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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２０１６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作者按：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出版了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年度
回顾，即ＩＳＡＡＡ简报，本文是这一系列的第２１期，记载了以下最新信息：２０１６年转基因作物的应
用和分布的全球数据，自１９９６年（商业化的第一年）以来的累计数据、国家状况、转基因作物的批
准动态，以及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和全球的未来技术展望。ＩＳＡＡＡ简报因其可靠性和准确性成

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内最常被引用的参考文献之一。自从１９９６年应用转基因作物以来，
ＩＳＡＡＡ成为这一信息的最突出的单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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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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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第一次发表了一项声明，支持生物技术，谴责以吹毛求疵的姿

态反对这项技术和黄金大米的批评者。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食物与政策研究所、２０国集团以及可持续农

业２０３０议程指导下的其它类似机构均致力于在１５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解决饥饿和营养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

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发表了一份针对１９９６年以来有关转基因作物的９００项研究的综述，发现转基因作物和传

统作物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的风险方面没有区别。迄今２０多年来，转基因作物在安全使用和消费方面没有

瑕疵记录。后代将更多的受益于提高产量、改良营养并在食用和环境方面更具安全性的转基因作物具有更广泛的

选择空间。

１　２０１６年转基因作物应用概况

　　２０１６年转基因作物的全球种植面积达到峰值（１．８５１亿公顷）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２１年之后的２０１６年，２６个国家种植了１．８５１亿公顷转基因作物，比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９７亿公

顷增加了５４０万公顷，即增加了３％，除２０１５年以外，这是第２０个增长年份。

　　２０１６年转基因作物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

　　转基因作物扩展到了四大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以外，为全球许多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些转基

因作物包括已经上市的甜菜、木瓜、茄子和马铃薯，以及２０１７年将要上市的苹果。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主粮作物，

而茄子是亚洲消费排名第一的蔬菜，防挫伤和防褐变的苹果和马铃薯有助于减少食物浪费。另外，公共研究机构

进行的包括水稻、香蕉、马铃薯、小麦、鹰嘴豆、木豆、芥菜和甘蔗在内的研究已经进入评估晚期，可能为消费者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将使农民和消费者受益的在产品线中的新转基因作物及性状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迎合农民和消费者的新转基因作物及性状正在进行田间试验。这包括作为主粮的作物及

性状，例如：正在菲律宾和孟加拉进行试验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乌干达的抗束顶病毒转基因香蕉，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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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抗枯萎病转基因香蕉和正在进行田间试验的抗病、抗旱、含油量和谷粒成分改变的转基因小麦，英国的高产

和高生物质含量小麦，乌干达的抗晚疫病马铃薯品种Ｄｅｓｉｒｅｅ和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欧盟的防挫伤和更少丙烯酰胺产生的抗晚

疫病、抗线虫马铃薯品种ＭａｒｉｓＰｉｐｅｒ，印度的抗虫鹰嘴豆和木豆；还包括作为主要蔬菜和油料来源的作物和性状，比

如印度的转基因芥菜，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抗旱甘蔗，以及欧盟的富含Ω３的亚麻荠。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增加了１１０倍，累计达到２１亿公顷

　　２０１６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７０万公顷增加到１．８５１亿公顷，增加了１１０倍，这使生物

技术成为近年来应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２１年间（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面积累计达

到了２１亿公顷。

　　２６个国家（１９个发展中国家和７个发达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

　　２６个国家种植了１．８５１亿公顷转基因作物，其中１９个为发展中国家，７个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种植面

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１．８５１亿公顷）的５４％，而发达国家的种植面积占４６％。

　　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５０％

　　四大主要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的种植面积下滑，但仍然是２６个国家中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最大，为９１４０万公顷（比２０１５年的９２７０万公顷减少了１％），占全球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

积的一半。从全球单个作物的种植面积来看，２０１６年转基因大豆的应用率为７８％、转基因棉花的应用率为６４％、

转基因玉米的应用率为２６％，转基因油菜的应用率为２４％。

　　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１％，仅次于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占比为４７％）

　　除草剂耐性是转基因大豆、油菜、玉米、苜蓿和棉花的主要性状，但随着复合性状（抗虫、耐除草剂和其它性状

的结合）的增加，耐除草剂作物的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６年耐除草剂作物的种植面积为８６５０万公顷，占全球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７％。另一方面，２０１６年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２９％，从２０１５年的５８４０

万公顷增加到７５４０万公顷，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１％。

　　种植面积占到了９１％的五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中，３个为发展中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印度），两个为发达国

家（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的领先者。２０１６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７２９０万公顷，其次为巴西

（４９１０万公顷）、阿根廷（２３８０万公顷）、加拿大（１１６０万公顷）和印度（１０８０万公顷）（表１，图１），总的种植面积

为１．６８２亿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９１％。

　　美国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一直是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领导者。２０１６年美国种植的约７３００万公顷转基因作物

中，玉米为３５０５万公顷、大豆３１８４万公顷、棉花３７０万公顷，其它转基因作物包括：苜蓿１２３万公顷、油菜６２万公

顷、甜菜４７万公顷以及少量的抗病毒木瓜和南瓜（每种１０００公顷）和防褐变的ＩｎｎａｔｅＴＭ马铃薯（２５００公顷）。美

国农业部的估算表明三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达到或接近最佳应用率：大豆９４％（与２０１５年相同）、玉米

９２％（与２０１５年相同）、棉花９３％（比２０１５年下降了１％）①，平均采用率为９３％。２０１６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面积比２０１５年增加了３％，表明２０１５年因玉米和棉花的低市场价格导致的种植面积的小幅减少是暂时的，２０１６年

全球价格的恢复、对牲畜饲料、粮食加工和生物燃料的需求导致的国家间贸易的活跃使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

重新回到了正轨。

　　巴西仍然保持着全球第二的排名，仅次于美国，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４９１０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

２７％，比２０１５年的４４２０万公顷增加了１１％，即增加了４９０万公顷。这一增长是截止到２０１６年为止全球所有国家

中最高的，因而使巴西成为全球转基因作物增长的引擎。巴西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包括：３２７０万公顷转基因大豆，

１５７０万公顷转基因玉米（夏季玉米和冬季玉米），以及８０万公顷转基因棉花。预计巴西这三种作物的总种植面积

为５２６０万公顷，其中４９１４万公顷即９３．４％为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应用率比２０１５年９０．７％提高了２．７％。与

２

① （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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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类似，三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９３．４％）几乎达到了最佳水平。抗虫／耐除草剂（ＩＲ／ＨＴ）的 ＩｎｔａｃｔａＴＭ大

豆因为节约农药和免耕技术而在农民中大受欢迎，因此种植面积增加。养猪和畜牧业对玉米持续稳定的需求会推

动该国２０１７年种植更多的玉米。

　　阿根廷２０１６年仍然保持其全球第三大转基因作物生产国的排名，仅次于美国和巴西，占全球种植面积的１３％。

该国种植了２３８２万公顷转基因作物（包括８７０万公顷转基因大豆、达到最高纪录的４７４万公顷转基因玉米和种植面

积有所减少的３８万公顷转基因棉花），比２０１５年的２４２９万公顷减少６７万公顷，这主要是因为大豆种植面积的减少，

还有小部分原因是全球棉花价格低导致的棉花种植面积的减少。不利的气候条件影响了小麦的种植，进而影响了仅

次于小麦的第二大作物大豆的种植。另一方面，玉米种植面积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有利的气候条件。由于阿根廷转基

因作物几乎达到了９７％的最大应用率，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扩张将通过应用新的作物和性状来实现。

　　加拿大是全球排名第四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种植面积为１１５５万公顷，比２０１５年（１０９５万公顷）增加了

５％，平均应用率为９３％，与２０１５年持平。２０１６年加拿大种植的四大转基因作物为油菜（７５３万公顷）、大豆（２０８

万公顷）、玉米（１４９万公顷）和甜菜（８０００公顷，应用率为１００％），并且首次种植了低木质素苜蓿（８０９公顷）。这

些作物的总种植面积也增加了５％，从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７４万公顷增加到１２３８万公顷。该国在增加油菜、大豆和玉米

总种植面积的同时，增加了相应转基因品种的种植面积。加拿大油菜委员会通过增产技术积极推进到２０２５年生

产２６００万吨油菜的战略计划。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是由于其盈利性和高油籽价格。对于玉米来说，因为较低的

汽油价格，汽油和乙醇消费的增加刺激了玉米的种植。

　　印度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有所减少（７％），因为有１０个邦的棉花总种植面积有所减少（８％），但应用率从

９５％提高到了９６％，这表明多达７２０万受益于该技术的农民接受了该技术。随着转基因作物限制性田间试验监管

方针的修订，该国已经形成有关生物安全性监管的体系。表达 ｂａｒｎａｓｅｂａｒｓｔａｒ基因的转基因芥菜将在２０１７年进行

包括对环境释放的公众评论在内的最终评价。过去２０年芥菜的生产和产量一直停滞不前，未来引入转基因芥菜

可能会增产高达２５％，复兴芥菜产业，从而与油菜形成竞争。２０１６年，抗虫性鹰嘴豆和木豆的田间试验已经获得

政府监管机构的批准。印度仍然保持其全球第一大棉花生产国的桂冠，尽管全球棉花市场减速下行，其棉花产量

仍超过３５００万包。

表１　２０１６年全球各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排名 国家 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转基因作物

１ 美国 ７２．９ 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苜蓿、木瓜、南瓜、马铃薯

２ 巴西 ４９．１ 大豆、玉米、棉花

３ 阿根廷 ２３．８ 大豆、玉米、棉花

４ 加拿大 １１．６ 油菜、玉米、大豆、甜菜、苜蓿

５ 印度 １０．８ 棉花

６ 巴拉圭 ３．６ 大豆、玉米、棉花

７ 巴基斯坦 ２．９ 棉花

８ 中国 ２．８ 棉花、木瓜、白杨

９ 南非 ２．７ 玉米、大豆、棉花

１０ 乌拉圭 １．３ 大豆、玉米

１１ 玻利维亚 １．２ 大豆

１２ 澳大利亚 ０．９ 棉花、油菜

１３ 菲律宾 ０．８ 玉米

１４ 缅甸 ０．３ 棉花

１５ 西班牙 ０．１ 玉米

１６ 苏丹 ０．１ 棉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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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排名 国家 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转基因作物

１７ 墨西哥 ０．１ 棉花、大豆

１８ 哥伦比亚 ０．１ 棉花、玉米

１９ 越南 ＜０．１ 玉米

２０ 洪都拉斯 ＜０．１ 玉米

２１ 智利 ＜０．１ 玉米、大豆、油菜

２２ 葡萄牙 ＜０．１ 玉米

２３ 孟加拉国 ＜０．１ 茄子

２４ 哥斯达黎加 ＜０．１ 棉花、大豆、菠萝

２５ 斯洛伐克 ＜０．１ 玉米

２６ 捷克共和国 ＜０．１ 玉米

总计 １８５．１

　　 １８个种植面积在５万公顷以上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

图１　２０１６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和主要种植国地图

　　拉美１０国种植了８０００万公顷转基因作物

　　除了智利和哥斯达黎加不断种植转基因作物用于出口以外，拉丁美洲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还种植了转基因

作物用作粮食、饲料及加工用途。三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在巴西和阿根廷几乎达到了平均９３．４％的最佳应

用率。大豆种植面积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减少是因为受到了严重旱灾的影响，而在巴拉圭的减少是由于与玉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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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形成了竞争，该国种植玉米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养猪行业对玉米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墨西哥，由于有

关转基因作物的负面宣传造成的冲突，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缩减。由于价格下跌、生产成本增加以及阿根廷积

极推动粮食和大豆种植的政策，乌拉圭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减少。棉花价格下跌对阿根廷、墨西哥和哥

伦比亚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巴西养猪行业和畜牧业可能的扩张会促使农民们２０１７年种植更多的玉米。有待获批商业化的新产品预计会
对巴西经济产生影响，它们包括转基因桉树和抗病毒豆类。在阿根廷，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的抗旱大豆的开发使

干旱贫瘠地区的种植成为可能，应用抗病毒马铃薯也有利于农民们提高产量并降低生产成本。在巴拉圭和哥伦比

亚已经观察到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扩大，这是由于养猪行业的扩张，未来几年这一情况将持续，这是由于巴西和

智利的需求导致玉米价格相对较高，转基因玉米的应用率也会因此而提高。受全球棉花走低影响的国家，其种植

面积在价格稳定后就会反弹，就像过去两年玉米遭遇低价一样。能够经受干旱／胁迫的新转基因作物和性状尽管
过去几年遭受亏损，在未来一定会受到欢迎。

　　亚太地区８个国家种植１８６０万公顷转基因作物
　　亚太地区８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涉及纤维（棉花）、饲料（玉米和油菜）和粮食（玉米和茄
子）。２０１６年这些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有所改变：印度和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受到全球棉花价格走低的严重影
响，而巴基斯坦和缅甸维持了其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菲律宾和越南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增加，是因为对

畜禽饲料的大量需求以及有利的气候条件，澳大利亚在两年干旱之后的有利气候条件使转基因棉花和油菜的种植

面积增加。另外，农民们获得了抗虫性和耐除草剂性极好的 ＢｏｌｌｇａｒｄＩＩＩ／ＲＲＦｌｅｘ棉花。孟加拉国 Ｂｔ茄子的种植
面积增加到７００公顷，更多带有Ｂｔ基因的茄子品种正在进行未来商业化的田间试验。
　　中国、越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仍然有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巨大潜力。同样，转基因棉花在越南、孟加拉和菲律
宾也具有极大的潜力。在中国，粮食和制造业将马铃薯视为第四大主粮作物，对其研究、开发和生产表现出新的兴

趣。防挫伤、低丙烯酰胺含量、低还原糖含量、抗晚疫病的转基因马铃薯，以及富含 β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将有助
于解决亚太地区的营养不良和饥饿问题。

　　欧盟４国继续种植超过１３．６万公顷的转基因玉米
　　欧盟（２８个国家）中的４个国家继续种植转基因玉米（抗虫玉米转化体 Ｍｏｎ８１０）。２０１６年的种植国家为：西
班牙（１２９０８１公顷）、葡萄牙（７０６９公顷），斯洛伐克（１３８公顷）、捷克（７５公顷），总种植面积１３６３６３公顷，比
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６８７０公顷大幅增加了１７％。西班牙种植了欧盟９５％的转基因玉米。西班牙和斯洛伐克转基因玉米
种植面积的增加是由于毁灭性的欧洲玉米螟的侵扰导致受益于转基因作物的农民决定种植抗虫玉米。在葡萄牙，

除了玉米市场价格低以外，干旱还影响了玉米产量最高的 Ａｌｅｎｔｅｊｏ州，导致玉米总种植面积减少，因而转基因玉米
的种植面积也相应减少。然而捷克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减少，是由于对抗虫玉米严格繁琐的报告程序，减

少了对农民的激励作用，这一问题也影响了罗马尼亚，２０１６年罗马尼亚没有种植转基因玉米（２０１５年欧盟指令发
布之后，该国与其它国家一样，选择种植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作物在这些国家可能的增长在于批准能够解决反复出现的玉米螟侵扰问题的新作物和性状，例如各种
抗虫／耐除草剂玉米技术。另外，美国的抗旱玉米及一种具有类似于非洲节水玉米项目中抗旱、抗虫性状的转基因
玉米产品将使葡萄牙的农民受益。

　　南非和苏丹增加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至少有４个非洲国家截至２０１６年上市了一种转基因作物———布基纳法索、埃及、南非和苏丹，然而由于基纳
法索和埃及遭遇暂时挫折，只有南非和苏丹种植了２８０万公顷转基因作物。南非是２０１６年种植面积超过１００万公
顷的十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之一，其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在非洲大陆仍然居领先地位。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的

种植面积２０１６年增加到了２６６万公顷，比２０１５年的２２９万公顷增加了１６％。
　　新一波转基因作物接受大潮正在非洲大陆发生。肯尼亚、马拉维和尼日利亚３个国家从研究转向批准环境释
放，而其它６个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斯威士兰和乌干达在完成多点试验的道路上取
得了巨大进展，多点试验的完成是考虑商业化的前提，上述转基因作物包括主要用于保障粮食安全的３种新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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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作物———香蕉、豇豆和高粱。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节水玉米项目中，坦桑尼亚首次进行了抗旱玉米的限制性

田间试验，而莫桑比克首次批准了对一种复合性状（抗虫又抗旱）转基因玉米进行限制性田间试验。

２　用于粮食、饲料和加工用途的获批的转基因作物转化体

　　转基因作物最早于１９９４年小规模种植，而大规模的种植记录见于１９９６年。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１６年，共计４０个

国家／地区（３９国＋欧盟２８国）的监管机构批准转基因作物用作粮食和／或饲料以及释放到环境中，这涉及２６个转

基因作物（不包括康乃馨、玫瑰和矮牵牛）和３９２个转基因转化体的３７６８项监管审批，其中：１７７７项涉及粮食用途

（直接用途或加工用途），１２３８项涉及饲料用途（直接用途或加工用途），７５３项涉及环境释放或者培育（表２）。玉

米仍然是获批数量最多的转化体（２９个国家／地区的２１８个转化体），其次是棉花（在２２个国家／地区中有５８个转

化体）、马铃薯（在１１个国家／地区中有４７个转化体）、油菜（在１４个国家／地区中有３８个转化体）和大豆（在２８个

国家／地区中有３５个转化体）。
表２　批准转基因作物用作粮食、饲料和培育／环境用途的十大国家／地区

排名 国家／地区 粮食 饲料 耕种

１ 日本 ２９７ １４６ １４６

２ 美国 １８２ １７８ １７３

３ 加拿大 １３５ １３０ １３６

４ 墨西哥 １５８ ５ １５

５ 韩国 １３７ １３０ ０

６ 台湾地区 １２４ ０ ０

７ 澳大利亚 １０４ １５ ４８

８ 新西兰 ９６ １ ０

９ 欧盟 ８８ ８８ １０

１０ 菲律宾 ８８ ８７ １３

其它 ３６８ ４５８ ２１２

总计 １，７７７ １，２３８ ７５３

　　包括批准的单一、复合和金字塔状转化体

　　批准用于田间试验性种植而非商业化种植

　　美国仅批准单一转化体

　　耐除草剂玉米转化体ＮＫ６０３获得的批文最多（获得２６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５４个批文），其次分别是耐

除草剂大豆ＧＴＳ４０３２（获得２７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５３个批文）、抗虫玉米ＭＯＮ８１０（获得２６个国家／地区

和欧盟２８国的５２个批文）、抗虫玉米Ｂｔ１１（获得２４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５０个批文）、抗虫玉米ＴＣ１５０７（获

得２４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５０个批文）、耐除草剂玉米 ＧＡ２１（获得２３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４９个批

文）、抗虫玉米ＭＯＮ８９０３４（获得２４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４８个批文）、耐除草剂大豆Ａ２７０４１２（获得２３个国

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４２个批文）、抗虫玉米ＭＯＮ８８０１７（获得２２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４１个批文）、抗虫棉

花ＭＯＮ５３１（获得２１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４１个批文）、耐除草剂玉米 Ｔ２５（获得２０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

国的４０个批文）和抗虫玉米ＭＩＲ１６２（获得２１个国家／地区和欧盟２８国的４０个批文）。

３　２０１６年全球仅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就高达１５８亿美元

　　根据Ｃｒｏｐｎｏｓｉｓ机构的估计，２０１６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价值为１５８亿美元（比２０１５年的１５３亿美元增长了

３％），占２０１６年全球作物保护市场７３５亿美元市值的２２％，全球商业种子市场４５０亿美元市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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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农场出场收入是转基因种子单独价值的１０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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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黑麦草、印度芥菜、鹰嘴豆、木豆和甘蔗都得到了改良，以便获得抗虫、抗病、抗旱、耐胁迫、改良营养、产量和生

物质含量等新性状。

　　令人鼓舞的前景是技术与有利政策的结合能够使粮食产量翻番。然而，只有确保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是科

学、恰当且全球协同一致的，粮食产量才能实现翻番。国际社会如果不能对粮食生产进行及时、适度的监管，就会

产生可怕的结果，一方面，全球会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遭受痛苦；而另一方面，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

反对者反对新生物技术，为全人类生产安全、充足、供应有保证的粮食的科技力量遭到否定。

７　结　论

　　２０１６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９７亿公顷增加到１．８５１亿公顷，增加了３％，相当于５４０万

公顷。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博士预计２０１５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会因为全球商品价格走低而稍有减少，而一旦作物价格

回归较高水平，形势会立刻反转（ＣｌｉｖｅＪ，２０１６）。这一预言已经实现，与批评者所宣称的相反———批评者认为转基

因作物会使农民遭受失败。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波动（增加和减少）受几个因素的影响，在２０１６年这些因素是：

新产品在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接受程度和商业化；巴西不断增长的养猪和家畜行业对饲料的需求；越南对家禽

和家畜的需求；菲律宾和洪都拉斯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玉米市场价格走高；西班牙和斯洛伐克解决玉米螟侵扰的需

求；加拿大政府利用生物技术和改善经济的战略规划；澳大利亚西部转基因禁令的解除；孟加拉消费者对更加清

洁、健康的茄子的需求。如同其它较小国家一样，缅甸和巴基斯坦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没有发生变化。

　　一些国家减少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例如：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因为全球棉花价格走低而减少种植面

积，中国因大量棉花储备以及印度因棉花价格走低而减少了棉花种植面积；巴拉圭和乌拉圭因大豆的低盈利性及

与玉米的竞争而减少了大豆的种植；南非、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因环境压力（干旱／水涝）减少了大豆的种植；中国因

对转基因作物的负面看法及捷克共和国因繁杂的报告要求而减少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罗马尼亚农民因繁杂

的报告要求而在２０１６年停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作物将通过新产品和新性状继续造福不断增长的人口，满足农民和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即使经过了

２１年成功的商业化，转基因作物未来仍然面临以下挑战：

　　首先是限制科学创新和约束造福于农民和消费者的技术发展的监管障碍。

　　其次是转基因作物贸易国之间的非同步审批和对低水平混杂的门槛带来的贸易不断下滑。根据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协议，各国仅对获批的转基因转化体开放，并对未批准的转化体设置了门槛。一些国家有严格或程序繁杂的

审批过程，如果进口产品包含未获批的转化体尤其是复合性状转化体，就会带来问题。美国农业科技委员会编写

的关于《转基因作物的非同步审批对于农业可持续性、贸易和创新的影响》的报告与分析表明，当前有价值数十亿

美元的贸易量处于风险中。需要透彻地研究以便评估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的非同步审批和低水平混杂的全球成

本，非同步审批对创新、作物改良、生物技术开发者的决策过程的影响。对贸易问题的尽早研究以及进行可能的国

际对话将对决策和改善政策工具的设计有所帮助。

　　再次是所有利益相关方继续对话的必要性。这是为了迅速的理解和认同生物技术，强调利益和安全，应该立

即有效地开发那些利用社交媒体和其它现场形式的创新的沟通方式。

　　克服这些挑战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它需要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我们的餐桌上有足够的有营养的食物，家禽和家畜会获得稳定的饲料供应，以及每个人能够获得服装和住所。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创始人兼名誉主席 ＣｌｉｖｅＪａｍｅｓ博士精心撰写了２０篇年度报告，确

保了ＩＳＡＡＡ简报在过去二十年中成为转基因作物领域可靠的信息来源，他追随其伟大导师兼同事诺贝尔和平奖获

得者、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发起人诺曼·博洛格博士的脚步，成为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

伟大倡导者。２０１６年ＩＳＡＡＡ简报继续其传统，通过广泛的全球网络（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和其它合作伙伴）来收集

信息以便提供有关转基因产品的最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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