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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要闻 

世卫组织认为转基因蚊虫是应对媒传疾病的有益技术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发表官方声明，阐明了其在

评估和使用转基因蚊虫以及利用转基因蚊虫控制媒介传播疾病（简称媒传疾病）方面的

立场。世卫组织表示支持应对媒传疾病所有新的潜在的控制技术，其中包括转基因蚊虫

的调查研究。该声明的要点如下： 

⚫ 世卫组织意识到媒传疾病对人类的危害。尽管人类在控制媒传疾病方面付出了

诸多努力，但近年来相关进展仍停滞不前，因而迫切需要开发和测试新的工具来控制病

原体和媒介。 

⚫ 世卫组织认为，包括转基因蚊虫在内的新技术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或阻止疾病传

播，可作为现有干预措施的补充或替代。世卫组织还建议对所有可能有益的新技术进行

评估，以确定其在对抗备受关注的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 

⚫ 目前国家和机构需要调整管理监督机制以适应而非取代这一目标。 

⚫ 评估工作应使用既定的以及国际公认的风险评估工具与程序开展。实际操作中，

除了对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中还应考虑到疾病控制带来的潜在健康效益。 

⚫ 世卫组织在采用任何新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之前进行现场试验时，社区参与对

于制定抗击媒传疾病的有效方法至关重要。世卫组织指出，对于转基因蚊子实地研究而



言，这种公众参与极为重要。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WHO。 

 

阿根廷成为全球首个批准转基因耐旱小麦种植和消费的国家 

 

2020 年 10 月 8 日，阿根廷农业部宣布批准了一种转基因抗旱小麦 HB4 的种植和

消费，标志着阿根廷成为全球首个对小麦采用 HB4 抗旱技术的国家。HB4 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的小麦和大豆转基因作物抗旱技术。其中，HB4 耐旱小麦是由阿根廷生物技术公

司 Bioceres、阿根廷国立大学和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合作开发，具有抗旱、耐受

除草剂草铵膦钠等特性。在十年田间试验中，该转基因小麦在干旱情况下的单产比普通

小麦平均提高 20%。 

阿根廷是在美国和巴西批准了 HB4 大豆之后授予的监管许可。由于巴西 85%以上

的进口小麦来自阿根廷，因此巴西政府能否批准该小麦将直接影响其商业化。目前，美

国、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正在推进 HB4 小麦的监管程序。Bioceres 公司还打算在

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提交监管申请。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Bioceres Crop Solution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13155
https://investors.biocerescrops.com/news/news-details/2020/Bioceres-Crop-Solutions-Corp.-Announces-Regulatory-Approval-of-Drought-Tolerant-HB4-Wheat-in-Argentina/default.aspx


阿联酋通过强制生物技术标签法 

 

2020 年 10 月，针对经过生物工程改造且改造成分占比达 0.9%或以上的食品和农

产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对这些食品和农产品的进口、出口、再

出口、运输、贸易、开发、制造、生产和转让进行监管。 

联邦国家委员会（FNC）批准了 15 项关于健康、食品、环境和经济的法律草案。

这些法律草案涉及消费者保护、公共卫生、国家战略粮食储备管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

品的生物安全、杀虫剂、联邦商业机构管理法的修正案，以及其他法律草案。 

新的《转基因生物标识法》规定，转基因生物或其产品的进口商、出口商、贸易商、

开发商、制造商和生产者应在每批货物和包装上标注信息标签，说明它们含有转基因生

物或其产品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信息。新法律还禁止未经主管当局许可进口转基因生物

及其产品；同时，出口或再出口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需要事先获得农业部批准和主管当

局的许可。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USDA FAS GAIN 和 Emirates News Agency。 

 

 

 

https://apps.fas.usda.gov/newgainapi/api/Report/DownloadReportByFileName?fileName=UAE%20Passes%20New%20Mandatory%20Biotech%20Labeling%20Law_Dubai_United%20Arab%20Emirates_10-17-2020
https://wam.ae/en/details/1395302864211


欧盟委员会批准拜耳转基因大豆可用于食品和饲料 

 

2020 年 9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批准拜耳公司的转基因大豆 XtendFlex（MON 87708 

x MON 89788 x A5547-127）可用于食品和饲料用途，但不能用于种植。该授权有效期

为 10 年，并且由该转基因大豆衍生的产品都需要遵守欧盟严格的标签和可追溯性规则。

XtendFlex 是拜耳最新推出的转基因大豆，在高产、抗草甘膦除草剂的 2Xtend 大豆的基

础上培育而来，可耐受麦草畏、草铵膦和草甘膦三种主要除草剂。欧盟此次授权将为

XtendFlex 大豆于 2021 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全面上市铺平道路。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Commission website 和 Bayer。 

 

美国食品公司研制的粉色菠萝近日上市 

据 2020 年 10 月 21 日 ISAAA 网站报道，经过 15 年的努力，来自德尔蒙食品公司

的粉色菠萝 Pinkglow™终于上市了。该菠萝是生物工程的产物，因含番茄红素而呈现粉

色。 

Pinkglow™菠萝种植在哥斯达黎加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特选农场里，那里的土壤和气

候条件特别适宜种植菠萝。据悉，该菠萝口味独特，香甜可口，散发着菠萝糖的芳香，

比传统菠萝更加甘甜多汁。目前，德尔蒙是唯一一家种植该新品种菠萝的公司。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x_20_1761
https://media.bayer.com/baynews/baynews.nsf/id/Bayers-XtendFlex-Soybeans-Gain-Final-Key-Regulatory-Approval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Pinkglow Pineapples website。 

科研进展 

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对转基因食品持有不同观点 

 

https://www.pinkglowpineapple.com/


据 2020 年 10 月 28 日 ISAAA 网站报道，由盖洛普公司主导的全球风险调查显示，

全世界有多达 60%的人担心他们所吃的食物会在未来两年对自己造成伤害。超过半数

的受访者还认为，在未来几年内，他们将因食用不安全的食品而受到严重伤害。此次调

查的受访者涉及 15 万人，分布于 142 个国家。 

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是高风险食品。其中，48%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在未

来 20 年内将危害人类健康。持有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多数来自高收入国家。例如，在希

腊，84%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很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然而，在低收入国家，42%

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在未来 20 年内将会为人类提供帮助。 

全球风险调查将在未来六年内进行三次，下一轮数据收集将于 2021 年开始。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Food Safety News 和 The Lloyd's Register Foundation World 

Risk Poll。 

 

美国科学家在狗尾草中发现了种子传播基因 

 

2020 年 10 月 5 日，美国唐纳德丹佛植物科学中心的科学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获得

了近 600 种狗尾草的基因组序列，并发布了一份高质量的狗尾草参考基因组序列图谱。

通过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他们首次在野生种群中发现了一种与种子传播有关的基因。 

https://www.foodsafetynews.com/2020/10/six-in-10-people-worldwide-worry-about-safety-of-their-food/
https://wrp.lrfoundation.org.uk/LRF_WorldRiskReport_Book.pdf
https://wrp.lrfoundation.org.uk/LRF_WorldRiskReport_Book.pdf


种子传播对野生植物来说至关重要，但对驯化作物来说，这种传播方式会导致收成

减少，因而不受欢迎。所以上千年来，农民一直选择种植不落粒的作物。根据测序结果，

美国科学家鉴定了一个与野生植物的种子传播相关的基因 SvLes1，并通过基因编辑实验

证实了该基因的功能。基因组数据还显示，狗尾草曾多次由欧亚大陆传入美国。研究小

组还发现了一个与叶片角度相关的基因，其决定了叶片能获得多少阳光，进而可以预测

作物产量。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Danforth Center。 

 

中国科学家发现氮代谢连锁基因 

 

农作物产量与施氮量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下减少施氮量仍是农业

生产面临的一个挑战。为了阐明小麦在代谢、生理和形态等方面对缺氮的响应，山东农

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研究，对参与缺氮响应的小麦基因进行了精确分析，发现

了 48 个候选基因参与缺氮条件下植物的光合作用和氮代谢。相关研究成果于 2020 年

10 月发表在 BMC Plant Biology 杂志上。 

研究人员将小麦分别种在全营养液和缺氮营养液中来开展相关实验。在缺氮营养液

中，小麦的株高、叶片面积、根系体积、光合速率、植株重量出现了全面降低，而根长、

根表面积和根冠比均有所增加。实验结果表明，缺氮会改变小麦植株的物理性状。通过

https://www.danforthcenter.org/news/shattering-expectations-novel-seed-dispersal-gene-found-in-green-millet/


对表型、转录组以及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分析，该团队发现在缺氮条件下有 24 个 Exp 基

因和 9 个 Nrt 基因上调表达，导致小麦的氮吸收能力提升；而来自 4 个基因家族（Pet、

Psb、Nar 和 Nir）的 15 个基因下调表达，抑制了小麦的光合作用和氮代谢途径。该研

究所鉴定的候选基因可作为分子标记用于小麦育种。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research article。 

 

新育种技术 

韩国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粉紫色矮牵牛 

 

韩国汉阳大学的科学家运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粉紫色矮牵牛。相关

研究成果于 2020 年 10 月发表在 Plant Cell Reports 杂志上。 

该研究团队通过对基因组位点的特异性突变，以改变矮牵牛的花色。针对矮牵牛商

业化品种 Madness Midnight 已知的 2 个 F3H 编码基因，汉阳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可

同时靶向的向导 RNA，通过将 Cas9-RNP 转染原生质体获得了 67 个再生植株，并最终

得到 7 个单基因突变（F3HA 突变或 F3HB 突变）的突变系和 1 个无选择标记的 F3H 双

突变系（两个 F3H 基因都发生突变）。结果发现，只有 f3ha f3hb 双突系的花色变成了

https://bmcplantbio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70-020-02662-3


粉紫色，而其它株系的花色为与野生型相似的紫罗兰色。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Plant Cell Reports。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可编辑大片段 DNA 的新型基因组编辑工具 

 

近日，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可以将大片段 DNA 从基因组中切

除的新型基因组编辑工具，他们将该系统命名为 CRISPR-Cas3。相关研究成果于 2020

年 10 月发表在 Nature Methods 杂志上。 

据参与该项研究的科学家介绍，Cas3 就像装有马达的 Cas9，在找到特定的 DNA 目

标后，它就会在 DNA 上运行，然后像游戏中的“吃豆人”一样吃掉它。 

新系统中所使用的细菌免疫系统跟 CRISPR-Cas9 系统所使用的细菌免疫系统有所

不同。新系统所使用的关键酶是 Cas3，该酶能够快速准确地切除长片段 DNA。研究人

员利用该系统可进行长片段 DNA 的切割或替换，以更有效地评估功能未知的基因组区

域的重要性。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Nature Methods 和 Phys.org。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299-020-02593-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2-020-00980-w
https://phys.org/news/2020-10-crispr-pac-man-dna-cut-and-paste-too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