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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要闻 

日本推出世界上首款基因编辑番茄 

 

图片来源：Sanatech Seed Co. 

近日，Sanatech Seed 公司在日本推出了首款可以直接食用的基因编辑番茄。日

本政府主管部门宣布，该基因编辑番茄将不作为转基因产品监管。 

Sanatech Seed 公司使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创制出富含γ-氨基丁酸

（GABA）的 Sicilian Rouge 番茄。其中，GABA 被认为有助于人们放松并降低血

压。据 Sanatech Seed 公司总裁 Shimpei Takeshita 介绍，该基因编辑番茄的 GABA

含量是普通番茄的四到五倍。Takeshita 表示，选择 Sicilian Rouge 番茄品种和

GABA 特性是因为它们有较高的消费者认可度。他继续解释道：“Sicilian Rouge 是

一种受欢迎的番茄，而消费者也倾向于购买 GABA 含量高的产品，因此我们认为

以消费已经熟悉的方式向他们介绍这项技术很重要。” 

国际种子联盟就日本高 GABA 含量基因编辑番茄的发布表示欢迎，并认为这

是日本实施基因组编辑政策的重要一步，也为种子部门继续开展植物育种创新进而



为粮食系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提供了机会。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Eurofruit 和 available here。 

土耳其批准 5 项转基因作物事件 

 

2021 年 2 月 27 日，土耳其政府公告公布了一批关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的

生物安全决定以及生物技术作物批准与取消等信息。根据土耳其生物安全法，转基

因事件的批准在 10 年后自动失效，必须重新申请才能延长。 

在本次公告中，土耳其农业部重新批准了三个转基因大豆事件（A2704-12、

MON40-3-2 和 MON89788）、一个新的转基因大豆事件（DAS-44406-6）和一个新

的饲料用途转基因玉米事件（DAS-40278-9）。 

同时，土耳其农业部取消了 5 个堆叠性状的转基因玉米事件（DAS 1507 X 

NK603、NK603 X MON810、 MON89034 X NK603、59122 X 1507 X NK603 和

MON88017 X MON810）的批准。由于本次新的批准和取消，土耳其目前获批的饲

料用途转基因事件共有 36 个。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GAIN Report 和 Official Gazette。 

http://www.fruitnet.com/eurofruit/article/184662/sanatech-seed-launches-worlds-first-ge-tomato
https://www.worldsee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101210112-ISF-Statement-on-the-notification-of-genome-edited-high-GABA-tomato-in-Japan.pdf
https://apps.fas.usda.gov/newgainapi/api/Report/DownloadReportByFileName?fileName=Turkey%20Approves%20Five%20More%20Biotech%20Traits%20_Ankara_Turkey_02-28-2021
https://www.resmigazete.gov.tr/eskiler/2021/02/20210227-5.pdf


专家提议更新经合组织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建议书 

 

2021 年 3 月 19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生物安全前首席负

责人等多位曾为经合组织服务的专家在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杂志发表文章，提

议更新《1986 年关于重组 DNA 安全考虑的建议》文书，使其更适应现代生物技术

时代发展要求。专家们强调，各国对于基因组编辑及其各自监管方法之间需要相互

理解。他们还表示，经合组织 1986 年的建议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法律文书，应当得

到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对于有意遵守组织标准的经合组织候选国而言。 

专家们就先前文件更新提出了系列建议。首先，建议将先前文书更名为“现代

生物技术协议的安全考虑：在环境、农业和食品/饲料生产中的应用”。其中，第一

节将重点介绍与重组 DNA 生物体有关的分享经验，以使重组 DNA 技术方法与生

物安全法规保持一致，同时保障生物技术的发展；第二节将强调良好工业大规模实

践原则在处理现代生物技术衍生的工业微生物菌株方面的有效性；第三节是关于农

业和环境的应用，建议在风险或安全评估中应结合多年来积累的有关生物体对环境

和人类健康影响的知识。最后，作者认为，定期审查和更新相关文书有助于产生新

的安全性评估方法，以应对合成生物产品在应用熟悉度和安全评估方法方面的挑



战。专家认为，修订版建议书可以展望现代生物技术的可能性和经验范围，同时体

现当前讨论与原始建议书的相似性。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Trends in Biotechnology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解除转基因作物禁令 

 

近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对转基因作物的禁令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解除，该州 18 年的转基因作物禁令将失效。此项行动旨在提高新南威尔士州

的农业竞争力和生产力。 

该州农业部长 Adam Marshall 表示，政府这一决定为该州初级产业部门采用新

的转基因技术打开大门，将会给新南威尔士州带来经济效益。 

Adam Marshall 解释道：“转基因技术的采用预计将在未来 10 年内为新南威尔

士州初级产业带来高达 48 亿澳元的总效益。同时，转基因技术可以为农民节省高

达 35%的成本，并将提高近 10%的产量。这将是我们在 2023 年实现 190 亿澳元产

业这一目标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关键增长领域。”此外，Marshall 还赞扬了联邦基

因技术监管机构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管体系。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NSW Government。 

https://doi.org/10.1016/j.tibtech.2021.03.001
https://www.dpi.nsw.gov.au/about-us/media-centre/releases/2021/ministerial/nsw-lifts-ban-on-gm-crops


科研进展 

国际研究团队发布黑麦基因组序列 

 

图片来源：KWS 媒体库 

黑麦是一种具有较强耐逆性的小麦族作物，是北半球国家的重要粮食作物。黑

麦和小麦、大麦是近亲，并且有着密切而漫长的进化史。随着小麦和大麦在大约 1

万年前被驯化后，作为田间杂草的黑麦随之传播到北欧，逐渐融合小麦与大麦的特

征，并在 5000-6000 年前被驯化成为纯系栽培作物。黑麦是具有较大基因组的二倍

体，比大麦和小麦的亚基因组大 50％。 

近日，由国际黑麦基因组测序小组以及德国莱布尼兹植物遗传与作物研究所领

导的国际研究小组合作公布了黑麦基因组序列，这对于德国和东北欧国家具有重要

意义。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 上。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植物育种公司 KWS SAAT SE＆Co. KGaA

的纯合种子。KWS 黑麦育种负责人 Andres Gordillo 表示：“自交系 Lo7 的新基因



组序列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也是朝着向更全面解析黑麦遗传特征迈出的重要一

步。”他还认为，新的基因组序列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容易将抗性等表型与基因进行

关联。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IPK，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University of Maryland 

韩国研究人员证明 Bt 和非 Bt 转基因水稻品种的成分相同 

通过四种不同的统计分析，韩国研究人员证明了 Bt 水稻与非 Bt 水稻在成分上

是等同的。这意味着两种作物的营养物质和抗营养素含量彼此没有区别。相关研究

结果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发表在 GM Crops & Food 上。 

研究人员采用多种多变量分析，包括百分比变异性分析、相似性分析、相似性

百分比分析和置换多元方差分析，并对连续两年、两点的水稻大田试验数据进行分

析。其中，分析对象除 Bt 转基因水稻外，还有水稻近等基因系和 4 个商业品种。 

研究结果表明，Bt 水稻与非 Bt 水稻之间的差异是在参考范围内的，并且环境

因素对水稻成分变异的影响大于遗传因素。除了得出 Bt 水稻与非 Bt 水稻在成分上

等同的结论外，研究人员还指出，多变量方法是一种可对这两种作物进行重要评估

的强有力方法。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GM Crops & Food。 

https://www.ipk-gatersleben.de/en/aktuelles-2/aktuelle-meldungen/ipk-aktuell/article/ein-technischer-meilenstein/
https://news.usask.ca/articles/research/2021/usask-scientists-help-find-the-key-to-decoding-rye-genome.php
https://agnr.umd.edu/news/umd-helps-establish-international-rye-genome-sequencing-group-co-publishes-first-full
https://doi.org/10.1080/21645698.2021.1893624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发出可测量植物电信号的设备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植物会发出电信号来感应和响应环境，因此测量

植物发出的电信号可以帮助科研人员进行各种应用，比如基于植物的机器人或用于

食品安全的早期疾病检测。 

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通信设备，它可以

向植物传递或接收来自植物的电信号。该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Electronics 上。

NTU 团队使用水凝胶作为粘合剂，并将合适的电极粘贴在捕蝇草表面，从而形成

了植物“通信”设备系统。通过该系统，研究人员可以接收电信号以监测植物对环

境的反应，并向植物发送电信号以刺激植物叶片关闭。然而，植物不规则表面会干

扰设备的连接，电信号往往较弱，因此研究团队使用了另一种与心电图类似的方法

进行植物电信号检测。 

此外，研究人员对植物电信号检测设备概念可行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当

研究人员将 3 毫米大小的设备连接到捕蝇草的表面后，该系统能成功刺激叶片的按

需闭合，并实现了通过机械臂捡起一根电线的操作。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NTU Singapore。 

https://media.ntu.edu.sg/NewsReleases/Pages/newsdetail.aspx?news=ec7501af-9fd3-4577-854a-0432bea38608


新技术 

美国研究人员发明基因编辑新工具 

 
一种被称为“proGuides”的特殊设计的向导 RNA 分子，它可允许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对连续的基因编辑进行编程。 

近日，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它

可允许研究者随时间对连续剪切或编辑进行编程。相关研究发表在 2021 年 1 月的

《分子细胞》上。 

该方法包括使用一种称为向导 RNA 的特殊分子，它可引导 Cas9 酶进入细胞

并确定 Cas9 切割的精确 DNA 序列。这种特殊设计的向导 RNA 分子被研究人员称

为“proGuides”，它允许使用 Cas9 对 DNA 进行程序化的顺序编辑。 

论文主要作者 Bradley Merrill 表示，目前 CRISPR 的编辑系统存在的一个缺点

是，所有的编辑或剪切都是一次完成的，没有办法引导它们以 proGuides 允许的顺

序方式进行操作。虽然 proGuides 仍处于原型阶段，但 Merrill 的团队计划进一步对

其进行开发，并希望研究人员很快就能使用这项技术。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IC Today。 

https://today.uic.edu/uic-researchers-invent-new-gene-editing-tool


加拿大解除对非新型基因编辑生物的监管审查 

 

目前，加拿大正在修改基因工程植物和食品的风险评估政策。其中，含有外源

DNA 的转基因植物将继续受到监管，而没有外源 DNA 的基因编辑生物将免于安

全性评估。 

基因工程植物将被归为新型和非新型两类。其中，新型生物体是指具有非天然

特征并含有外来 DNA 的生物，非新型生物体是指具有安全使用历史、没有引入新

特征性状并且不包含外来遗传物质的生物。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通

过一个称为“新颖性判定”的程序来确定该生物/产品是否为新生物体。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Genetic Literacy Project 和 Health Canada。 

https://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21/03/16/canada-exempts-gene-edited-plants-from-regulatory-review-speeding-new-crop-development/?utm_source=jeeng&utm_medium=emai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food-nutrition/genetically-modified-foods-other-novel-foods/requesting-novelty-determination/list-non-novel-determinations.html


英国科学家培育基因编辑小麦以减少面包致癌风险 

 
 

丙烯酰胺在面包烘焙过程中形成，在面包烘烤时会进一步增加，并且烘烤的面

包颜色越深，其含有的致癌化合物就越多。近日，由英国洛桑研究所领导的团队使

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来减少面包中常见的致癌化合物。 

由于天冬酰胺在面包烘焙和烘烤时会转变成丙烯酰胺，因此研究人员利用基因

编辑技术敲除了小麦天冬酰胺合成酶基因 TaASN2，以减少小麦中天冬酰胺含量，

进而降低面包烘烤的致癌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与未编辑的小麦相比，基因编辑小

麦粒中的天冬酰胺含量显著降低，并且其中一个株系中的天冬酰胺含量降低了 90%

以上。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Rothamsted Research。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genome-edited-wheat-reduce-cancer-risk-bread-and-to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