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勇波

科技风险与公共沟通讨论培训会

---告知公众转基因，不当啦啦队
     

武汉：2017年3月25日



科技风险与公共沟通

The biosafet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has raised a widespread 

and controversial concern, particularly after 

transgenic rice and corn were granted 

biosafety certificates in China. Many 

knowledgeable - or not - members of the 

public, even media as well as scientists joined 

the opinion war on GMOs, forming two pro- 

and anti-GMO groups, so that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ebates.

Curren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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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Due to the rapi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y open 

media such as the Internet, which has not allowed the public 

distinguishing false information from scientific conclusions, 

we have seen the heated debates between pro- and anti-

GMO sides emerge. 

Possibl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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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Many people have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e 

issues of GMO R&D and approval as well as the lack of 

governmental transparency as one, and som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have indeed hidden or refused the disclosure 

of related information even on the grounds of 

confidentiality. 

Possibl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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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s：Despit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s of GMOs has been carried 

out, the public still has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it. There ar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making of knowledge on the 

safety of GMOs. 

Possibl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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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the 

biosafety knowledge of GMOs

ü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ledge and choice should be 

respected. 

ü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GMOs should be facilitated, 

so that improv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GM technology and its 

product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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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Public supervision on GMO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disseminate the knowledge of GMO biosafety 

assessment via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hannels. 

üLegal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biosafety awareness of GMO R&D and production companies. 

üNeither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nor scientists should be 

cheering on certain issues when informing the public on GMOs. 

Suggestions



ü1983年，成功培育出第一株转基因植物，抗病毒烟草；

ü1994年，番茄成为全球第一个被批准商业化的转基因植物；

ü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至今在实验室已成功或正进入中试

水平的转基因植物，据不完全统计估计有35科、120种左右，

包括粮食、蔬菜、水果林木等；

ü转基因的性状主要有：抗病、抗虫、品质改良、抗逆、抗

除草剂、发育调控及药物生产等方面；

转基因植物

研究现状



全球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但是，由于欧盟等国家的反对，种植国家数量趋于平稳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

研究现状



排名 国家 面积(MH) 转基因作物

1 美国 70.9 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苜蓿，

木瓜，南瓜

2 巴西 44.2 大豆，玉米，棉花

3 阿根廷 24.5 大豆，玉米，棉花

4 印度 11.6 棉花

5 加拿大 11.0 油菜，玉米，大豆，甜菜

6 中国 3.7 棉花，木瓜，杨树

全球前六个国家转基因植物种植概况 (2015)

研究现状

(ISAAA)



大豆 玉米 棉花 油菜

面积(百万公顷) 90.7 55.2 25.1 9.0

比例 50% 30% 14% 5%

转基因比例 82% 30% 68% 25%

种植国家数 11 16 13 4

种植面积前三位

国家(百万公顷)

美国（29.2）

巴西（20.6）

阿根廷（19.2）

美国（33.9）

巴西（9.1）

阿根廷（3.9）

印度（10.6）

美国（4.9）

中国（3.9）

加拿大（7.8）

美国

澳大利亚

年经济效益(十亿

美元)

3.3 5 5.2 0.5

性状 HT Bt, HT, Bt/HT Bt, HT, Bt/HT HT

全球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概况 (2014)

四种作物，两种性状

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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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品种 专利有效期

先正达 品质改良玉米 3272 2013.5.21-2016.5.21

孟山都 耐旱玉米 MON87460 2013.5.26-2016.5.26

巴斯夫 抗除草剂大豆 CV127 2013.6.6-2016.6.6

孟山都 抗虫大豆 MON87701 2013.6.6-2016.6.6

孟山都
抗虫耐除草剂大豆 MON87701 

×MON89788
2013.6.6-2016.6.6

孟山都 抗虫棉花 15985 2011.7.21-2016.7.21

拜耳作物 抗除草剂棉花LLCotton25 2011.12.20-2016.12.20

拜耳作物 耐除草剂大豆A2704-12 2013.12.31-2016.12.31

先锋/陶氏益农 抗虫玉米59122 2015.12.20-2018.12.20

先锋/陶氏益农 抗虫玉米TC1507 2015.12.20-2018.12.20

全球主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公司

(中国农业转基因年报)



中国转基因研究概况

ü1992年开始种植抗病毒烟草；

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ü2014年转基因植物面积390万公顷

390(420)万公顷是抗虫转基因棉花

ü抗环斑病毒木瓜8500公顷;

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海南岛。

ü抗虫Bt杨树面积约543公顷。

ü2009年，转Bt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获得农业部生物安全证书；2015年1月重新获得；

ü其它转基因作物大田实验，包括小麦、马铃薯、西红柿、大豆、白菜、豆子、香瓜、

木瓜、甜椒、荔枝、油菜和烟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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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ISAAA)



中国转基因研究概况

ü目前，研究中的主要作物（中间试验或环境试验）包括抗虫玉米、

高赖氨酸玉米、抗穗发芽小麦，以及抗虫大豆；

ü2008年7月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在12年内

拨款240亿人民币资金支持转基因品种的研发；

ü该项目将着重于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和棉花）以及牲畜（猪、

牛、羊）的研究，目标是开发具有抗虫、抗病、抗压等性质的新品种。

ü中国进口大量大豆、棉花、玉米和大豆饲料及加工产品

研究现状

(中国农业转基因年报)



中国转基因研究概况

ü目前，中国尚未批准任何动物克隆或转基因动物制品的商业化，也

不允许进出口任何转基因动物，牲畜或相关产品。

ü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成功培育朊蛋白基因敲除的奶牛；

ü2010年，内蒙古大学培育出肌生成抑制蛋白基因敲除的克隆牛。

ü2010年，中国获得了转TLR4基因的抗病山羊；

ü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获得了抗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的转

基因鸡。

研究现状

(中国农业转基因年报)



中国转基因研究概况

ü2012年9月，在内蒙古大学建立了国家转基因动物技术研究中心。

ü2012年6月，内蒙古大学培育出转基因奶牛，其生产的牛奶富含

omega-3脂肪酸（对健康有利），而降低omega-6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可能导致癌症和心脏病）。

ü中国渔业科学院黑龙江渔业研究所培育了一种利用鱼类生长基因的

转基因鲤鱼，正在进行中试和哺乳动物喂养实验。

研究现状

(中国农业转基因年报)



转基因生物的优势

p 解决贫困与饥饿：人口72亿---2050年96亿

p 保护生物多样性：节约土地；15亿公顷；约1300

万公顷热带森林被破坏；

p 减少农业操作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农药使用；不耕

/少耕---保持土壤/减少CO2排放

(ISAAA)

研究现状



u 147份资料；大豆、玉米、棉花

u 减少化学农药37%，产量增加22%，农民收益增加

68%。

ISAAA

研究现状

(Klumper & Qaim 2014. Plos ONE)



1. 健康风险

动物实验：小白鼠(Seralini et al. 2012)；大鼠(Pusztai et al. 1998)

食品安全：营养成分；毒理实验

2.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2.1 转基因进入自然环境的途径：逃逸风险；控制措施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靶标与非靶标生物；土壤动物；杂草；水生

生物

2.3 周围环境：温室气体

风评现状

主要研究领域



2.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2.1 逃逸风险

风评现状



2.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2.1 逃逸风险

风评现状

2008年11月，墨西哥大学Elena Álvarez-Buylla研究组在

Molecular Ecology发表文章，证实了墨西哥传统玉米中

发现了转基因的存在(Piñeyro-Nelson et al. 2008)。随后，

《Nature》刊物发文说明，事后的科研调查证明2001年伯

克莱两位研究人员Chapela和Quist的论文内容完全属实 

(Dalton 2008)。



对靶标与非靶标动物的影响

Marvier et al. (2007)整合分析42篇农田实验研究结

果，发现转Bt基因作物农田中的非靶标昆虫比打药

的传统作物农田中更多，但是与没打药的传统作物

农田相比，转基因田里的有些物种更少。

N B
NP

2.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

风评现状

节肢动物：Wolfenbarger et al. 2008;

蜜蜂：Duan et al. 2008



对土壤生物的影响

含Bt 杀虫蛋白的根部渗出物能够与根表面土壤颗粒结合, Bt 毒素不易被生物

降解(Saxena et al.，1999)。在特定土壤中纯化的Bt毒素能够持续保持杀虫活性

234天, 高密度植物和低pH 土壤有利于Bt 毒素的持久性 (Tapp and Stotzky，

1998)。

Icoz和Stotzky综合分析70篇发表的研究土壤生物文献，认为 Bt (Cry)蛋白对土

壤生物有微量或者没有影响，差异是临时性的，与转基因蛋白关系不大，主要取

决于不同土壤类型、温度、植物种类、地里范围等（Icoz and Stotzky, 2008） 。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

风评现状



对杂草多样性的影响

在加拿大，栽培抗某一种除草剂油菜后，在农田中发现有些油菜植株能同时

抵抗三种除草剂（草甘膦、固杀草、保幼酮），成为“超级杂草”(Hall et al. 

2000; Beckie etal. 2003; Knispel et al. 2008)

风评现状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



种植转基因油菜和甜菜的农田里杂草比非转

基因作物农田里少，而转基因玉米农田却比

对照农田里的杂草多（Heard et al. 2003）

GMHT

风评现状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

风评现状

目前，关于转基因植物影响水生生物的研究不多，还处在起步

阶段。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人认为由环境释放的转基因编码的蛋

白（如Bt蛋白）在水体中浓度低，而且容易分解，所以几乎不会

对水生生物产生影响或影响可忽略 (Badea, 2010; Jensen et al., 

2010)。

然而，对水生生物的喂食实验却发现有影响（Chambers et al. 

2010）;也有没有影响的(Li et al. 2015).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2.2 生物多样性影响

转基因植物对水生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受转基因事件、水生生物种

敏感性、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Axelsson et al., 2010; 

Chambers et al., 2010; Jensen 

et al., 2010; Swan et al., 2009)。

风评现状



ü转基因植物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生物多样

性的潜在影响显得尤其重要。

ü科学实验研究表明转基因植物对昆虫、杂草、土壤动物、

水生生物等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很复杂，受转基因事件、物

种特性、生态环境因子等因素影响。

ü这些对实验研究结果的争论，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对统计

上显著的生理生化影响有多种多样的生物学解释。

ü总体而言，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ENSSER  2013)。

风评现状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