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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要闻 

多位世界粮食奖得主敦促美国总统将抗击全球饥饿列为头等大事 

 

2021 年 2 月 23 日，24 名世界粮食奖得主通过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发表一封

题为《美国领导层需要帮助消除世界饥饿》的公开信，敦促拜登-哈里斯政府聚

焦减缓全球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 

世界粮食奖得主上一次齐聚一堂以呼吁全球采取行动是在 19 年前。在拜登

-哈里斯政府执政之际，世界粮食奖得主呼吁总统立即采取行动，直接全面解决

全球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获奖者们在信中写到：“我们敦促拜登-哈里斯政府

抓住这一时机，投资发展与合作以到 2030 年实现零饥饿”。公开信还指出，美

国在改善粮食系统方面的领导作用将激励和鼓励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以消除饥

饿、应对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负责任的环境管理。 

同时，世界粮食奖得主呼吁拜登政府重建美国在消除饥饿方面的全球领导

地位，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和其他全球倡议中发挥领导作用，恢

复美国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和投资行为以实现消除饥饿的目标，并将美国



国际开发署未来粮食保障行动计划和创新实验室扩大到更多国家。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World Food Prize Foundation website和 open letter。 

日本长期研究表明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大豆不影响生物多样性 

 

在过去的 15 年间，日本农林水产省（MAFF）每年均会调查转基因油菜和

转基因大豆对日本生物多样性的影响。MAFF 的最新数据表明，两种转基因作

物都不太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 

该项调查始于 2006 年，主要关注转基因农作物种植点方圆约 5 公里范围内

的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物，并通过叶片分析以检测作物中是否含有除草剂抗性

基因和农药抗性基因。2020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转基因大豆与野生大豆之间以

及具有不同抗性性状的转基因大豆之间均未发生杂交。同时，约 19％的转基因

油菜将重组基因漂移到其他具有不同基因的转基因油菜或近缘的非转基因物种

中。然而，上述数值属于正常范围内的杂交率，因此被认为对生物多样性没有

重大影响。MAFF 还强调，其在 2006 年至 2018 年期间没有发现任何重组基因

在油菜中漂移的案例。 

https://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87428/48282/world_food_prize_laureates_urge_us_president_to_make_fighting_global_hunger_a_top_priority
https://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nodeID=96265&audienceID=1


该部门将根据报告继续开展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任何杂交

种存在的可能性等方面的研究，并进一步寻求对日本转基因作物影响的科学认

识。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Food Navigator Asia和 MAFF。 

印度尼西亚通过转基因作物事后监管条例 

 

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通过了第 50/2020 号条例。该条例为建立转基因作物事后

监管评估计划提供了指导方针，且这些指导方针是根据该国第 21/2005 号条例的

管理框架制定的。 

印度尼西亚虽然在 2005 年通过了国家生物安全监管框架，但是由于缺乏事

后监管的指导方针，转基因作物品种未能实现商业化。此次通过的第 50/2020 条

例有望填补这一空白，并为建立转基因品种释放的标准操作程序（SOP）提供

方向。其中，SOP 由印度尼西亚农业生物技术和遗传资源中心负责制定。 

第 50/2020 号条例的重点之一是要求申请人或许可证持有人对头三年种植的

转基因作物进行“常规监测”。转基因作物常规监测将由独立的调查机构或大学

进行，相关内容将包括农户调研以及科学论文与环境问卷指南等审阅。如果转

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21/02/15/Japan-GM-food-safety-update-Transgenic-soy-rapeseed-have-no-impact-on-biodiversity-even-after-15-years-government-study
https://www.google.com/url?client=internal-element-cse&cx=015840603635610229114:d5nyfxhiq78&q=https://www.maff.go.jp/j/press/syouan/nouan/attach/pdf/210108-1.pdf&sa=U&ved=2ahUKEwjSruC2ne3uAhWzwosBHVElD9QQFjAAegQIAhAC&usg=AOvVaw0sSWs0VNoQ2fP8BLKAs0sE


基因植物在一个省种植，将在省内三个县/市进行监测；如果在两个省种植，则

将在两省及三个县/市进行监测；如果在三个及以上省份种植，则需要对三个省

进行监测。同时，任何对牲畜健康或环境的影响都应向相应的监管机构报告 

第 50/2020 号条例有望通过基于科学和参与性的评估来帮助转基因作物走向

商业化。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SDA FAS GAIN。 

 

科研进展 

美国首次成功在非谷物作物中叠加抗病毒和铁锌元素生物强化性状 

 

美国唐纳德·丹佛斯植物科学中心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的合作团队成

功培育出抗木薯花叶病、抗木薯褐条病以及高铁锌含量的木薯新品种。这是研

究人员首次在非谷物作物中实现抗病性和多种生物强化特性的叠加。此项研究

是在 2019 年的一项研究基础上开展的，先前研究表明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

https://apps.fas.usda.gov/newgainapi/api/Report/DownloadReportByFileName?fileName=MOA%20Issues%20Regulation%20on%20Genetically%20Engineered%20Crops%20-%20Paving%20Way%20for%20Commercial%20Cultivation_Jakarta_Indonesia_02-02-2021


木薯贮藏根的矿物质含量。 

通过 RNAi 介导技术，研究人员将褐条病抗性引入 4 个非洲农民偏爱的高

抗花叶病的木薯品种中。此外，研究人员还将拟南芥中的 AtIRT1（主要铁转运

蛋白）和 AtFER1（铁蛋白）导入尼日利亚两个木薯品种中，从而实现了木薯花

叶病抗性、木薯褐条病抗性以及铁锌营养元素生物强化等多个性状叠加，最终

提高了木薯贮藏根中铁和锌含量（每克干重的含量分别为 145µg 和 40µg）。 

研究团队进行了其他测试，以确认矿物质含量在木薯食品加工和烹饪过程

中得以保留。研究表明，高含量的铁和锌矿物质在烹饪过程得以保留，并在消

化后可被肠道吸收。生物强化木薯可为西非妇女和儿童提供日常所需的 40-50％

的铁元素和 60-70％的锌元素。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Donald 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 website。 

瑞典开发生物传感器以在气候变化中促进农业生产 

 

图片来源：Thor Balked, 林雪平大学 

来自瑞典林雪平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种非侵入式、可实时监测植物组

织内部糖分含量的生物传感器。相关研究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发表在 iScience 上 

https://www.danforthcenter.org/news/international-team-first-successfully-stack-virus-resistance-plus-iron-zinc-biofortification-non-cereal-crop/


该糖分含量检测设备是在可植入植物的有机电化学晶体管基础上制造而

成，其植入式的生物传感器可实时监测植物体内糖分含量变化，且在植物体内

运行时间可持续长达两天。同时，该传感器还可用于指导非理想环境下植物新

品种的种植。 

糖分既可作为植物能量的来源，也可作为其反映周围环境变化而做出反应

的信号。因此，该研究成果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等不利因素，提高农业产量。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iScience。 

中日合作团队创制过表达细胞膜质子泵基因水稻以减少化肥用量 

 

来自名古屋大学与南京农业大学的合作团队，开发了一种同时促进水稻根

系养分吸收和气孔开度的方法，从而能在少施肥的情况下提高产量。相关研究

成果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构建了过表达细胞膜质子泵基因 OSA1 的转基因

水稻。同时，该细胞膜质子泵基因也负责调控植物气孔的开放，从而提高其光

合速率。在四种不同生长条件的田间试验表明，OSA1 过表达水稻产量显著增

加，相同条件下比对照品种产量增加 30％以上。 

该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而且可帮助解决环境中二氧化

碳排放过量的问题，同时还将通过提高产量和降低肥料成本来帮助农民提高收

益。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Nature。 

https://www.cell.com/iscience/fulltext/S2589-0042(20)31163-9?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589004220311639%3Fshowall%3Dtru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0964-4


国际团队发现黄金大米可提供高达 50%的日常所需维生素 A 

 

图片来源：IRRI 

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水稻研究所和孟加拉水稻研究所的培育了黄

金水稻 GR2E 渐渗系品种，并在其碾碎谷粒中含有大量类胡萝卜素。相关研究

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上。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标记辅助回交育种将 GR2E 性状导入三个当

地水稻品种中，并开展大田试验以评价其农艺性状和 β -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前

体的表达。田间试验表明，这些渐渗系具有与轮回亲本相似的性状，同时对病

虫害反应无明显差异。该研究还发现，表现最好的品系能提供 30-50%的维生素

A 每日所需量。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Scientific Report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82001-0?fbclid=IwAR2C7OQpn1RScWU2dX9ZE-w7cRKJZhGmsXmsVqn7BeKEqpCL70-K0QhxuBw


国际团队发现可促进杂交小麦育种的关键基因 

 

近日，西澳大利亚大学和利马格兰公司的合作团队鉴定出了一些关键基

因，有助于培育更高产、抗病和环境耐受性更好的小麦。相关研究 2021 年 2

月 15 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确定了三个可以实现大规模小麦育种的基因，分别为

Rf1、Rf3 和 orf279。据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植物能源生物学卓越中心和西澳大

学分子科学学院的 Joanna Melonek 博士介绍，科学家们发现了两个育性恢复基

因 Rf1 和 Rf3，它们通过开启花粉的生产恢复小麦育性。Rf 基因的鉴定是快速培

育可用于杂交育种的小麦品系的关键。 

在这项突破性研究中，他们还发现 orf279 是导致小麦正常花粉发育中断并

引起不育的基因。此前，另一个基因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小麦不育的原因，因此

Orf279 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关注。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WA website。 

 

https://www.uwa.edu.au/news/Article/2021/February/Breakthrough-research-finds-keys-to-a-major-boost-for-hybrid-wheat-breeding


新技术 

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对营养食品和靶向治疗的需求推动 CRISPR市

场的增长 

 

2021 年 2 月 9 日，行业研究咨询公司 ResearchAndMarkets 发布题为《全球

CRISPR 基因编辑市场:聚焦产品、应用、终端用户、国家数据（16 个国家）和

竞争格局——2020-2030 年分析与预测》报告，该报告重点回答了 CRISPR 相关

关键问题，包括： 

• 什么是 CRISPR 基因编辑? 

• CRISPR 技术发展的时间表是什么? 

• CRISPR 基因编辑市场是如何发展的，未来应用范围是什么? 

• 全球 CRISPR 基因编辑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制约因素和机遇是什么? 

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 CRISPR 基因编辑市场价值为 8.462 亿美元，预计

到 2030 年将达到 108.251 亿美元，预计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26.86%。其中，

CRISPR 市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人们对质量改善、营养丰富的食品以及各种疾病



的靶向治疗等需求不断增长所推动的。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media release。 

Cibus公司培育出抗白霉病的基因编辑油菜 

 
 

白霉病又称称菌核病，它是一种真菌性病害，每年可以影响 14-30%的油菜

田，并能导致 50%的减产。因此，Cibus 的研究人员使用该公司独创的快速性状

开发系统（RTDSTM）培育出抗真菌病害的油菜。该系统涉及基因编辑技术，可

不将外源基因整合到作物中，从而保持其非转基因状态。田间试验表明，基因

编辑油菜成功地提高了油菜对白霉病的抗性。 

Cibu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eter Beetham 解释道：“我们基本上只做改变基因

的拼写，再利用植物细胞的自然过程把这些细胞带回植株中。然后，我们将植

株种植在温室，使其进入正常的植物育种环节。”。 

该基因编辑油菜未来将具有重要应用前景，不仅可以减少碳足迹，还可减

少杀菌剂使用，同时也能确保农民获得更好收益。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Cibus和 Western Producer。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worldwide-crispr-gene-editing-industry-to-2030---players-include-abcam-applied-stemcell-and-agilent-technologies-among-others-301225174.html
https://www.cibus.com/press-release.php?date=011221
https://www.producer.com/crops/sclerotinia-resistant-genetics-for-non-gm-canola-cr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