控状态，这时候棉花就没法种了，转

基因技术诞生后，形势发生逆转。过去是将所有的虫杀

死，而现在，转BT棉花大面积种植后，棉铃虫大量死

亡。至于其他虫子种群因此发生的变化，“这是很正常

的事情”，吴孔明不疾不徐地说。

100年前，在德国苏云金小镇的一个磨房里，人们发

现一些昆虫莫名其妙死亡，在实验室研究之后，发现它

们体内有一种细菌，把这些细菌接种到其他昆虫身上，

结果这些昆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昆虫吃了这种细菌为什么会死亡呢？科学家发现这

个细菌里面可以产生一种晶体蛋白，这个蛋白到昆虫体

内，与昆虫肠子上的受体蛋白结合，导致肠壁弥漫穿

孔。虫子体内就是一条肠道，肠子穿孔后，吃的东西就

流到肠外 ，导致虫子感染败血症，最后就死亡。

因最初在苏云金小镇发现，于是，科学家们将这种

细菌命名为苏云金杆菌，简称BT。

这个杆菌后来作为一种生物农药来使用，世界各地

建有很多BT工厂，杀虫效果很好。

BT有很多亚种，有很多株系，每个株系只对一种或

某几种昆虫有效，类似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彼此之间

特异性非常强。

以专一且安全的BT基因为例

在我国，BT已经用了很多年，但在实际使用中BT

的效果很不稳定—它毕竟是一种生物，往农作物上一

喷，一下雨就冲没了，或者太阳的紫外线一照射也就死

了，所以一直很难大规模使用。

上个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从BT内提炼出控制产生蛋白

的基因，直接利用这些基因培育出能够杀死虫子的蛋白。

这就意味着，以前是生产细菌，灌装在瓶内，让农

民去用，而现在，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成熟，可以把那一

小片杀虫基因提取出来，再把它转到农作物中去，这样

就可以生产出BT棉花、BT玉米、BT马铃薯、BT水稻。

“BT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了400多个基因，每个基

因表达一种蛋白，这种蛋白只对某一种或某几种昆虫有

效，非常专一”，吴孔明强调。

记者问及安全性问题的时候，吴孔明的表情近似于

无奈— 其安全性问题已经在科学层面得到充分的认

识，并有近70年的安全使用历史。可是面对不同人的同

一个问题，还是要一遍一遍的解释，毕竟有那么多的人

不了解这个问题。

“首先，BT在世界上以农药的形式已经使用近70

年了；其次，BT杀虫的机理已经非常清楚，它的蛋白

质只和昆虫中肠特异性受体蛋白结合，这种蛋白吃到人

体内，在胃里会迅速降解，变成氨基酸，被人体消化吸

收。即使进入肠道也和人类肠道上的蛋白结合不了。所

有这些在科学机理上已经非常清楚”。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是转BT，而不是转其他

的，比如将蝎子毒素基因转到棉花里面，虽然这样做也

能杀虫，但我相信农业部不可能批准它的商业化种植。

因为你光以杀虫为目的，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如何？但是

BT不一样，它只对特定的昆虫有效”。

具体到BT转基因棉是否会造成土壤污染的问题，吴

孔明的回答是：“不会。BT，随便找块土壤都能找到，

在自然界分布非常广，其无论是对食品安全还是土壤、

生态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转基因植物表达的BT蛋白

在土壤里很快降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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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除草剂、抗旱转基因作物以及抗病、品质改良转基因

动物研究进展加快。

转基因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克隆基因300多个，

完成 了80个以上营养品质、抗旱、耐盐碱、耐热、养分

高效利用和产量等经济性状基因的功能验证；获得功能

明确、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功能基因37个，打破了国外

基因专利垄断。建立了主要动植物的规模化转基因技术

体系，基本满足了规模化转基因育种的要求。

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建立了转基因作物环

境、食用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技术平台，构建了主要农

作物环境和食用安全评价体系。建立了转基因生物及其

产品高通量精准检测技术，在转基因生物分子特征，基

因漂移、非靶标生物影响、靶标害虫抗性等环境安全评

价，以及关键营养成分分析、致敏性动物试验等食用饲

用安全评价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自1996年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应用以来，发达

国家纷纷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

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跟进，全球

转基因技术研究与产业发展快速。呈现以下特点：

技术创新日新月异。转基因技术研究手段、装备水

平不断提高，基因克隆技术突飞猛进，新基因、新性

状、新方法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品种培育呈现代际特征。国际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已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第一代产品、向改善营养品质和

提高产量等第二代产品，以及工业、医药和生物反应器

等第三代产品转变，多基因聚合的复合性状正成为转基

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重点。

产业化应用规模迅速扩大。2 0 1 0年，全球已有2 9

1996至200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累计收益高达650亿

美元，累计减少杀虫剂39.3万吨。2010年，全球共有59

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销售。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市场

竞争加剧的多重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喜，在国家8 6 3计划、9 7 3计划、转基因植物研

究与产业化专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进一步集中

资源、技术、人才，在转基因新品种培育、新基因克

隆、转基因技术、生物安全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

很大进展：

生物育种产业稳步推进，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和产业

化全面推进。2008年到2010年新培育36个抗虫棉品种，

累计推广1.67亿亩，实现经济社会收益160亿元，国产抗

虫棉市场份额达到93%, 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危害，彻底打

破了国外抗虫棉的垄断地位。其中，三系杂交抗虫棉新

品种推广400万亩，比常规抗虫棉增产25%以上，制种效

率提高40%以上，制种成本降低60%。转基因抗虫水稻、

转植酸基因玉米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新型抗虫、

链接：

2008年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以封

面文章的形式刊登了吴孔明及他的团队花费了近十

年的时间获得的科研成果：在中国广泛种植的BT转

基因棉花除了可以自己“杀虫”之外，还能保护周

边的农作物免受棉铃虫危害，中国农民种植BT转基

因棉后，棉铃虫的数量显著减少，棉花产量增加了

15％～20％，农药用量减少50％以上，因喷洒农药造

成的环境污染大大减轻。

我国转基因作物研发现状

国际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现状

转基因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克隆基因300多个，

完成 了80个以上营养品质、抗旱、耐盐碱、耐热、养分

高效利用和产量等经济性状基因的功能验证；获得功能

明确、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功能基因37个，打破了国外

基因专利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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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以抗除草

剂和抗虫病两类基因，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

为代表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速度明显加快，种植面积由

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10年的1.48亿公顷，14年间

增长了86倍。其中，美国仍然是最大的生物技术作物种

植国，种植面积为6680万公顷；其次是巴西，2540万公

顷；阿根廷2290万公顷；印度940万公顷；加拿大880万

公顷；中国350万公顷。巴拉圭260万公顷；巴基斯坦240

万公顷；南非220万公顷；乌拉圭110万公顷。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十分显著。1996至2009年，全

球转基因作物累计收益高达650亿美元，累计减少杀虫剂

39.3万吨。2010年，全球共有59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

因作物进入市场销售。2010年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

值达到112亿美元。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正在

加快转基因小麦的研究和安全评价进程。印度转基因抗

虫棉种植规模已超过我国。巴西由于种植转基因大豆，

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欧盟已有8个国家允许种

植转基因作物。美国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种植。加

拿大和墨西哥批准了转抗除草剂基因水稻的进口申请，

允许其食用。

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农

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

员会负责。安委会委员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推荐，农业部聘任组建。

目前安委会共有60名委员 ，其中植物及植物微生物

专家29名，动物及动物微生物专家11名，食用安全专家

18名，管理类2名，分别来自教育  、中科院、卫生、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保护、质检和农业系统，具有广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与组成

“安委会的主要职能就是风险评估和技术咨询”，

主任委员吴孔明对记者说

G8宣言

泛的代表性。

“安委会的主要职能就是风险评估和技术咨询”，

主任委员吴孔明对记者说

评估是两个版块组成，一块是对科学层面上的具体

评价指标进行研究，一块是对测试拿到的报告、数据，

在资料层面上进行评估。至于一个转基因的东西，在研

究过程中，委托国内的某个机构对某个指标进行评估。

纯粹是技术层面上。

安委会对申请资料的评价按分子特征、遗传稳定

性、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四部分内容分中间实验、环境

释放、生产性实验、安全证书等4个阶段进行评估。

经过评估后—如果认为申请中间实验数据齐全，

达到中间实验评估的要求——就批准进行环境释放，环

境释放需要什么数据，再委相关托机构来做，若评价的

指标都符合要求，结论可信——允许进行生产性试验，

生产性试验评估结果没问题——申请安全证书，最后全

面进行评估——所有安全性的指标都需要非常清楚，绝

不允许出现任何安全性的问题，如此一环扣一环的朝前

走，整个流程下来，常常经历十年之久。

拿到安全证书后，还需取得品种审定、种子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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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许可证书，四个证齐全后才可以进行商业化种植。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反映国家对这种新技术的重

视，以免出现任何安全性的隐患”。

“这种技术的发展谁也挡不住，转基因是一种机

遇，转基因的能量我们已清楚的看到了，我们有责任去

抓住它。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成为转基因方面的强国，

才 有 希 望 ， 才 能 去 面 临 将 来 中 国 遇 到 的 农 业 上 的 问

题”—李宁院士的呼声振聋发聩。

2008年7月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原则通过了转基因重大专项。同一天，在日本举行

的G8会议上，8国首脑共同发布了白皮书《G8宣言》：

世界面临的能源、粮食、环境这几大恶化问题，要解

决，必须依靠农业生物技术，更要依赖转基因技术。

目前，我国进入商业化种植的只有棉花和番木瓜，

水稻还未进行商业化生产。

杨晓光指出，美国采用自愿性标识制度，很多包装

食品并未标注其是否为转基因，但是，据统计，其包装

食品中70%左右来源于转基因原料，因其主要原料，如

大豆，包括大豆油，大豆蛋白——很多肉制品都会加大

豆蛋白，既保水，又可降低成本；美国的甜味剂很多来

自于玉米糖浆。而在美国，大豆基本上都转入了抗除草

剂基因，大部分玉米转入了抗虫基因。

有人说，转基因是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李宁指

出，这个说法不对，因为85%的消费者在美洲，他们十

年前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认为转基因没有问

题，就不再讨论，现在已经将转基因食品当作普通食品

在消费。

我们并非热衷于讨论美国的家长里短，我们热衷于

转基因是一种机遇

在应用方面 ，转基因带来的益处才刚刚开始，还不

到大放异彩的时刻，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深入到生活

的各个领域。

将真相告诉中国的消费者，之所以有一些谬误在流传，

是因为老百姓对转基因缺乏了解。在技术的宣传、科普

教育、风险分析、数据的公开方面，作为政府，作为媒

体，或许还能做更多。

在英国科学家今年发表的论文里，我们欣喜的看

到，通过转基因技术，他们的鸡已不再发生禽流感——

这不仅对养鸡业，对人类而言也是个大好事，至少鸡不

再将禽流感传染给人类。

李宁说，在应用方面 ，转基因带来的益处才刚刚开

始，还不到大放异彩的时刻，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深

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问他这过程大概需要多久，他想了想，说：“不会

超过10年”，如果超过10年，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而言

就太长了。

—本文摘自《中国卫生标准管理》杂志

链接：

我国农业部于2002年1月5日出台并于2004年7月1

日进行修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第六

条对标识的标注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 

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

微生物，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含有转基因动

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分的种子、种畜禽、水产

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直接标注

“转基因××”；

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标注为“转基因

××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因

××”；

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

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

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份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

为转基因××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

因成分”或者标注为“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

××，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