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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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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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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３：本文编译：张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译校：张宏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是各国克服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关键。联合国估计，目前的高人口增长率、政治动荡、自然资源

退化、被迫移民（从农场到城市社区），以及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等各种挑战的相互作用将对粮

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可能会加剧全球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在农业、粮食、健康、水和卫生等部门，以及社会保护、发展

规划和经济政策等政策领域应采取更大胆、有力的行动开展合作。

　　过去的２３年（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已经证实了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１）提高生产力，促进全球粮

食、饲料和纤维安全；（２）支持一个国家耕地的自给自足；（３）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森林砍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４）缓解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５）提高经济、健康和社会效益。

　　上述经济效益、健康改善和社会效益的相关信息的发布，可以帮助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就种植和消费什么作物作出明智

的选择，帮助决策者和监管机构为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和种植制定生物安全指南，帮助科学传播者和媒体正确、

有效地传播该技术的益处和潜力。

　　本报告报道了这一主题的最新信息，其中包括自１９９６年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一年以来有关转基因作物应

用和分布情况的全球数据、各国情况和该技术的未来前景。

１　２０１９年转基因作物应用概况

　　 ２０１９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略有下降，为１．９０４亿公顷

　　２０１９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２４年，２９个国家种植了１．９０４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与２０１８年的１．９１７亿公顷相比

下降了０．７％（１３０万公顷／３２０万英亩）。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１９９６年增加了约１１２倍，累计种植面积达２７亿公顷，使生

物技术成为世界上应用速度最快的作物技术。

　　转基因作物在五大种植国的应用率已经接近饱和

　　２０１９年，五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的转基因作物平均应用率再次上升，接近饱和：美国为９５％（大豆、玉米和油菜的平均

应用率），巴西为９４％，阿根廷约１００％，加拿大为９０％，印度为９４％。如果再进一步扩大这些国家的转基因作物面积，需要

立即批准新的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和性状并使其商业化，而这需要营养食品产量增加、气候变化有关问题的解决和新病虫

害的出现等因素的推动。

　　共有７１个国家／地区应用了转基因作物，其中２９个国家／地区种植，另外４２个国家／地区进口

　　２９个国家／地区种植了１．９０４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其中２４个发展中国家和５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转基因

作物种植面积的５６％，而发达国家为４４％。另有４２个国家／地区（１６个国家／地区及２６个欧盟国家）进口了用于食品、饲

料和加工的转基因作物。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８％种植了转基因大豆

　　２９个国家应用最多的转基因作物分别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转基因大豆是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有９１９０万公顷

（种植面积占比４８％），比２０１８年减少了４％，其次是玉米（６０９０万公顷）、棉花（２５７０万公顷）和油菜（１０１０万公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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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单种作物的种植面积计算，２０１９年，全球７９％的棉花、７４％的大豆、３１％的玉米和２７％的油菜是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

　　２０１９年转基因作物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转基因作物已经扩展到四大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之外，为世界上许多消费者和食品生产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

些转基因作物包括苜蓿（１３０万公顷）、甜菜（４７．３万公顷）、甘蔗（２万公顷）、木瓜（１．２万公顷）、红花（３５００公顷）、土豆（２２６５公

顷）、茄子（１９３１公顷），以及不到１０００公顷的南瓜、苹果和菠萝。此外，公共部门进行的转基因作物研究涉及水稻、香蕉、马铃

薯、小麦、鹰嘴豆、木豆和芥菜，这些作物具有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有益的各种经济和营养品质性状。

　　抗虫／耐除草剂（ＩＲ／ＨＴ）复合性状增长６％，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４５％，超过了耐除草剂性状的种植面积

　　ＩＲ／ＨＴ复合性状增长了６％，相当于８５１０万公顷，覆盖了全球４５％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这证明了农民更喜欢不用

耕作和减少杀虫剂使用的智慧农业。大豆、油菜、玉米、苜蓿和棉花的耐除草剂性状直到２０１８年仍是主要性状。２０１９年，

耐除草剂作物种植面积减少至８１５０万公顷（４３％）。全球约有１２％的地区种植了抗虫性状。２０１９年批准进口和／或种植

的新性状包括：含有草甘膦和异氟醚的ＩＲ／ＨＴ／ＨＴ复合性状棉花、含有ＩＲ／叠加型ＨＴ（草甘膦、草铵膦、麦草畏、２，４Ｄ）及其

中间转化体的玉米、含有叠加型ＩＲ（鞘翅目、半翅目和鳞翅目）／ＨＴ（草甘膦、草铵膦）及其中间转化体的玉米、耐盐和耐除草

剂的大豆和抗虫甘蔗，以上性状都在巴西；阿根廷的耐除草剂和油质改良的油菜；美国的低棉酚棉花。

　　排名前五位的国家（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种植了全球９１％的转基因作物

　　２０１９年，美国以７１５０万公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排名第一，其次是巴西（５２８０万公顷）、阿根廷（２４００万公顷）、加

拿大（１２５０万公顷）和印度（１１９０万公顷）（表１），总计１．７２７亿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９１％。生物技术使这５个国家的

１９．５亿人口受益，占目前世界７６亿人口的２６％。

表１　２０１９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按国家分类）

排名 国家 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转基因作物

１ 美国 ７１．５ 玉米、大豆、棉花、苜蓿、油菜、甜菜、马铃薯、木瓜、南瓜、苹果

２ 巴西 ５２．８ 大豆、玉米、棉花、甘蔗

３ 阿根廷 ２４．０ 大豆、玉米、棉花、苜蓿

４ 加拿大 １２．５ 油菜、大豆、玉米、甜菜、苜蓿、马铃薯

５ 印度 １１．９ 棉花

６ 巴拉圭 ４．１ 大豆、玉米、棉花

７ 中国 ３．２ 棉花、木瓜

８ 南非 ２．７ 玉米、大豆、棉花

９ 巴基斯坦 ２．５ 棉花

１０ 玻利维亚 １．４ 大豆

１１ 乌拉圭 １．２ 大豆、玉米

１２ 菲律宾 ０．９ 玉米

１３ 澳大利亚 ０．６ 棉花、油菜、红花

１４ 缅甸 ０．３ 棉花

１５ 苏丹 ０．２ 棉花

１６ 墨西哥 ０．２ 棉花

１７ 西班牙 ０．１ 玉米

１８ 哥伦比亚 ０．１ 玉米、棉花

１９ 越南 ０．１ 玉米

２０ 洪都拉斯 ＜０．１ 玉米

２１ 智利 ＜０．１ 玉米、油菜

２２ 马拉维 ＜０．１ 棉花

２３ 葡萄牙 ＜０．１ 玉米

２４ 印度尼西亚 ＜０．１ 甘蔗

２５ 孟加拉国 ＜０．１ 茄子

２６ 尼日利亚 ＜０．１ 棉花

２７ 埃斯瓦蒂尼 ＜０．１ 棉花

２８ 埃塞俄比亚 ＜０．１ 棉花

２９ 哥斯达黎加 ＜０．１ 棉花、凤梨

总计 １９０．４

　　１９个种植面积在５万公顷以上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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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平均应用率达到９５％

　　２０１９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７１５０万公顷，占全球总面积的３８％，主要作物平均应用率为９４％，与２０１８年相

似。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３０４３万公顷，比２０１８年减少３６０万公顷）、玉米（３３１７万公顷）、棉花（５３１万公顷）、油菜

（８０万公顷）、甜菜（４５．４１万公顷）、苜蓿（１２８万公顷）、马铃薯（１７８０公顷）、木瓜和南瓜各约１０００公顷，以及苹果２６５

公顷。

　　美国新批准的生物技术作物和性状包括：美国农业部对阿根廷 ＨＢ４耐旱大豆（２０１８年阿根廷和２０１９年巴西已经批

准）的商业化批准；具有低棉酚含量ＴＡＭ６６２７４转化体的转基因棉花获得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非监管状态批准，

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批准在本国商业化并用于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另一个防褐变苹果品种 Ａｒｃｔｉｃ

Ｇａｌａ被批准商业化，Ｉｎｔｒｅｘｏｎ公司还成功地将这种防褐变性状引入到ＧｒｅｅｎＶｅｎｕｓＴＭ生菜中。

　　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到５２８０万公顷

　　巴西种植的５２８０万公顷转基因作物（比２０１８年增加了１６０万公顷，即３％）包括：３５１０万公顷大豆（首次超过美国转

基因大豆面积）、１６３０万公顷玉米、１４０万公顷棉花和约１８０００公顷抗虫甘蔗。巴西已将转基因授权程序系统化，并延长了

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ＣＮＴＢｉｏ）作出决定的最后期限，这将允许申请人提交关于新数据的任何附加信息，以确保申请符

合新的条件。

　　阿根廷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率保持在１００％

　　２０１９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２０１８年增加了１１万公顷，为２３９０万公顷，占全球的１３％。种植的转基因作

物包括：大豆（１７５０万公顷）、玉米（５９０万公顷）、棉花（４８．５万公顷）和苜蓿（阿根廷首次种植１０００多公顷），平均应用率

接近１００％。２０１９年阿根廷政府通过阿根廷国家农业生物技术咨询委员会（ＣＯＮＡＢＩＡ）批准了９项生物技术申请，包括：６

个玉米转化体、２个棉花转化体和１个大豆转化体。一个含有耐旱基因 ＨＢ４的小麦转化体获得了全面的技术批准，但尚待

农业工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食品市场指导委员会（ＤＮＭＡ）的商业批准。

　　加拿大的转基因甜菜种植面积增加了２３％

　　由于总种植面积和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减少，２０１９年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略有下降（从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７５万公顷

下降至１２４６万公顷），大豆面积减少是由于种植季天气不稳定造成的，转基因玉米、油菜和紫花苜蓿的种植面积略有增加，

而甜菜则达到２３％的最高增幅，Ｉｎｎａｔｅ马铃薯在２０１９年仅种植了４０公顷。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应用率为９０％，较２０１８年下降

了２％。加拿大新的和即将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和转化体包括：（ａ）耐农达除草剂的Ｔｒｕｆｌｅｃ油菜（种植面积将达到４０．４万公

顷）；（ｂ）两种高油酸大豆品种的批准。２０１９年，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了含有维生素 Ａ原转化体 ＧＲ２Ｅ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这

一决定与２０１７年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ＦＳＡＮＺ）的批准一致。另外，加拿大食品检验局（ＣＦＩＡ）和加拿大卫生部

（ＨＣ）批准了一种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的棉花产品用作加工原料。

　　印度抗虫（Ｂｔ）棉花应用率达到９４％

　　印度抗虫（Ｂｔ）棉花的应用率在过去五年几乎稳定在９５％左右。２０１９年，超过６００万农民种植了１１９０万公顷的转基因

棉花，应用率为９４％，这反映了农民的持续信心以及他们从该技术中获得的利益，他们也因此需要其他生物技术／转基因作

物来为他们提供利润并帮助改善生活状况。２０１７年，一些农民团体在 Ｋｈａｒｉｆ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主要棉花种植区种植了未

经批准的复合性状抗虫（Ｂｔ）／耐除草剂棉花，并进行了许多抗议活动以推动复合性状的批准。此外，粘虫感染范围的扩大

也迫使政府制定控制策略，例如种植抗虫作物。

　　拉美１０国种植了８３９０万公顷的转基因作物

　　拉丁美洲１０个国家在２０１９年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包括：巴西（５２８０万公顷）、阿根廷（２４００万公顷）、巴拉圭（４１０万公

顷）、玻利维亚（１４０万公顷）、乌拉圭（１２０万公顷）、墨西哥（２２．３万公顷）、哥伦比亚（１０１１８８公顷）、智利（４１０９３公顷）、洪

都拉斯（３７３８６公顷）和哥斯达黎加（２９７公顷），总面积８３９０万公顷，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４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生

物技术作物面积的增加弥补了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大面积干旱造成的损失。此外，扶持性法规，当地和国际市场的盈利能力、

高价格和高市场需求，玉米、大豆和棉花的新种子技术，农民补贴信贷和该行业的外国投资，有利的天气，改进的农艺措施和

高效的化肥施用鼓励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在玻利维亚，２０１９年

转基因大豆面积的增加是由于经历了两年极端干旱之后天气条件的好转。此外，玻利维亚政府支持大豆生产商，批准了两

种新的遗传改良大豆转化子的种植，以提高其生物燃料产量。在未来，应用耐旱大豆将有助于拉美国家克服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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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地区９个国家种植了１９５０万公顷转基因作物

　　在亚太地区，印度的种植面积最大（１１９０万公顷棉花），其次是中国（３２０万公顷棉花和木瓜）、巴基斯坦（２５０万公顷棉

花）、菲律宾（８７．５万公顷玉米）、澳大利亚（６１４４４６公顷棉花、油菜和红花）、缅甸（３０万公顷棉花）、越南（９２０００公顷玉

米）、印度尼西亚（２０００公顷耐旱甘蔗）和孟加拉国（１９３１公顷茄子）。亚太地区２０１９年的种植面积为１９５０万公顷，占全

球总种植面积的１０．２％，比２０１８年增加了２％。有利的全球棉花价格对印度和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应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众对清洁、无害化生产的转基因茄子的接受，激励了孟加拉国更多的农民。在越南，进口玉米的高价格和粘虫虫害的日益

严重使本国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在印度尼西亚，耐旱甘蔗的种植仅限于国有农场，因此限制了其为该国制糖

工业作出贡献。澳大利亚２０１９年生长季节持续的极端干旱影响了油菜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转基因作物和常规作物），澳大

利亚的棉花种植面积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但由于更好的杂草控制和更高的利润，转基因油菜的应用率升高。缅甸的Ｂｔ棉

花种植面积略有减少。新的生物技术棉花品种以及新批准的生物安全框架可以增加未来的种植面积。

　　非洲生物技术作物种植国增加了１００％

　　非洲大陆仍然是最有潜力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中获益的地区。２０１９年，非洲农民对转基因作物的认识和认可程度有

所提高，因此，非洲大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量翻了一番，从２０１８年的３个增加到６个。种植面积从高到低依次是南

非（２７０万公顷的玉米、大豆和棉花）、苏丹（２３６２００公顷的抗虫／Ｂｔ棉花）、马拉维（６０００公顷）、尼日利亚（７００公顷）、埃斯

瓦蒂尼（４０１公顷）和埃塞俄比亚（３１１公顷），总计２９０万公顷，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１．５４％。尼日利亚对Ｂｔ抗螟虫豇豆的

批准是２０１９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莫桑比克的耐旱玉米，以及肯尼亚和卢旺达的抗褐条病木薯继续从限制性田间试验过

渡到环境释放阶段。加纳和尼日尔为促进生物技术作物的研发和应用而改进了生物安全法规。包括赞比亚在内的一些国

家还支持生物技术作物的贸易以保障其粮食安全。

　　欧盟两个国家继续种植了１１１８８３公顷的转基因玉米

　　在过去的２４年里，欧盟对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的接受程度并没有提高，欧洲种植转基因作物是由于欧洲玉米螟的侵

扰，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种植了转基因Ｂｔ玉米。２０１９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种植了１０７１３０公顷和４７５３

公顷的转基因玉米，共计１１１８８３公顷，比２０１８年减少了７．５％。由于市场对非转基因原料的需求，种植转基因玉米的积极

性下降，但从阿根廷、巴西和美国进口的原料主要是转基因原料。欧盟每年进口３０００万吨大豆和大豆产品（其中９０％ ～

９５％为转基因产品），进口１０００万吨～２０００万吨玉米产品（其中２０％～２５％为转基因产品），进口２５０万吨 ～５００万吨油

菜籽产品（近２５％为转基因产品），主要用于饲料。由于欧盟法规没有改变，也没有批准种植的迹象，而且反对生物技术作

物的行动仍然强劲，预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２０１８年初，六种转基因作物获准进入欧盟用于食物和饲料用途，包括四

种大豆转化体、一种油菜和一种玉米（更新）。２０１９年底前，两个新的玉米品种和三个已获授权的玉米和甜菜的更新品种获

批用于食物和饲料用途。

２　用于食物、饲料、加工和种植用途的转基因作物转化体批准状况

　　总计７１个国家／地区（２９个种植国＋４１个非种植国＋欧盟２６国，欧盟算为一个国家）对用于人类食物、动物饲料和商

业种植用途的转基因作物签发了监管批文（表２）。自１９９２年以来，除了康乃馨、玫瑰和矮牵牛外，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了

４４８５项批文，涉及２９种转基因作物的４０３个转化体。

　　在这些批文中，２１１５项用于食物（直接使用或加工），１５１４项用于饲料（直接使用或加工），８５６项用于环境释放或种

植。美国批准的转基因转化体数量最多（仅限单一性状），其次是日本（不包括批准的复合型和叠加型转化体的中间转化

体）、加拿大、巴西和韩国。

　　转化体获批数量最多的仍然是玉米（３５个国家／地区批准了１４６个转化体），其次是棉花（２７个国家／地区批准了６６个

转化体）、马铃薯（１３个国家／地区批准了４９个转化体）、大豆（３１个国家／地区批准了３８个转化体）、油菜（１５个国家／地区

批准了３８个转化体）。

　　不同国家批准数量最多的前十个转化体包括：耐除草剂玉米转化体 ＮＫ６０３（在２８个国家／地区 ＋欧盟２８国获得６１个

批文）、耐除草剂大豆ＧＴＳ４０３２（在２８个国家／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５７个批文）、抗虫玉米 ＭＯＮ８１０（在２７个国家／地区

＋欧盟２８国获得５５个批文）、耐除草剂和抗虫玉米ＴＣ１５０７（在２７个国家／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５５个批文）、耐除草剂和

抗虫玉米Ｂｔ１１（在２６个国家／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５４个批文）、抗虫玉米ＭＯＮ８９０３４（在２５个国家／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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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个批文）、耐除草剂玉米ＧＡ２１（在２４个国家／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５０个批文）、耐除草剂大豆Ａ２７０４１２（在２５个国家／

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４５个批文）、耐除草剂和抗虫玉米ＭＯＮ８８０１７（在２４个国家／地区＋欧盟２８国获得４５个批文）。

表２　用于食物、饲料、种植／环境用途的转基因作物转化体批准状况

国家／地区
批准转化体数量

粮食 饲料 种植 合计

美国 １８３ １７８ １７８ ５３９

日本 １８６ １７７ １３０ ４９３

加拿大 １４７ １３８ １４４ ４２９

巴西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０６ ３２８

韩国 １５７ １４８ ０ ３０５

菲律宾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４ ２４４

墨西哥 １８８ ２９ １４ ２３１

阿根廷 ７７ ６９ ７５ ２２１

欧盟 １００ １０１ ４ ２０５

澳大利亚 １１８ １８ ３９ １７５

其它 ７３２ ４３１ １５２ １３１５

合计 ２１１５ １５１４ ８５６ ４４８５

　　 美国仅批准单一转化体。

　　日本的数据来自日本生物安全信息交换中心（ＪＢＣＨ，英文和日文）以及日本卫生劳动福利部（ＭＨＬＷ）的网站。然而，从获批叠加型

转化体衍生的中间转化体如果未出现在ＭＨＬＷ中，那么这些中间转化体则不包括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另外，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已经过期失效

的批准纳入我们的数据库中，而ＪＢＣＨ的记录始于２００４年。

　　尽管日本已经批准种植，但目前还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

３　转基因作物在应对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贡献

　　由于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对改善农民和公众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益处，全球都在应用转基因作

物。在过去２３年（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中，转基因作物为全球带来了２２４９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惠及１６００万～１７００万农民（其

中９５％来自发展中国家）。

　　转基因作物通过以下方式为应对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问题做出贡献：

　　 增加作物生产率。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作物产量增加了８．２２亿吨，价值２２４９亿美元，其中，仅２０１８年就增产８６９０万

吨，价值１８９亿美元。

　　 保护生物多样性。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节约了２．３１亿公顷土地，仅２０１８年就节约了２４３０万公顷土地。

　　 改善环境。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使农药活性成分用量减少了７．７６亿千克，仅２０１８年就使农药的环境释放量减少了５１７０

万千克；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农药使用减少８．３％，仅２０１８年就减少了８．６％；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将环境影响商数（ＥＩＱ）降低１８．３％，

仅２０１８年就降低了１９％。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２０１８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２３０亿公斤，相当于一年减少了１５３０万辆汽车上路。

　　 缓解贫困。通过改善１６００万～１７００万小农户及其家庭（即６５００万以上的全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帮助

减轻贫困（Ｂｒｏｏｋｅｓ，２０２０年）。

　　因此，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能够对科学界提倡的“可持续集约化”战略有所贡献，使目前全球１５亿公顷耕地的生产力

和产量得以提高，从而拯救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尽管转基因作物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是万能的，对待转基因作物要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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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收益达到２２５０亿美元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８年，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共获得经济效益２２４９亿美元，其中获益最大的几个国家依次是：美国（９５９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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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阿根廷（２８１亿美元）、巴西（２６６亿美元）、印度（２４３亿美元）、中国（２３２亿美元）、加拿大（９７亿美元）和其他国家（２３２

亿美元）元。仅２０１８年，有六个国家从转基因作物获得的经济收益最多，分别是：美国（７８亿美元）、巴西（３８亿美元）、阿根

廷（２４亿美元）、印度（１５亿美元）、中国（１５亿美元）、加拿大（９亿美元）和其他国家（１０亿美元），总计 １８９亿美元

（Ｂｒｏｏｋｅｓ，２０２０年）。

５　结　论

　　《２０１９年全球粮食不安全报告》显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在２０１５年截止时并未实现，２０１８年全球仍有超过

８．２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使得２０３０年零饥饿目标难以实现。《２０１９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也显示，１０多年来世

界饥饿减少的趋势已经结束，饥饿状况再次上升。全球营养不良的流行程度已趋于稳定，不幸的是，营养不良人口的绝对数

继续缓慢上升。

　　区域细节显示，在几乎所有非洲地区，营养不良几率最高接近２０％。其次是亚洲，特别是西亚地区，自２０１０年以来，该

地区人口的营养不良比例持续上升，直至超过１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饥饿率也在缓慢上升，接近７％。令人沮丧

的是，超过２０亿人无法定期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其中包括北美和欧洲８％的人口。经济放缓和经济衰退极大地

加重了粮食不安全性和营养不良的可能性，这种不良影响率在低收入国家还要高出２０％。此外，气候变化正在严重影响全

球粮食生产，在玉米、水稻、大豆和春小麦的生长季节，气候因素的逐年变化对产量波动的影响可以占到２０％～４９％。

　　因此，在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用于粮食、饲料和加工的种植和进口）的第２４年，１．９０４亿公顷的种植面积会有

助于缓解上述问题。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９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累计达到２７亿公顷，继续为全球７７亿人口提供食物、饲料

和避难所；使１８００万农民及其家庭（其中９５％为小农）获得了２２９４亿美元的经济效益（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向消费者提供新

的生物技术作物和性状，以维持充足、有营养的食物；向农民提供改良的农艺性状，以减轻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生物和非生物

农业问题。

　　公众接受度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是转基因作物的农业、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惠及穷人和饥饿者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区

域性监管数据的协调共享将加快生物安全决策。确保上述效益的持续，还取决于科学、前瞻的监管流程，批判性地看待利益

而不是风险，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力，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数以百万计的饥饿和贫困人口对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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