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８

ＤＯ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１０．１３５２３／ｊ．ｃｂ．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专　　稿

２０１３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注１：本文版权属于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ｂｉｏｔｅｃ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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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报告全文请联系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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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有观点以及任何遗漏之处由作者承担全部责任。

　　注３：本文中的种植面积在某些情况下为四舍五入的近似值，某些数字、总计、估值的百分比可能有小幅的变化。因为四舍五入，估值的

百分比加起来可能不会恰好等于１００％。

　　注４：南半球国家通常在阳历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种植转基因作物，本文中所指的种植面积不一定是该年的收获面积。以阿根廷、巴西、

澳大利亚、南非及乌拉圭为例，２０１３年的种植面积通常是指２０１３年最后一个季度种植且在２０１４年第一季度收获的作物面积。因此，对于南

半球国家来说，其估计值为预测值，通常会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注５：本文所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指经官方批准种植的产品的种植面积，不包括未经官方批准的任何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

　　献给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发起人诺曼·博洛格博士，以纪念其诞

辰一百周年（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继续增加，超过了１．７５亿公顷，发展中国家已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图１）。

图１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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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１８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增加

　　２０１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１．７５３亿公顷，比２０１２年的１．７亿公顷增长了３％，即增加了５００万公

顷。在连续１７年的非凡增长，特别是其中有１２年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之后，２０１３年是转基因作物种商业化的第

１８年（１９９６－２０１３）。

　　生物技术是应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

　　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１００倍以上，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７０万公顷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７５亿公顷，使转

基因作物成为现代农业史上采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从农民和消费者的收益来讲，其采用率不言而喻。

　　全球数百万不愿冒险的农民（农户规模有大有小）都断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收益高，因此再次种植率为１００％

　　在１９９６－２０１３年这１８年间，全球３０多个国家数百万农民以空前的比例种植了转基因作物，这些农民独立作

出了１００多万次种植和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决定，累计种植面积超过１６亿公顷，这个面积大体相当于或者超过美

国或中国１５０％的国土面积。能够使得不愿冒险的农民对转基因作物产生如此信任和信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转

基因作物带来了可观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及环境益处，２０１１年在欧洲进行的综合研究再一次证实了转基因作物

的安全性。

　　２７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

　　２０１３年２７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图２），１９个为发展中国家，８个为发达国家。排名前十位的国家种植

转基因作物的面积均超过１００万公顷，８个为超过１００万公顷的发展中国家，这为将来转基因作物的多样化持续发

展打下了广泛的基础。世界人口的６０％即约４０亿人居住在这２７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中。

　　孟加拉首次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Ｂｔ茄子），而埃及的形势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审核暂停

　　２０１３年孟加拉国首次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Ｂｔ茄子），而埃及的形势使政府暂停了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审核。

孟加拉国的批准非常重要，因为它为其它小而贫穷的国家树立了典范，并且打破了印度和菲律宾审批商业化种植

Ｂｔ茄子的僵局。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发展中国家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也批准在２０１４年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

　　１８００万农民从转基因作物中获益，其中９０％为资源匮乏的小农户

　　与２０１２年的１７３０万农民相比，２０１３年有创纪录的１８００万农民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其中９０％以上（即１６５０

万）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匮乏的小农户。中国有７５０万农民受益于转基因作物，而印度有７３０万受益的农民。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２年的最新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农民从中获利１５３亿美元，而印度农民获利１４６亿美元。除经济收益

外，种植转基因作物使得杀虫剂的喷洒数量降低了一半，因此减少了农民暴露于杀虫剂，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连续两年超过了发达国家

　　２０１３年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农民共计种植转基因作物９４００万公顷，即全球１．７５亿公顷转基因作物种植

面积的５４％（２０１２年这一比例为５２％），而发达国家８１００万公顷的种植面积占４６％（２０１２年发达国家的这一比

例为４８％）。因此，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３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种植面积差距从７００万公顷增加到１４００

万公顷，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１９９６年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之前，有人曾断言转基因作物只适用于发达国家，不会

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金薄弱而贫穷的农民接受和应用。

　　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２年间，发达国家获得的累计经济效益为５９０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经济效益为５７９亿美元。

此外，２０１２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益为 ８６亿美元，占全球 １８７亿美元的 ４５．９％，而发达国家为 １０１亿美元

（Ｂｒｏｏｋｅｓ与 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１４年即将出版）。

　　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２７％

　　１３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在２０１３年种植了两个或以上性状的转基因作物，其中１０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３

年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４７００万公顷，占全球的２７％，比２０１２年４３７０万公顷有所增加。更多性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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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３４（１） 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３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图２　２０１３年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和主要种植国

基因作物的种植将稳定增长。

　　前五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中国家分布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

　　前五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中国家是亚洲的中国和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非洲的南非，共种

植８２７０万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７％，并且这五个国家的人口约占全球７０亿人口的

４１％。在２１００年前，全球人口将达到１０１亿。值得注意的是，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到２１００年将可能从目

前的１０亿（占全球人口的１５％）逐步增加到３６亿（占全球人口的３５％）。高昂的粮食价格使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巨

大挑战，而转基因作物会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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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０１４

　　巴西仍然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增长引擎

　　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方面，巴西达到了４０３０万公顷（比２０１２年的３６６０万公顷增长１０％），仅次于美国，在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中排名第二。巴西正在成为全球强有力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领导者。２０１３年，巴西连续五

年带动了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其增长率超过其它任何国家。巴西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

作物种植面积（１．７５亿公顷）的２３％（比２０１２年的２１％有所增加），巩固了其在转基因作物方面的地位并且逐步

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快速审批制度使得巴西能够快速进行转基因品种审批。２０１３年巴西首次开始２２０万公顷

抗虫和耐除草剂复合性状大豆的商业化种植。值得注意的是，年预算为 １０亿美元的巴西农业研究组织———巴西

农业科学院（ＥＭＢＲＡＰＡ）研发的转基因抗病毒大豆获批于２０１５年进行商业化。

　　美国仍是转基因作物种植国中的领先者

　　美国仍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的领先生产者，种植面积达到７０２０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４０％），主要转基因

作物的平均采用率约为９０％。２０１３年加拿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１０８０万公顷，比２０１２年的１１６０万公顷有

所下降，因为该国农民们减少了８０万公顷的油菜种植面积，转而种植了更多的小麦，这是一个合理的行为。２０１３

年转基因油菜在加拿大的采用率仍然很高，达到了９６％。澳大利亚因为缺水而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了大

约１０万公顷，但采用率仍然高达９９％。

　　印度和中国继续扩大 Ｂｔ棉花种植面积

　　印度 Ｂｔ棉花种植面积创历史新高，达到１１００万公顷，采用率为９５％；中国７５０万资源匮乏的小农户种植了

４２０万公顷的Ｂｔ棉花，采用率为９０％，平均每户农民种植０．５公顷的Ｂｔ棉花。

　　非洲的进展

　　非洲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方面继续取得进步。南非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基本保持在与２０１２年相同的水平，

为２９０万公顷。布基纳法索和苏丹大量增加了Ｂｔ棉花的种植面积。布基纳法索的Ｂｔ棉花种植面积从３１３７８１公

顷增加到４７４２２９公顷，增长了５０％以上。苏丹在Ｂｔ棉花商业化种植的第二年将种植面积从２０１２年的２万公顷

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２万公顷。令人鼓舞的是，２０１３年另外７个非洲国家（喀麦隆、埃及、加纳、肯尼亚、马拉维、尼

日利亚和乌干达）开始进行大范围（从棉花、玉米到香蕉和豇豆）新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包括数种孤生作物，例

如土豆。非洲节水玉米项目（ＷＥＭＡ）有望最早于２０１７年在非洲首次种植转基因耐旱玉米。

　　欧盟

　　五个欧盟国家（同去年）Ｂｔ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１４８０１３公顷，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１８９４２公顷，即增加

１５％。西班牙在欧盟国家中Ｂｔ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占欧洲 Ｂｔ玉米种植面积的９４％，达到创纪录的１３６９６２公

顷，增加了１８％。葡萄牙由于种子不足种植面积减少了１０００公顷，罗马尼亚的种植面积与２０１２年相同，捷克和斯

洛伐克种植面积有所减少，是由于对于农民们来说非常繁杂、苛刻的欧盟报告程序所致。

　　转基因作物对粮食安全，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２年，转基因作物通过以下方式为粮食安全、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使作物产值增

加１１６９亿美元，保护环境，节约４．９７亿公斤的农药活性成分（ａ．ｉ．）；仅２０１２年一年就减少２６７亿公斤二氧化碳

排放，相当于每年在公路上减少１１８０万辆汽车；在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２年节约１．２３亿公顷土地，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帮助

超过１６５０万小型农户及其家庭（即６５００万人口，他们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缓解了贫困；使生产力／生产能

够在现有的全球１５亿公顷耕地上实现增长，因此保护了森林和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是必要的，但并不是万能

的。对待转基因作物仍要像对待传统作物一样，坚持采用良好的耕作实践，例如轮作管理和抗性管理。

　　转基因作物对可持续性的贡献

　　转基因作物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促进粮食、饲料和纤维安全及自足，包括通过持续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高农民经济收益，提供更多实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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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３４（１） 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２０１３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粮食。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７年间，转基因作物在全球产生了大约１１６９亿美元的农业经济收益，其中 ５８％是由于

减少生产成本（耕犁更少、农药喷洒更少以及劳动力更少）所得的收益，另外４２％来自 ３．７７亿吨可观的产量收益。

２０１２年总收益为１８７亿美元，其中 ８３％来源于产量增加（相当于 ４７００万吨），１７％是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

（Ｂｒｏｏｋｅｓ和 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１４年即将出版）。

　　保护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作物是一种节约耕地的技术，可在目前１５亿公顷的可耕地上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有助于防止砍伐

森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国家每年流失大约１３００万公顷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如果在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１２年间转基因作物没有产出３．７７亿吨额外的粮食、饲料和纤维，那么需要增加１．２３亿公顷（Ｂｒｏｏｋｅｓ和 Ｂａｒｆｏｏｔ，

２０１４年即将出版）土地种植传统作物以获得相同产量。这增加的１．２３亿公顷耕地中的一部分将极有可能需要耕作

生态脆弱的贫瘠土地（不适合作物生产的耕地）和砍伐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将会因此遭到破坏。

　　有利于减轻贫困和饥饿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棉花已经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为超

过１６５０万资源贫乏的小农户的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这一贡献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第二个十年中的最后两

年还将继续增强。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５年间，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玉米将是主要的转基因作物。

　　减少农业的环境影响

　　传统农业对环境有严重影响。使用生物技术能够减少这种影响。例如：显著减少农药喷洒，节约矿物燃料，通

过不耕作或少耕作土地减少 ＣＯ２排放，通过使用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实现免耕、保持水土。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１２年，农

药活性成分（ａ．ｉ）累计减少了４．９７亿公斤，少用了８．７％的农药。根据环境影响系数（ＥＩＱ）的测量，这相当于少用

了１８．５％具有相关环境影响的农药。ＥＱＩ测量为综合型测量，基于各种对单个活性成分的净环境影响做出贡献的

因素。仅２０１２年一年，就减少了 ３６００万公斤 ａ．ｉ（相当于少用了 ８％的农药）以及 ２３．６％的 ＥＩＱ（Ｂｒｏｏｋｅｓ和

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１４年即将出版）。

　　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对全球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产生主要影响。目前全球７０％的淡水被用于农业，这在未

来显然不能承受，因为到２０５０年世界人口将增长３０％，从而超过９０亿。首个具有抗旱性状的转基因玉米杂交品

种于２０１３年在美国开始商业化，并且首个热带抗旱转基因玉米预计将于２０１７年之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始

商业化。抗旱性状作物将对世界范围内的种植体系的可持续性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干旱比发达国家更为普

遍和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及减少温室气体

　　迫切关注环境问题就需要关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可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减缓气候变化。首

先，通过减少使用矿物燃料、杀虫剂和除草剂，永久性地减少 ＣＯ２的排放。２０１２年预计减少了２１亿公斤ＣＯ２排放

（相当于路上行驶汽车的数量减少了９４万辆）；其次，种植转基因作物属于保护性耕作（由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带

来的少耕或免耕），使得２０１２年的额外土壤碳吸收相当于减少了２４６．１亿公斤的ＣＯ２或１０９０万辆上路行驶的汽

车。因此在２０１２年，通过吸收方式，永久性和额外减少了共计２６７亿公斤的 ＣＯ２，相当于减少了１１８０万辆上路行

驶的汽车（Ｂｒｏｏｋｅｓ和 Ｂａｒｆｏｏｔ，２０１４年即将出版）。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预计干旱、洪涝以及气温变化灾害将更为频繁且更为严重，因此，有必要加快作物

改良项目，开发能很好适应更快气候条件变化的品种和杂交品种。目前几种农业生物技术包括：组织培养、诊断

法、基因组学、分子标记辅助选择（ＭＡＳ）和转基因，可以用于“加速育种”和帮助缓解气候变化影响。

　　氮的使用效率

　　每年大约有１亿吨氮肥被施于作物，其年成本为５００亿美元。高达一半的氮肥未被作物吸收，造成了污染，特

别是对水路的污染。传统方法和生物技术方法都用于提高氮肥的利用效率，有证据表明新技术在使用５到１０年

后可以节约高达一半的氮肥施用，而不会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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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作物的监管和标识

　　缺乏适宜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管制度是采用转基因作物的主要限制因素，小而贫穷的发展

中国家迫切需要建立可靠、严谨又不繁琐的监管制度，而它们现在则完全受困于高的开发成本和审批成本。值得

注意的是，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６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否决了要求“强制性标识转基因食品”的第３７号提案，最

终投票结果为反对票占５３．７％，支持票占４６．３％。２０１３年在华盛顿州举行的类似投票也取得了同样的结果，反对

票占５５％，支持票占４５％。

　　转基因作物的批准情况

　　从１９９４年起至今，共计３６个国家和地区（３５个国家＋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得到监管机构批准转基因作物用于

食物、饲料、环境释放或者种植。这３６个国家和地区涉及２７种转基因作物、３３６个转基因事件的２８３３项监管审批

已经获得主管当局签发的批文。其中１３２１项审批关于转基因作物用于食品（直接使用或进行加工处理），９１８项

审批关于转基因作物用于饲料（直接使用或进行加工处理），５９９项审批关于转基因作物种植或释放到环境中。批

准转基因作物事件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位居第一（１９８个转基因作物事件），其次为美国（１６５个，不包括复合性

状）、加拿大（１４６个）、墨西哥（１３１个）、韩国（１０３个）、澳大利亚（９３个）、新西兰（８３个）、欧盟（７１个，包括已到期

或在重新审批过程中的事件）、菲律宾（６８个）、台湾地区（６５个）、哥伦比亚（５９个）、中国（５５个）和南非（５２个）。

玉米是获批事件最多的作物（在２７个国家中有１３０个事件），其次是棉花（在２２个国家中有 ４９个事件）、马铃薯

（在１０个国家中有３１个事件）、油菜（在１２个国家中有３０个事件）及大豆（在２６个国家中有２７个事件）。在最多

的国家和地区获批的作物事件是耐除草剂大豆事件ＧＴＳ－４０－３－２（２４个国家 ＋欧盟２７国的 ５１次批准），其次

是抗虫玉米事件ＭＯＮ８１０（２３个国家＋欧盟２７国的４９次批准）、耐除草剂玉米事件ＮＫ６０３（２２个国家＋欧盟２７国

的４９次批准）、抗虫玉米事件Ｂｔ１１（２１个国家＋欧盟２７国的４５次批准）、抗虫玉米事件ＴＣ１５０７（２０个国家＋欧盟

２７国的４５次批准）、抗除草剂玉米事件ＧＡ２１（１９个国家＋欧盟 ２７国的４１次批准）、抗除草剂大豆事件 Ａ２７０４－

１２（１９个国家＋欧盟２７国的３７次批准）、抗虫玉米事件ＭＯＮ８９０３４（１９个国家＋欧盟２７国的３６次批准）、抗虫棉

花事件ＭＯＮ５３１（１７个国家＋欧盟２７国的３６次批准）、抗除草剂叠加抗虫事件ＭＯＮ８８０１７（１９个国家＋欧盟２７国

的３５次批准）以及抗虫棉花事件ＭＯＮ１４４５（１５个国家＋欧盟２７国的３４次批准）。

　　２０１３年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值约为１５６亿美元

　　根据２０１１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一个新转基因作物／性状的发现、开发和批准的成本为１．３５亿美元。根据

Ｃｒｏｐｎｏｓｉｓ估计，２０１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价值为１５６亿美元（比２０１２年的１４８．４亿美元有所增加），占全球作

物保护市场７１５亿美元的２２％，占商业种子市场４５０亿美元的３５％。预计全球已收获的最终商业产品（转基因作

物和其它收获的产品）的收入为转基因种子单独价值的１０倍以上。

　　世界粮食奖对认可转基因技术所产生的影响

　　世界粮食奖（ＷｏｒｌｄＦｏｏｄＰｒｉｚｅ，ＷＥＰ）是表彰那些改善全球粮食的质量、数量或者可获得性从而促进人类发展

的个人的最重要国际奖项。２０１３年获此殊荣的是三位独立发现基因工程改良作物的分子技术的生物技术专家。

　　作为世界粮食奖的创始人、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的倡导者和１９７０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诺曼·博洛格曾

对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表达了他的观点：生物技术专家不应因为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而被排除在世界粮食奖的获

奖者之外，应该根据他们的功绩和对全球粮食安全以及缓解贫困的贡献来考虑为其颁发此奖。

　　２０１３年世界粮食奖授予三位国际知名生物技术专家：马克·冯·蒙塔古（ＭａｒｃＶａｎＭｏｎｔａｇｕ）、玛丽·戴尔·

奇尔顿（ＭａｒｙＤｅｌｌＣｈｉｌｔｏｎ）和罗伯特·法雷利（ＲｏｂｅｒｔＦｒａｌｅｙ），他们都在各自的作物生物技术领域内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三位获奖者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其独特的方法确立了基因通过土壤杆菌遗传转化从其它物种向目标

作物转移的科学。马克·冯·蒙塔古及其同事杰夫·谢尔在１９７４年首次发现细菌携带 Ｔｉ－质粒（植物根癌土壤

杆菌质粒），他们对其结构和功能（这种功能导致外源基因向植物内部的稳定转移）做了彻底的研究。玛丽·戴尔

·奇尔顿及其研究团队发现这个质粒中有一个片段，即转移 ＤＮＡ（Ｔ－ＤＮＡ），能够被处理并且被转移到被感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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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细胞的基因组中，她的工作证明，与传统植物种植相比，可以对植物基因组进行更加精确地操纵。罗伯特·法雷

利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前两位获奖者的研究进展之上，他的团队分离出一个细菌标记基因（由植物细胞表

达）。这成为开发ＲｏｕｎｄｕｐＲｅａｄｙ大豆的科学基础。三位获奖者的工作奠定了植物细胞转化技术的基础，而该技

术能够开发出大量增产、抗病抗虫、耐极端气候变化的基因增强型作物，他们的成就为增加粮食的数量和可获得性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位获奖者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与公众一起分享和交流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知识。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

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具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在２０００年就在全球公众中发起了广泛的关于这类知识的分享活动。ＩＳＡＡＡ

的《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年度报告连续１７年被做为全球引证转基因作物最广泛的出版物。

该报告的主要信息空前地覆盖了全球５０多个国家和语言的３０亿人口，通过多媒体渠道进行知识分享从而覆盖全

球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ＩＳＡＡＡ全球知识中心（ＫＣ）组织的知识分享方面的其它补充活动包括：各种

教育／学习资料（包括发送给１４０个国家的订阅者的视频、图片及每周时事通讯《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周报》）和用户

友好型网站。此外，ＩＳＡＡＡ还连续在发展中国家组织一系列研讨会以满足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在作

物生物技术方面的各种变革需求。ＩＳＡＡＡ同三位获奖者一样都认为知识分享对全球增进对转基因作物的了解、接

受和采用非常重要。

　　２０１３年世界粮食奖有助于为科学界和公众对争论１０年或者更久的主要问题的观点一致性进行改进性衡量。

例如，公众意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相信基于科学的评估。该评估确认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并且对生产

者和消费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即生产力和环境效益方面的意义。类似地，随着绿色和平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

穆尔（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ｏｏｒｅ）的新的成功道德运动“允许黄金大米”（ＡｌｌｏｗＧｏｌｄｅｎＲｉｃｅ）取得进展，不能否认黄金大米能够

帮助数百万营养不良的儿童（否则这些儿童将会永久失明和死亡），这一观点在公众支持方面的变化很明显。

　　未来展望

　　正如预期的一样，２０１３年主要转基因作物在发达国家继续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采用率维持在９０％的最佳

比例，已很少或者无增长空间）的成熟转基因作物市场也继续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太成熟的转基因作物市场

的采用率的增长，例如在布基纳法索（２０１３年增长率＞５０％）、苏丹（２０１３年增长率＞３００％）在２０１３年表现非常强

劲。在第五个连续增长年度，巴西出现了３７０万公顷的种植面积的增长，即２０１３年比２０１２年增加了１０％。

　　在与生物技术有关的科学领域存在谨慎乐观：转基因作物（包括主要作物和孤生作物）都越来越被社会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假定全球人口（主要位于南半球）在２１００年前达到１００亿，那么发展中国家供养其人口的任

务就会十分艰巨，用过去的技术无法供养全世界未来的人口。

　　大米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玉米却是其最重要的饲料。估计中国有１亿农户（以每户４人计算，共有４亿潜在

受益者）种植了３５００万公顷玉米。能够增加动物磷酸盐摄取的植酸酶玉米（Ｐｔ玉米）增加了肉类生产的效率，对

新型养殖非常重要和有必要，因为中国越来越繁荣并且消费的肉类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更多昂贵的进口玉米。中

国有５亿头猪（全球生猪存栏量的一半）和１３０亿只鸡、鸭和其它家禽需要饲养。考虑到对玉米的巨大需求和进口

的不断增加，转基因玉米作为一种饲料作物可能是中国最先商业化的作物，符合中国对纤维、饲料和粮食的选择。

６０多位院士最近重申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对中国及其承诺的战略重要性。中国已经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批准了

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生物安全证书，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内的亚洲其它的玉米种植国已经进行了ＨＴ／Ｂｔ玉米

的田间试验并且可能在近期内（２０１５年）对其进行商业化。

　　根据规定，对亚洲国家非常重要的另一个产品是黄金大米（菲律宾已经准备好将于２０１６年向农民发布），孟加

拉也给予了该产品高的优先等级。开发黄金大米也用于解决越南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该问题每年导致２５０万儿

童濒临死亡以及另外５０万儿童永久失明。帕特里克·穆尔表示，拒绝向营养不良的儿童供应黄金大米是“一种违

反人道罪”，在道义方面，黄金大米势在必行。

　　转基因耐旱玉米采用率在美洲的提高，以及将该技术转让给一些非洲国家都非常重要。巴西农科院开发的抗

病毒豆类将在２０１５年上市，２０１３年发布的既抗虫又抗除草剂的大豆有望短时间内在巴西及其邻国达到高的采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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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有三个国家即南非、布基纳法索和苏丹已经成功进行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正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田

间试验的另外七个国家未来有望批准其商业化。最有前途的主要产品———转基因棉花和玉米的测试结果良好，正

等待监管审批，ＷＥＭＡ抗旱玉米计划于２０１７年推广，近期内有望批准数种孤生作物（例如抗虫豇豆）中的一种，使

农民们尽早受益。

　　尽管转基因作物被认为是作物改良项目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提高准确性和速度的非转基因的基因组

编辑工具如ＺＦＮ（锌指核酸酶）和ＴＡＬＥＮｓ（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遵守良好的

农耕操作比如轮作和抗性管理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最后，必须注意的是预计未来几年会出现中等

的年度收益和持续的稳定水平。这是由于主要转基因作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到最佳采用率（＞９０％），

提高空间有限。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转基因作物，中等种植面积的作物（例如，种植面积为２５００万公顷的甘

蔗），特别是种植面积巨大的作物（例如种植面积为１．６３亿公顷的大米和种植面积为２．１７亿公顷的小麦）潜在的

种植面积将会增加。公共和私人部门不断增加的产品组合和也将促进种植面积的增加，转基因作物事件将增加以

改善健康和更好的生活质量为特点的品质性状。

　　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兼ＩＳＡＡＡ创立赞助人诺曼·博洛格的遗产

　　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诺曼·博洛格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将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举行。使１０亿人免受饥饿的博

洛格博士因其半矮秆小麦技术对于缓解饥饿的影响于１９７０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还是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

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倡导者，因为他知道这类作物在供养未来全球人口方面的关键重要性。以下是诺曼·博洛格

２００５年在转基因作物方面提出的建议，如同２００５年一样，它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在十年前我们见证了植物转基因技术的成功，这一技术帮助全世界的农民在减少杀虫剂和水土流失的同时

获得了更高的产量。具有全球一半人口的国家证实了这种生物技术的收益和安全性，我们需要那些农民们仍然别

无选择地使用陈旧、低效的方法进行种植的国家的领导人拿出勇气，绿色革命和现在的植物生物技术正帮助我们

在为下一代保护环境的同时满足对粮食生产的需求。”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