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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第一个十三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注１：本文版权属于国家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ｂｉｏｔｅｃ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ＡＡ）所有。
ＩＳＡＡＡ同意由《中国生物工程杂志》刊出中文译文。ＩＳＡＡＡ鼓励分享本文信息，但是不允许在没有得到版权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以任何形
式或者任何方式复制本文的任何部分内容。在被ＩＳＡＡＡ许可的前提下，ＩＳＡＡＡ鼓励出于教育或其它非商业目的对本文或其中部分内容进
行适当复制。订购原文请联系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ａａ．ｏｒｇ，有关ＩＳＡＡＡ的信息请访问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ａａａ．ｏｒｇ。
　　注２：本文旨在向科学界和社会提供有关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作物的信息和知识，以便于人们就转基因作物在促进全球粮食、饲料、农产品安
全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潜在作用开展更为深入、全面和透明的讨论。本文所有观点以及任何遗漏之处均由作者承担全部责任。

　　本文介绍了２００８年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情况。由于采用转基因作物取得了巨大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２００８年（转基因

作物商业化的第十三个年头），全世界上百万小型和资源匮乏型农户继续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有了较大增长（图１）。

２００８年在其它几个重要的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面积、国家数量和农户数量明显增多，在最具挑战性

的非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更多地采用复合性状作物，引进新的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能够对全球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做出贡献，包括：食品安全、高价食品、可持续发展、减轻贫穷和饥饿的压力、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等。

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发展状况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量增加到２５个，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在全球掀起了新的转基因作物利用热潮，使全球转基

因作物种植面积大幅持续增长

　　２００８年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从１９９６年的６个（商业化的第一年）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８个，２００８年达到２５个

（图２）。转基因作物利用的新高潮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并有助于转基因作物全球大范围的增长，这些因素包括：种植转基

因作物的国家数量急剧增加（２００８年新增３个国家）；在最具挑战性的非洲大陆，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从２００７年的一个增

加至２００８年的３个，即南非、布基纳法索和埃及；玻利维亚第一次种植转基因大豆；已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开始种植其

它转基因作物（巴西第一次种植Ｂｔ玉米、澳大利亚第一次种植转基因油菜）；美国和加拿大开始种植转基因油菜；复合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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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棉花和玉米的种植在全世界１０个国家显著增长。２００８年实现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累计达到第二个十亿英亩（８亿公

顷），这和２００５年第一个十亿英亩的种植面积仅相隔三年时间，发展中国家数量超过发达国家，即１５∶１０（表１）。预计到

２０１５年，即商业化的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一年，将有４０个以上的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２０１５年也是千年发展目标年，到

该年度全球社会的贫穷和饥饿现象将减少一半，这是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目标，转基因作物将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图２　２００８年全球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国家

在非洲的进展：两个新的国家即布基纳法索和埃及第一次种植转基因作物

　　非洲人口超过９亿，占全世界人口的１４％，是唯一一个人均食品生产日益减少的大陆，三个非洲国家中至少有一个国

家受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折磨。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年全球第一次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三个国家中有两个是对转基因作物需求最大而且最迫切的

非洲大陆国家。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一个十二年，即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７年，南非一直是唯一一个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中

获益的非洲大陆国家。非洲被认为是利用和批准转基因作物面临挑战最大的地方，因此，２００８年布基纳法索决定种植８５００

公顷抗虫Ｂｔ棉花进行种子繁殖和初步的商业化，埃及第一次实现７００公顷抗虫 Ｂｔ玉米的商业化种植，这在非洲大陆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非洲大陆首次实现在三个主要地区均有一个主要国家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非洲南部和东部的南

非、西部的布基纳法索和北部的埃及。这种广阔的地理覆盖范围的战略重要性在于，三个国家在它们各自的地区成为榜样，

从而使更多的非洲农户加入到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行列。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东非关键的转基因作物国家肯尼亚制定了《生物安

全法》，这将有利于转基因作物的利用。

玻利维亚成为拉丁美洲第九个利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２００８年第三个新的转基因作物国家是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是全世界第八大大豆种植国，

和邻近的国家相比不再处于贫穷地位，巴西和巴拉圭已经因多年种植耐除草剂农达（ＲＲ）大豆而持续获利。玻利维亚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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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丁美洲第九个通过广泛种植转基因作物而获利的国家，九个拉丁美洲国家按照种植面积排名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

乌拉圭、玻利维亚、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２００８年玻利维亚种植了６０万公顷耐农达（ＲＲ）大豆。

２００８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强势增长，达到１．２５亿公顷

　　２００８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强势增长达到１．２５亿公顷，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１．１４３亿公顷。这相当于“表面增

长”１０７０万公顷（１３年里第六次最大幅度的增长）或９．４％的增长率（按公顷数计算），而“实际增长”应该用“性状面积”来

进行更准确的计算，为２２００万公顷或１５％的同比增长，差不多是表面增长的２倍。采用“性状面积测量”类似于测量航空

旅行（每个飞机载有多于一名的乘客），测量乘客飞行距离比测量飞机飞行距离更为准确。这样２００８年全球“性状面积”从

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３７亿公顷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６６亿公顷。正如所料，早先利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的更多增长来自种植“复合

性状作物”（不同于一个品种的单一性状或杂交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和棉花面积测量利用率达到最佳标准。比如，

２００８年美国３５３０万公顷全国玉米作物中有８５％为转基因作物，其中７８％为双性状或三性状杂交作物，只有２２％为单一性

状的杂交种。ＳｍａｒｔＳｔａｘＴＭ转基因玉米中的８个基因表现出多个性状，预计２０１０年在美国实现商业化。同样，转基因棉花在

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全国种植面积占到９０％以上，双性状复合型占到美国所有转基因棉花的７５％，澳大利亚为８１％，

南非为８３％。显然复合性状作物已经成为转基因作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样采用“性状面积”和公顷进行更准确的

增长测量显得尤为重要。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以来耕种面积增长７４倍，使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得到最为迅速的利用。

表１　２００８年各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顺序 国家 面积（百万公顷） 转基因作物

１ 美国 ６２．５ 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南瓜、番木瓜、紫苜蓿、甜菜

２ 阿根廷 ２１．０ 大豆、玉米、棉花

３ 巴西 １５．８ 大豆、玉米、棉花

４ 印度 ７．６ 棉花

５ 加拿大 ７．６ 油菜、玉米、大豆、甜菜

６ 中国 ３．８ 棉花、番茄、白杨、矮牵牛、番木瓜、甜椒

７ 巴拉圭 ２．７ 大豆

８ 南非 １．８ 玉米、大豆、棉花

９ 乌拉圭 ０．７ 大豆、玉米

１０ 玻利维亚 ０．６ 大豆

１１ 菲律宾 ０．４ 玉米

１２ 澳大利亚 ０．２ 棉花、油菜、康乃馨

１３ 墨西哥 ０．１ 棉花、大豆

１４ 西班牙  ０．１ 玉米

１５ 智利 ＜０．１ 玉米、大豆、油菜

１６ 哥伦比亚 ＜０．１ 棉花、康乃馨

１７ 洪都拉斯 ＜０．１ 玉米

１８ 布基纳法索 ＜０．１ 棉花

１９ 捷克 ＜０．１ 玉米

２０ 罗马尼亚 ＜０．１ 玉米

２１ 葡萄牙 ＜０．１ 玉米

２２ 德国 ＜０．１ 玉米

２３ 波兰 ＜０．１ 玉米

２４ 斯洛伐克 ＜０．１ 玉米

２５ 埃及 ＜０．１ 玉米

　　　　１４个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５万公顷或更多的国家　资料来源：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年，转基因作物累计面积（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８年）第一次超过２０亿英亩（８亿公顷）
　　２００５年第一次达到１０亿英亩用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到２００８年实现２０亿英亩（８亿公顷）的面积仅用了三年时间。预

计２０１１年将超过３０亿英亩，２０１５年累计超过４０亿英亩（１６亿公顷），即实现千年发展目标。２００８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

家数量增加到２５个，包括１５个发展中国家和１０个发达国家。前八名的每个国家种植面积都超过１００万公顷。采用公顷

面积降序排列为：美国（６２５０万公顷）、阿根廷（２１００万公顷）、巴西（１５８０万公顷）、印度（７６０万公顷）、加拿大（７６０万公

顷）、中国（３８０万公顷）、巴拉圭（２７０万公顷）和南非（１８０万公顷）。发展中国家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如印度在２００７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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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００８年的增长率为２３％，在２００８年取代加拿大成为全球第四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其它１７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按

公顷面积降序排列为：乌拉圭、玻利维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墨西哥、西班牙、智利、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布基纳法索、捷克、

罗马尼亚、葡萄牙、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和埃及。２００８年的强势增长为将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增长提供了非常广阔和稳定

的基础，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８年，耕种面积增长了７４倍，使转基因作物技术在最近１０多年得到最为迅速的利用。农户极高的

种植率反映出转基因作物推广良好，并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型和小型农户带来重要的经济、环境、健康和社会利

益。这种较高的种植率是成千上万农户信赖的表现，等于在１３年时间里，２５个国家的农户在自身或邻居的土地上获得了

第一直观认识和经验后，做出大约７０００万个单独决定，继续种植更多面积的转基因作物。接近１００％的重复种植率反映出

农户对产品的满意度，产品能够带来明显的利润，包括更方便灵活的作物管理、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生产率和／或更高的

单位面积净利润、健康和社会利益、通过减少使用常规农药而使环境更加干净清洁，这无疑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转基因作物的持续快速推广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型和小型农户以及消费者和全社会的一致利益。

一种新的转基因作物耐农达ＲＲ甜菜在美国和加拿大实现了商业化

　　２００８年一种新的转基因作物耐农达ＲＲ除草剂甜菜第一次引入美国，加拿大也有小面积种植，２００８年美国甜菜全国

种植面积总共达４３７２４６公顷，而有５９％（当年出现的最高利用率）或２５７９７５公顷的面积用于种植耐农达 ＲＲ转基因甜

菜，２００９年的利用率预计接近９０％。耐农达ＲＲ转基因甜菜的成功对于甘蔗有积极的影响（全球８０％的制糖生产来自甘

蔗），几个国家的多个转基因性状甘蔗的发展处于十分先进的水平。

埃及、布基纳法索、玻利维亚、巴西和澳大利亚等五个国家第一次引入已经在其它国家实现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

　　埃及、布基纳法索、玻利维亚、巴西和澳大利亚等五个国家第一次引进已经在其它国家实现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

埃及引进抗虫Ｂｔ玉米，布基纳法索引进抗虫Ｂｔ棉花，以及玻利维亚引进耐农达ＲＲ大豆。已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引

进其它种类的转基因作物，如巴西种植抗虫Ｂｔ玉米，澳大利亚种植转基因油菜（均为第一次引进种植）。２００８年在全球主

要转基因作物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为第二个十年商业化的剩余七年的进一步增长打下坚实基础（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２００８年，

１７个国家即２５个国家的２／３的国家种植转基因玉米（与２００７年相同），１０个国家种植转基因大豆（大于以前的９个），１０

个国家种植转基因棉花（大于以前的９个），３个国家种植转基因油菜（大于２００７年的２个）。另外，中国和美国种植抗病毒

番木瓜、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种植转基因康乃馨，以及中国小面积种植Ｂｔ白杨和美国种植转基因南瓜和紫苜蓿。

不同作物种类种植情况

　　２００８年转基因大豆仍然是主要的作物，种植面积达６５８０万公顷或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５３％，其次是转基因

玉米（３７３０万公顷，占３０％）、转基因棉花（１５５０万公顷，占１２％）和转基因油菜（５９０万公顷，占５％）。

不同性状类型种植情况

　　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８年的商业化过程，除草剂耐性一直是重点考虑的作物性状。２００８年大豆、玉米、油菜和紫苜蓿利用的

除草剂耐性占到６３％，即占全部１．２５亿公顷转基因面积中的０．７９亿公顷。商业化运作第二年的２００８年，和抗虫品种

（１９１０万公顷，占１５％）相比，复合双性状和三性状的种植面积（２６９０万公顷，占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的２２％）更大。到目

前为止，复合性状产品是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发展最快的性状组群，增长率为２３％，而耐除草剂性状为９％，抗虫性状为６％。

转基因作物日益明显的特点是复合性状，２００８年有１０个国家种植复合性状的转基因作物

　　复合性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且符合农户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对该产品的需求不断增

加的１０个国家如下：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墨西哥、南非、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１０个国家中有７

个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家希望将来能够推广复合性状作物。２００８年总共有２６９０万公顷的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而２００７

年则为２１８０万公顷。２００８年美国带头种植的复合性状作物占到全部６２５０万公顷面积转基因作物的４１％，包括７５％的棉

花和７８％的玉米；美国复合性状玉米发展最快的是两种抗虫性状和一种耐除草剂性状的复合品种。２００８年菲律宾的双性

状复合型玉米（抗虫和耐除草剂）也得到最快的发展，从２００７年２５％的转基因玉米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７％。预计２０１０年美

国将开发出８个不同基因编码的抗多种害虫和除草剂耐性的ＳｍａｒｔｓｔａｘＴＭ玉米。未来的复合性状产品将包括抗虫、耐除草剂

和耐干旱性，加上营养改良性状，如高Ω?３油用大豆或增强型维他命原Ａ金米。

２００８年转基因作物种植户数量增加了１３０万，全球２５个国家总数达到１３３０万户，其中９０％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和资源匮

乏的农户

　　２００８年转基因作物受益农民数量较２００７年增加了１３０万，全球２５个国家的总数达到１３３０万。２００８年全球总共１３３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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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受益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户（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００万）中的９０％即１２３０万（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１１００万）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和

资源匮乏的农户；剩下的一百万农户为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以及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的大型农户。２００８年，在

１２３０万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中，大多数为抗虫Ｂｔ棉花种植户，包括中国的７１０万农户（抗虫Ｂｔ棉花）、印度的５００万农户

（抗虫Ｂｔ棉花），其他２０万农户分布在：菲律宾（转基因玉米）、南非（转基因棉花、玉米和大豆，通常由妇女种植）和其它八

个发展中国家。２００８年受益农户数量增加最多的国家是印度，种植抗虫Ｂｔ棉花的小型农户增加了１２０多万，占到全部棉花

种植户的８２％，超过２００７年的６６％。转基因作物种植帮助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并有利于缓解其贫困状况。

在商业化第二个十年期间，即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对实现到２０１５年减少５０％贫困人口的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转基因作物

具有巨大的潜力。

中国超过１０００万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可能成为抗虫Ｂｔ棉花种植的二次受益者

　　吴孔明等２００８年发表的重大成果论文认为，在中国北方六个省份采用抗虫Ｂｔ棉花对棉铃虫进行控制，致使其它寄主

作物中棉铃虫的防治效果比原来好１０倍以上。这些作物包括：玉米、大豆、小麦、花生、蔬菜和其它作物。和棉花（六个省份

中五百万农户的种植面积为３００万公顷）的情况相反，其它作物的种植面积更大，１０００万农户的种植面积为２２００万公顷。

吴等最初的研究发现在两个方面非常重要，首先，抗虫Ｂｔ棉花的影响可能比书面上关于棉花作物的直接影响更为广泛和重

要，其次，该研究结果也可能适用于其它国家，如印度，这些国家的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采用类似的混合种植模式，并仿效

中国广泛采用抗虫Ｂｔ棉花对棉铃虫进行控制。

转基因作物增加了小型和资源匮乏农户及其家庭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缓解了他们的贫困状况

　　２００８年，印度５００万小农户（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３８０万农户）因种植７６０万公顷抗虫 Ｂｔ棉花而受益，其利用率高达８２％。

种植效益因不同年份和地区的害虫的危害程度而不同。但保守估计小农户的产量平均增加３１％，杀虫剂施用量减少３９％，

收益就相应增加８８％，相当于每公顷增收２５０美元。另外，同种植传统棉花的农户和家庭相比，种植抗虫 Ｂｔ棉的农户享受

到了更多的收益，包括在家生育的妇女享有更多的产前护理和协助以及更高的儿童入学率和更高的儿童疫苗接种率。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中心的研究发现，种植抗虫Ｂｔ棉的中国小农户平均增产９．６％、杀虫剂施用量减少６０％，对环境

和农户的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每公顷增加了２２０美元的收入，这对他们的生活改善极为有利，因为许多棉农每天的收入

可能低于１美元。２００８年，中国有７１０万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由于种植抗虫Ｂｔ棉花而受益。

　　南非２００５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涉及３６８户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和３３户商业农户，而后者又分为灌溉和旱地玉米

种植模式。数据表明，在灌溉条件下，抗虫Ｂｔ棉花的产量高出１１％（从１０．９ＭＴ增加至１２．１ＭＴ／公顷），杀虫剂成本节省１８

美元／公顷，相当于削减６０％的成本，并增加收入１１７美元／公顷。在旱作条件下，抗虫 Ｂｔ玉米的产量高出１１％（从３．１增

加至３．４ＭＴ／公顷），杀虫剂成本节省７美元／公顷，相当于６０％的成本削减，并增加收入３５美元／公顷。

　　２００８年，菲律宾至少有２０万小农户从转基因玉米种植中获利。一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指出，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作物

播种年度，对于小农户而言，来自抗虫 Ｂｔ玉米的额外收入旱季为７４８２比索／公顷（约１３５美元）、雨季７０８０比索／公顷（约

１２５美元）。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作物的数据显示，可以确定抗虫Ｂｔ玉米能够带来的总的收入增长为：雨季为５％－１４％，旱

季为２０％－４８％。总之，这四项研究总结了农耕净收益和其它指标，证实了菲律宾抗虫Ｂｔ玉米对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和

玉米生产者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印度、阿根廷、巴西和南非等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并带动全球对转基因作物的利用

　　五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这五个国家跨越了三个大陆，它们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拉丁美洲的阿

根廷和巴西，以及非洲大陆的南非。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２６亿，占全世界人口的４０％，总共有１３亿人口完全依靠农业，包

括成千上万的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和农村无土地者，他们占全世界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

的集体影响是重要的持续性趋势，并关系到未来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利用和批准。报告对五个国家的情况进行详

细综述，包括当前对特殊转基因作物利用的广泛注释，影响和未来的展望。即使按照跨国公司的标准而论，对这些国家的转

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开发投资也是充分的。２００８年，中国政府表示在未来１２年内投入３５亿美元。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温家

宝总理表示，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

　　巴西总统卢拉（ＬｕｉｓＩｎａｃｉｏＬｕｌａｄａＳｉｌｖａ）同样对转基因作物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愿，并同意仿效中国对巴西国家农业研

究组织ＥＭＢＲＡＰＡ提供公共基金，对几种获得批准的产品进行开发。同样，印度正在另外投资大约３亿美元的公共基金以

支持大约１５种转基因作物的稳定发展，首先，一个公共部门已经于２００８年获准开发抗虫Ｂｔ棉花品种。印度对转基因作物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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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意愿和支持非常高涨，印度财务部长Ｐ．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博士号召在粮食作物区域效法印度的转基因Ｂｔ棉花的成功史，

使国家实现充分的粮食自给。“在农业中采用生物技术至关重要，以前对抗虫 Ｂｔ棉花的做法必须应用到粮食生产上来”

（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２００７）。值得注意的是，南南合作的理念已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通过中国开发的抗虫Ｂｔ棉花得到实现，并已

经进入印度市场得到利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趋势，并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生产更多廉价粮食以及缓解与环境改变有关的挑战方面，转基因作物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转基因作物正得到国

际政治组织日益强烈的政治支持。

　　２００８年７月在日本北海道Ｇ８成员国会议上，与会者第一次承认转基因作物在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Ｇ８领

导人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声明如下：“加快新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并开辟新的途径，以推进农业生产；我们将促进科学的

风险分析，包括通过转基因技术对种子品种进行开发。”

　　 欧盟委员会认为：“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转基因作物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强调转基因作物的重要性，因为转基因作物在为公共卫生部门提供营养更丰富的食品，降低其过

敏影响并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方面具有潜力。

２００８年七个欧盟国家的抗虫Ｂｔ玉米耕种面积共增长２１％，超过１０万公顷

　　２００８年２７个欧盟有七个国家正式商业化种植抗虫 Ｂｔ玉米。七个国家的总播种面积从２００７年的８８６７３公顷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７７１９公顷，年增长率达２１％即年增加１９０４６公顷。七个欧盟国家按照转基因Ｂｔ玉米的公顷面积排序为：西班

牙、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

转基因作物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应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得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

能力”。概括地说，目前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有利于保证粮食安全，保证了粮食

价格的稳定；保持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缓解贫穷和饥饿；减轻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有利于促进高效生物燃料的生产；有利于获得可持续经济效益。

　　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保证了粮食价格的稳定
　　转基因作物在保障粮食安全并提供更多廉价的粮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增加粮食供应，减少生产成本（通过减少投

入，减少耕作以及杀虫剂施用量），也就减少了农业机械使用化石燃料的数量，从而缓解了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１９９６

年至２００７年，其经济收益达４４０亿美元，其中４４％主要得益于产量的增加，而５６％是由于降低成本获得的。２００７年，全球四种

主要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总产量为３２００万吨，如果不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话，达到这样的产量需要增加１０００

万公顷种植面积。２００８年通过转基因作物增加的３２００万吨作物产量包括：１５１０万吨玉米、１４５０万吨大豆、２００万吨皮棉和５０

万吨油菜。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的产量为１．４１亿吨，如果不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话（按照２００７年的平均产量），将需要增加４３００万

公顷的种植面积。由此可以看出，生物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并大幅度降低了目前的生产成本，并在未来的农业生

产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届时水稻、小麦和适合贫困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如木薯等，也将得益于转基因技术。

　　对于非生物胁迫的控制和抗寒性预计在近期取得进展，将于２０１２年或更早在美国成为可能，而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在以玉

米为主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也将成为现实。作为世界上贫困人口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对于增加粮食供应和降低粮

食价格（抗虫Ｂｔ水稻）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同时还能够提供更有营养的食物（高维他命原Ａ金米）。目前正有待中国政府批

准的转基因水稻对保证食品安全、降低食品价格和缓解贫困状况有着巨大的贡献潜力。

　　２．保持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作物可以节省土地，在现有１５亿公顷耕地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生产率，避免砍伐森林、保护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和对其它田间物种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失去１３００万公顷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０７年，种植转基因作物避免了（同样的产量）增加４３００万公顷种植面积的需求压力，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３．有利于缓解贫穷和饥饿
　　全世界最贫困人口中５０％为小农户，另外２０％为农村无耕地者，他们完全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小农户的收入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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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缓解全球７０％最贫困人口的状况起到直接的作用。迄今为止，转基因棉花在印度、中国和南非，转基因玉米在菲律宾

和南非，对改善超过１２００万贫困农户的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第二个商业化的十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中的余下七年得到

显著加强。转基因水稻的重要意义是能够对亚洲２．５亿贫困家庭做出贡献（最多达１０亿人口，按每户４人计），这些贫困人

口的平均种植了仅为０．５公顷的水稻，收入每天只有１美元，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

　　显然，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一个十三年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和第二个商业化的十年的潜力相

比（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这些进步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第二个十年商业化的最后一年，即２０１５年也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

年，这对全球的转基因技术研究机构（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公共部门到私营组织）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即在

２００９年对于转基因作物能够为千年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以及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农业进行定义：全球转基因作物机构有

七年的时间执行转基因作物的行动计划，并在２０１５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年得以实现。

　　４．减轻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传统的农业生产严重影响着环境，利用转基因技术能够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在第一个十年取得的成果包括杀

虫剂的显著降低、化石燃料的节省、通过免耕和少耕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水土和湿度保持、在实践中优化利用除草剂耐

性。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累计减少的杀虫剂活性组分估计为３５．９万吨，节省了９％的杀虫剂，这相当于将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减

少了１７．２％（通过环境影响指数进行测量，这种复杂测量基于对一个单独的活性组分的净环境影响有关的各种系数）。

２００７年的数据显示，减少了７．７万吨活性组分（相当于节省１８％的杀虫剂）以及降低２９％的环境影响指数（Ｂｒｏｏｋｓａｎｄ

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０９，即将出版）。

　　提高对水的利用率对全球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影响。全球农业用水占淡水总量的７０％，而到２０５０年人口将增

加５０％而达到９２亿，这明显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个具有耐旱特性的转基因玉米杂交品种预计将在２０１２年或更早在

美国更加干旱的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实现商业化，预计年产量将增加８％ －１０％。值得注意的是，预计２０１７年，第一

个热带耐旱转基因玉米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商业化，耐旱玉米在发达国家的出现将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热带玉米具有更大的意义。耐旱特性也已在其它几个作物中得到发展，包括小麦

（在澳大利亚最初的田间实验中生长状况良好），其最佳产量比传统品种高出２０％。估计耐旱特性将对全世界更多的可持

续种植作物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特别在气候比发达国家更为干旱严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５．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ＧＨＧ）
　　重视环境保护的紧迫性要求广泛种植转基因作物，因为转基因作物能够通过两种途径减少温室气体并缓解气候变化。

首先，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削减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２００７年估计减少约１１亿千克二氧化碳的排放，

相当于减少了５０万汽车上路行驶。其次，２００７年，转基因食品、饲料和纤维作物的保土耕作也能节省了其他资源（耐除草

剂转基因作物较少需要或不需要耕作），提高了土壤碳存量，这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１３１亿公斤，或者相当于减少

５８０万辆汽车。因此，在２００７年，土壤对碳的吸收而实现的持久效益相当于减少了１４２亿公斤二氧化碳，或减少６３０万辆汽

车上路（Ｂｒｏｏｋｅｓａｎｄ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０９，即将发表）。

　　干旱、洪水和温度变化在未来将更加普遍和严酷，因此需要更快地对作物耕作进行改良，开发新的品种和杂交品种以适

应更快的环境条件变化。几种转基因工具，包括组织培养、诊断学、基因组学、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遗传工程能够加速育种

并协助减缓气候变化。转基因作物已经通过下列方式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做出贡献：对相当部分耕地的实行免耕、土壤保

持特别是湿度保持，减少杀虫剂喷洒和吸收二氧化碳。

　　６．有利于促进高效生物燃料生产
　　转基因技术具有成本效率，能够优化第一代粮食／饲料和纤维作物和第二代能源作物的单位面积生物量生产率。这能够通过

发展作物对非生物胁迫（干旱、盐度和极端温度）和生物胁迫（害虫、杂草和疾病）的抗性得到实现，同时通过改变植物新陈代谢提

高单位面积的极限产量。也可以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出更为有效的酶用于生物燃料的下游处理。美国Ｃｅｒｅｓ公司只推广了基于

生物技术的非转基因柳枝稷和高粱杂交品种（增加了纤维素含量）用于酒精生产，而其转基因品种正在研发当中。

　　７．有利于获得可持续经济效益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的最新转基因作物全球影响调查（Ｂｒｏｏｋｅｓａｎｄ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０９，即将发表）估算显示，２００７年全球转基因作物

农户的经济净收入为１００亿美元（发展中国家６０亿美元，发达国家４０亿美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的累计效益为４４０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２２０亿美元）。这些估算包括阿根廷双季转基因大豆获得的重要效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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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上面七个方面的内容体现出转基因作物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未来发展潜力极其巨大。

经济增长：转基因作物对农业国家和转型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潜力

　　２００８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的“农业发展”认为，全世界农业产值增加的２／３都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在这些国家占重

要部分。报告中划分出三种类型的国家：（１）农业国家，其农业生产占ＧＤＰ的１／３，并使用２／３的劳动力资源。该类型国家

有４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８０％的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２）转型中的国家：包括中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和罗马尼亚。其农业生产占ＧＤＰ的７％，但超过８０％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该类型

国家拥有２２亿农村人口。南亚９８％的农村人口，东亚和太平洋９６％的农村人口，和中东和北非９２％的农村人口分布在转

型中国家。（３）城市化国家，其农业比重最小，占ＧＤＰ５％或更少的比例，其贫困人口大多在城市。

　　如果没有农业增长，农业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同时也对转型中国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转

型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为２２亿，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贫困人口又超过８０％。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在农业国家利用农业作为

经济发展基础，要求对小土地所有者耕作实行生产力革命。农作物是全球粮食、饲料和纤维的主要来源，每年产量大约６５

亿吨。以往的年报表明，技术能够对作物的生产率和生产做出重大贡献，并刺激农村经济增长。最好的例子是上世纪３０年

代美国引进新的杂交玉米技术，以及６０年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的水稻和小麦的绿色革命。半矮生小麦是新的技

术产品，在６０年代绿色革命中对农村和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引擎作用，并拯救了１０亿牌饥饿困境中的人口，因此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ｏｒｌａｕｇ在１９７０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现在，９４岁高龄的 ＮｏｒｍａｎＢｏｒｌａｕｇ既是转基因作物新技术最可信赖的提倡者，也

是ＩＳＡＡＡ的热心支持者。

　　已经在中国发展并完成田间试验的转基因Ｂｔ水稻有潜力为中国１．１亿贫穷的水稻种植人口增加约１００美元／公顷净

收入，相当于解决４．４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按中国农村地区一户４人计算）。总之，转基因作物已经对提高生产力和收入做

出了重要贡献，并能够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缓解世界上小型和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

２００８年，２５个国家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面积相当于世界上１５亿公顷耕地的８％

　　２００８年，占全球６６亿人口一半以上（５５％或３６亿）的２５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获得的效益超过了２００７年的１００亿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年，占全球总耕地（１５亿公顷）面积一半（５２％或７．７６亿公顷）以上的２５个国家已经批准种植

转基因作物。２００８年，１．２５亿公顷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到了全世界耕地面积的８％。

转基因作物目前急需有效的法规体系

　　大多数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利用转基因作物的最大限制因素是缺乏有效的法规体系，从而整合１３年来的监管知识和经

验。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法规体系通常都比较繁冗，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使用该体系审核产品，因为解除管制要花费

１００万美元或更多的成本，这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当前的法规体系是１０多年前建立起来的，目的是

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在新技术处理和利用重要资源中的最初需要，而这些条件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实现少投入多产出”。根据过去１３年积累的经验知识，现在已经能够制定具有合适的成本时间比的有效的法规体

系，该体系将服务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只能适度地利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现在，为满足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而制定的是无须和不公平的苛刻标准的法规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及时地利用相关产

品，如金米，在此期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食品缺乏而致死。这是一个道德困境，法规体系的需求已经成为“一种目标而

不是手段”，非洲南部的马拉维是许多日益认识到需要采用适当有效的法规体系和国家转基因政策的诸多国家中的一个，

马拉维总统宾古·瓦·穆塔里卡也是该国的教育与科技部长，在２００８年７月的内阁会议上他批准了国家转基因政策，并与

２００２年的生物安全法相关联，提供了保证转基因程序有效执行的法规框架。在相关政策的前言里，总统说：“政府认识到，

转基因技术的关键作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贫困现象。转基因技术将促进马拉维快速实现粮食安全，创造财富和获

得社会经济发展，并加强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战略，实现２０２０年远景目标”。“该政策框架能够促进监管相关转基因产品的

发展、获取和分配，使马拉维从一个主要依靠进口和消费型的经济主体发展为制造和出口型经济主体，从而营造出一种有利

于转基因事业繁荣发展的氛围，通过已经到位的生物安全法，批准国家转基因政策将推进国家发展转基因作物的规划。

传统和转基因玉米的耐旱性：新出现的事实

　　由于耐旱性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ＩＳＡＡＡ邀请Ｄｒ．ＧｒｅｇＯ．Ｅｄｍｅａｄｅｓ、ＣＩＭＭＹＴ玉米耐旱项目前负责人，对玉米的耐旱

８

 世界银行２００８．世界发展报告，农业发展．世界银行华盛顿ＤＣ



２００９，２９（２）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等：２００８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第一个十三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性、传统和转基因方法、私人团体和公共部门的现状，做一个及时的全球范围的综述，并讨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事

态。Ｇ．Ｏ．Ｅｄｍｅａｄｅｓ发表了《玉米的耐旱性：新出现的事实》一文（全文可在ＩＳＡＡＡ网站查询），引用了多篇重要参考文献，

被本次报告为特稿以强调耐旱性状对全球的特殊重要性，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农户或农作物不需要考虑耐旱性状。如果

２０５０年全世界人口达９０亿以上，按照当前的用水比率显然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基因作物的耐旱性被认为是最重要

的性状，能够在第二个十年商业化期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成为可能。迄今为止，它是全世界范围内限制生产力增长的最主要的

约束条件。耐旱转基因玉米是当前正在研究的最为先进的耐旱作物，预计２０１２年或更早将在美国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私

人团体／公共合作部门希望２０１７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种植耐旱转基因玉米，而该地区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耐旱性状。

２００８年美国的生物燃料生产

　　２００８年美国的生物燃料生产主要是玉米乙醇，而一些生物柴油来自油料作物。估计２００８年美国全部玉米种植面积的

２９％用于乙醇制造，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２４％。因此，估计２００８年有８７０万公顷的转基因玉米用于乙醇生产，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７００

万公顷。相应的生物柴油的估算表明，２００８年大约有３５０万公顷的转基因大豆（占全部转基因大豆种植的７％）和５０００公

顷的油菜用于生物柴油生产。但没有提到巴西转基因大豆生产生物柴油产品的情况。这样，２００８年美国总共１２２０万公顷

的转基因作物用于生物燃料生产。

３０个国家同意进口转基因粮食和饲料产品，转基因作物总共在５５个国家得到批准

　　２００８年有２５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另外有３０个国家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同意进口转基因的粮食和饲料并公开销

售。总共对２４种农作物的１４４个转化体做出６７０项批准。这样，转基因作物在３０个国家被批准进口用于粮食和饲料并公

开销售，包括并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粮食进口国日本。在５５个批准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日本列首位，接下来依次为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欧盟和中国。玉米的批准的转化体最多（４４），其次是棉花（２３）、油

菜（１４）、大豆（８）。大多数国家通过了耐除草剂大豆ＧＴＳ－４０－３－２的２３项批准（欧盟的２７项作为一项批准），抗虫玉米

（ＭＯＮ８１０）和抗除草剂玉米（ＮＫ６０３）均为２１项，抗虫棉花（ＭＯＮ５３１／７５７／１０７６）１６项（迄今为止的全部６７０项批准的详细

情况请可以在本次报告中的附件中查阅）。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年日本和韩国第一次进口转基因玉米作为粮食使用，原因

是传统玉米的价格过于昂贵，日本和韩国的批准也许是其它国家做出类似决定进口转基因玉米的先兆，包括欧盟。

２００８年转基因作物市场的全球市值为７５亿美元，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７年累计市值达５００亿美元

　　２００８年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市场价值约为７５亿美元（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６９亿美元），占美国２００８年全球农作物保护市场价

值５２７．２亿美元的１４％，占２００８年美国全球商业种子市场价值３４０亿美元的２２％，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的价值基于转基因

种子的销售价格加上相应的技术费用。由于转基因作物在１９９６年第一次实现商业化，累计１２年的全球价值估算为４９８亿

美元，这无疑是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预计２００９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价值可达８３亿美元。

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第二个十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中未来七年的展望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发展中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利用取决于三个主要问题：（１）建立并有效运作合适的、负责的和高效的法

规体系；（２）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对转基因作物的支持，转基因作物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购买的、能够安全供应的食品、饲料和

纤维，２００８年明显出现了对转基因作物的广泛而现实的支持意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３）持续扩大转基因作物供应，并且

能够优先满足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更多需求。

　　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第二个十年中未来七年的展望，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５年前景光明，２００５年ＩＳＡＡＡ预测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

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量、面积和受益农民都将翻番，农户增长的潜力从最少２０００万农户至２０００万的几倍，而这取决

于转基因水稻何时得到首次批准。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１５个或更多的转基因作物国家计划第一次种植转基因作物，按照ＩＳＡＡＡ在

２００５年的预测，全球转基因作物国家将在２０１５年增加至４０个。这些国家可能包括３到４个亚洲国家，３到４个东非和非洲南

部国家，３－４个西非国家，１－２个北非和中东国家。在拉丁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九个国家已经实现转基因作物商业

化，扩展的空间较小，但是从现在开始至２０１５年，该地区可能有２－３个国家第一次种植转基因作物。在东欧，可能会新增包括

俄罗斯在内的６个转基因种植国家，俄罗斯的转基因马铃薯开发处于先进水平，并且是这几个东欧国家中具有潜力的国家。

西欧较难预测，因为欧洲的转基因作物问题与科技无关，而是一种政治性问题，并受到激进分子团体意识形态的影响。

　　转基因作物的优势是能够生产出更多可购买和质量更好的食品，保证全球食品的安全供应，并预计在２０１５年使转基因

作物的种植面积翻倍为２亿公顷，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当前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的种植面积增加的潜力相当大，具体体现在２００８年的转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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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１．２５亿公顷，这与总计３．１５亿公顷的潜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相比几乎相差２亿公顷。通过转基因水

稻和耐旱性状，分析转基因作物在全球的进一步利用。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实现产量明显增加，生产过程能够防止虫害、杂草

和疾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第二代转基因作物能够促使农户进一步提高产量。ＲＲ２大豆于２００９年投入使用，这是众多第二

代产品的首次使用。ＲＲ２将进一步增加７％－１１％的产量，这是由于其基因编码了高产性状。质量改良性状也将更为普

遍，并与日益增多的营养改良性状一起，提供更加丰富的性状组合。

　　其次，从现在开始至２０１５年，将出现几种新的转基因作物在全球少量、中等规模和大面积种植，并展示了农艺和质量性

状，如单一和复合性状产品。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并且等待投入利用的新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水稻：主要具有抗害虫和疾

病的性状，并在中国开展了田间试验，现正等待中国的管理部门的批准，而金米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实现商业化。水稻在三个主要

种类中具有独特性（水稻、小麦和玉米），它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世界上超

过９０％的水稻是由亚洲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在种植和消费，２．５亿亚洲家庭现在种植的水稻平均不足０．５公顷。在２０１５年

之前其它几种中等面积的作物预计将得到批准，包括：具有抗病虫害和质量改良的可用于工业用途的马铃薯、具有质量和农艺

性状的甘蔗和抗病香蕉。一些转基因孤生作物预计能够实现，比如Ｂｔ茄子可能在随后的１２个月内在印度首次成为转基因粮

食作物，并可能使１４０万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受益。蔬菜作物如转基因番茄、椰菜、甘蓝、秋葵等要求使用大量的杀虫剂的

品种（可以通过转基因产品明显减少杀虫剂）也正在开发中。能够使穷人受益的转基因作物如转基因木薯、甘薯、和落花生也

可选种。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种这样的产品正由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国家或国际机构进行研究。这些广泛组合的新转基因

作物的的开发，预示着转基因作物在全球持续的发展，ＩＳＡＡＡ预计在２０１５年达到２亿公顷面积，由２０００万或更多的农户种植。

　　和第一个十年相比，第二个商业化十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的特点是将更多体现在亚洲和非洲的增长上，而第一个十

年是美洲的增长，复合性状将得到持续快速增长，特别在北美和在巴西的强势增长。根据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经验，如轮作和

抗性管理仍然十分关键，同前十年实践的情况一样。必须采用持续的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是第二个

十年成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展的主要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利用转基因技术增加第一代粮食／饲料作物和第二代能源

作物（生物燃料）的效率将都将面临机遇和挑战。由于生物燃料战略必须以国家为基础开发，所以必须优先考虑粮食安全

问题，并不因利用粮食和饲料作物生产生物燃料而受到危害。存在粮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不当地利用粮食、饲料作物、甘

蔗、木薯和玉米制作生物燃料，而这些作物的效率不能通过转基因技术和其它方法得到提高，将对粮食安全的目标构成危

害，因此，粮食、饲料和燃料目标都必须得到适当满足。在生物燃料中作物转基因技术的关键作用是成本效率，并且优化单

位面积的生物产量和生物燃料的产量，这将保证提供更多买得起的燃料。但是到现在为止，转基因作物最重要的潜在作用

是它们对人道主义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即在２０１５年保证实现价格低廉的粮食的安全供应并将贫穷和饥饿减少５０％。

　　２００８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强调：“农业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即在２０１５年使遭受严重饥饿和贫穷的人口减少一

半”。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四个人中就有三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主要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报告认

为，除非对在非洲的成千上万的农户进行一场农业生产力革命，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否则战胜贫困不可能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实现。同时，报告也注意到了亚洲快速经济增长的事实，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创造了大多数的财富，但是仍然有６

亿农村人口（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８亿人口相当）生活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亚洲的农村贫困状况仍然对成千上万的农村

人口构成生命威胁。现在贫困现象７０％出现在农村地区，全世界最贫困的人群是小型和资源匮乏的农户和农村无土地者，他

们凭借艰苦劳动维持生计。最大的挑战是把农业中的贫困问题转化为缓解贫困的机遇，即让资源匮乏的农户共享来自发达和

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农作物生产力，从而增加收入。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技术

和信息的革命对利用农业促进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但应注意，如果政治意愿和国际援助没有到位的话，发展中国家

将很容易就失去快速传播的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特别是更容易引起争议的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鼓舞人心的是，已经能够

看到发展中国家日渐增强的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政治意愿（Ｇ８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这种日渐增强的政治意愿以及引导农户

从事转基因作物生产的思路在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体现尤为明显，本期报告中重点介绍了这些国家。如果未能对转基因作物

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支持，这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构成危害，有可能失去唯一的机会，并从此在农作物生产方面永远落后

而失去竞争力，这对于缓解１０亿资源匮乏的农户和农村无土地人口的贫困状况而言，是十分可怕的。他们的生活更确切地说

他们的生存主要依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而农作物正是发展中国家５０多亿人口的主要粮食和物质来源，这５０多亿人口中处

于极度贫困和饥饿的人口比例非常大，而这种状况在和谐社会中是不会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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