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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 

 

2022 年 9 月 12 日，美国启动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将

利用投资、项目和伙伴关系来推进生物工程和生物制造的研发，并扩大

和加强国家生物制造能力和供应链。该倡议旨在加强美国的生物安全创

新，并扩大劳动力培训和教育计划。 

该倡议的关键内容包括： 

• 通过生物基性药物成分生产、国内供应商提供的生物制造设施和

稀土元素的生物提炼，加强供应链并降低市场价格； 

• 增强依赖本地原料的国内生物制造能力，推动美国社区发展； 

• 促进更多共享和数据访问，推动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的发展； 

• 扩大社区学校、传统黑人学校和大学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服务机构

的培训和教育； 

• 改善粮食安全并加强农业创新，包括可以解决疾病、种子和肥料

改良以及粮食安全的新技术； 

• 开发个性化药物、侵入性更小的疾病检测工具、有效的疫苗和治



疗制造以及更有效和更安全的疗法，支持医疗保健； 

• 通过使用本地生产的生物基化学品代替外国石化产品，使用生物

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开发能够从大气中去除更多二氧化碳的土壤微

生物和农作物，以气候变化影响。 

该倡议使美国能够重塑国内的供应链，并从使用依赖石油的化学品

转向更清洁、更安全、更可靠且本地生产的替代品。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Initiative 和 press briefing。 

国际专家组提出转基因作物监管的新方法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国际玉

米小麦改良中心、瓦赫宁根大学等多家机构的业界知名专家在

Science 杂志上发文，呼吁采取一种新方法来监管转基因作物。专家

认为，目前各国触发安全测试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大多缺乏科

学严谨性，尤其是因为作物育种技术快速发展导致传统育种和基因工

程的界限不再变得清晰可辨。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9/12/executive-order-on-advancing-biotechnology-and-biomanufacturing-innovation-for-a-sustainable-safe-and-secure-american-bioeconom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9/12/background-press-call-on-president-bidens-executive-order-to-launch-a-national-biotechnology-and-biomanufacturing-initiative/


文章指出，可以利用“组学”方法对作物具体新特征进行检测，

而不是侧重于转基因作物的开发技术和过程。其中，基因组学可用于

扫描新作物品种的意外 DNA 变化，而其他“组学”方法（如转录组

学、蛋白质组学、表观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则可用于检测植物分子

组成的其他变化。这些方法可以像指纹一样用来确定新品种的产品是

否与现有品种的产品“实质等同”。专家表示，如果使用得到，“组学”

方法并不会增加监管成本，因为大多数新品种不会引发监管需求。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NC State University News。 

加拿大发布的基因编辑作物新指南有助于促进创新 

 

经过长时间的公众咨询和数据审查，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基因编辑

作物是安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进行上市前安全评估。该决定意

味着作物科学公司不再需要进行高成本且耗时的试验来证明基因编辑

作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性。此举还为致力于使用新育种技术改良作物

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加拿大谷物种植者执行董事 Erin Gowriluk 表示：“这些变化将有助

于激励和推动加拿大的相关研究。在监管法规的不明晰以及监管要求带

https://news.ncsu.edu/2022/09/researchers-propose-new-framework-for-regulating-ge-crops/


来的高成本和耗时等因素限制下，植物育种者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开发具

有营养、环境友好或生产效益的产品。加拿大卫生部的新指南使植物育

种者更清楚地了解哪些创新将触发监管流程，并有助于其将研究成果应

用实践。”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GrainsWest。 

转基因紫色番茄在美国获得批准 

 

2022 年 9 月 7 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发布的监管状态

审查声明指出，诺福克植物科学公司的新转基因紫色番茄可以在美国安

全种植和用于育种。这是基于诺福克植物科学公司提供的信息以及他们

对番茄品种的熟悉程度、对改变果实颜色和营养质量的性状的了解，以

及对基因修饰的理解而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

验局根据修订后的生物技术法规发布的首个监管状态审查答复。 

该转基因紫色番茄由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的研究人员于 2008 年研

制而成，它添加了两个源自金鱼草的花青素合成基因，从而使番茄果肉

和果汁富含抗氧化剂。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认为，该转基因番

茄相对于其他栽培品种而言不太可能增加风险，并且不受“通过基因工

https://grainswest.com/2022/09/welcome-clarity-on-gene-editing/


程改造或生产生物体的移动”的法规限制。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SDA APHIS website、The Sainsbury 

Laboratory 和 John Innes Centre。 

园艺作物成为首批即将上市的基因编辑作物 

 

荷兰合作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包括水果和蔬菜在内的特种作物

将成为首批进入市场的基因编辑作物，并预计这些基因编辑产品将在

基因编辑监管较松的国家开始发布。 

报告指出特种作物成为首批上市作物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耐

旱性、产量提高和养分利用效率提高等投入性状涉及多基因调控，与

其相比，风味、颜色、营养和保质期等产出性状的品种更容易培育；

其二是特种作物的种植环境更容易控制，而大田作物生长条件复杂、

与其互作的环境因素更多。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Rabobank。 

https://www.aphis.usda.gov/aphis/newsroom/stakeholder-info/sa_by_date/sa-2022/purple-tomato
https://www.tsl.ac.uk/news/purple-gm-tomatoes-at-exciting-milestone-in-us
https://www.tsl.ac.uk/news/purple-gm-tomatoes-at-exciting-milestone-in-us
https://www.jic.ac.uk/press-release/norfolk-plant-sciences-welcomes-major-milestone-decision-on-purple-gm-tomatoes/
https://research.rabobank.com/far/en/documents/176355_Rabobank_Specialty-Crops-To-Test-Appetite-for-Gene-Editing_Kang_Sep2022.pdf


国际团队成功绘制豌豆基因组高质量精细物理图谱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等机构组成的国际研究团

队解析了豌豆的进化过程，并确定了可用于培育更好品种的性状。该研

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 上。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豌豆是全球第四大豆类作物。

豌豆除了是良好的蛋白质、淀粉、纤维和矿物质来源外，由于其生物固

氮能力，它还具有显著的生态可持续性优势。因此，解码豌豆的基因组

结构对于加快新品种培育至关重要。 

来自默多克大学未来食物研究所的 Rajeev Varshney 教授是该项目

负责人之一，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下一代测序技术极大地促进

了作物基因组学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基因组结构。” 同时，他还补充

道：“这项研究加深了对豌豆和基因的理解，将有助于在适应气候变化

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培育更具气候适应性的作物。同时，这项研究也填补

了以前的基本模型和现代基因组学之间的空白，促进了豌豆作物改良与



相关研究。”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Murdoch University 和 Nature Genetics。 

比利时研究人员开发出快速挖掘基因的新育种技术

BREEDIT  

 

传统的植物育种涉及基因组中具有所需性状的品种杂交。然而，生

长和产量等性状通常由一个复杂的基因网络调控，育种者需要结合多种

促进生长的性状才有可能实现植物生长性状的显著改善。分子生物学的

发展则有助于将农艺性状与特定基因而非基因组区域关联起来，从而缩

小了基因组与育种相关的目标区域。 

比利时根特大学 VIB 植物科学研究所和法兰德斯农业、渔业和食

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快速的玉米基因发现方法，以推进育种

计划，造福人类和环境。该团队将这种方法命名为 BREEDIT，它是一

个使用创新基因编辑技术进行育种的支持平台。该平台可以基于

CRISPR 介导同时编辑多个基因并可结合不同的杂交组合方案，能识别

参与性状增强的关键基因。BREEDIT 团队开发了一种策略，可在所有

可能的组合中编辑多达 60 个基因。其中，研究人员一次性将 12 个 gRNA

https://www.murdoch.edu.au/news/articles/scientists-unlock-the-code-to-breed-better-pea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8-022-01172-2


导入 Cas9 表达的亲本中，创制出多重基因编辑的玉米植物。随后，研

究人员对含有不同 gRNA 的植物进行杂交，从而获得多种不同的编辑玉

米组合，并从中筛选出可用于改良的农艺性状。 

BREEDIT 项目负责人 Dirk Inzé教授说：“BREEDIT 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工具，可以快速识别有前景的编辑基因，以改善农作物的农艺性状。

特别是对于产量等复杂性状而言，基因编辑辅助育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并有助于培育出适应环境变化的高产品种。”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VIB News。 

中国开展的田间研究证实了转基因玉米对非靶标昆虫的安

全性 

 

在中国吉林省伊通县进行的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表明，两种转基因

玉米品种对田间节肢动物群落没有显著影响，这证实了转基因玉米对非

靶标昆虫的安全性。 

2015-2017 年期间，研究人员于每年的 6-9 月在田间种植转基因玉

https://vib.be/en/news#/news/1281


米品种 DBN9868 和 DBN9936，并观察和记录田间不同节肢动物物种数

量。其中，DBN9868品种含有PAT和EPSPS基因，DBN9936含有Cry1Ab

和 EPSPS 基因。数据分析发现： 

⚫ 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之间的节肢动物生物多样性的差异

较小。 

⚫ 植物对节肢动物群落抑制的差异性比陆栖节肢动物群落的差异

更明显。 

⚫ 鳞翅目昆虫不是玉米田的主要种群。相反，占优势的节肢动物

种群在不同年份和月份之间变化较大。 

该研究所得结果与以往关于节肢动物物种丰度的野外田间调查研

究一致。科学家们得出结论，与显著而复杂的气候影响相比，转基因玉

米对田间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Plants。 

 

研究表明苹果的天然病毒防御机制与转基因机制非常相似 

 

https://doi.org/10.3390/plants11172254


长期以来，对树木进行基因改造以提高其抗逆性一直受到监管障碍

和公众反对而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的最新发现为这场争论做出了重

要贡献。 

苹果橡软枝病毒（ARWV）已感染全球许多苹果树。在这项研究中，

科学家们发现 ARWV 的症状是由木质素的减少所致，而木质素是支撑

大多数植物组织的关键结构材料。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ARWV 感染期

间，负责合成木质素的苯丙氨酸氨裂解酶受到植物抑制，因而导致木质

素合成减少，使得糖分释放加快。 

据曼彻斯特的研究人员称，ARWV 改变苹果树中木质素的机制与

科学家们改变转基因树中木质素的方式非常相似。这表明，受监管的新

技术（如遗传修饰）与自然界中发生的事件具有相似之处。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瑞典研究人员设计出简单且低成本的人造信息素生产方法 

 

瑞典隆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更低成本生产人造信息素的

https://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apple-trees-natural-response-to-virus-mirrors-gm-mechanism-study-shows/


方法，这种信息素可以迷惑昆虫并阻止它们交配。 

生产人造信息素的过程复杂且昂贵，每公斤的成本约为 1000-3500

美元，以及额外的 40-400 美元的部署成本，具体取决于害虫的类型。因

此，降低信息素的生产成本便于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获得并

使用这种环境友好型的害虫控制方法。 

瑞典化学生态学家 Christer Löfstedt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者共同设计

了一种植物，它能生产信息素合成所需的化学前体。研究人员使用了亚

麻荠属植物，其种子中富含的脂肪酸是制造信息素原材料的关键成分。

利用基因工程，研究人员将脐橙虫的一种基因导入亚麻荠中，使其种子

产生一种必需脂肪酸以用作性信息素的前体。该团队在 Nature 

Sustainability 的报道指出，他们开发的信息素捕获方式与商业合成信息

素一样有效。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Science。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researchers-just-made-it-easier-and-cheaper-confuse-crop-p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