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本报记者刘丹
转基因技术和中国粮食安全与主

权的话题争论由来已久，经历多轮政府
决策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消费者的互动
之后，岁末年初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
点。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就转基因问题给出官方定调：我国将继
续实施转基因战略，转基因技术发展并
不会停止。

高层定调转基因

“其实，对于加快转基因科技发展、
中央高层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中国
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
大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被视为国内转基因的支持派代表。

2008年 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
审议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
技重大专项；2009年 8月农业部批准发
放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
产应用安全证书；2010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提出，“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
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
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可以看出，国家已经把转基因技

术作为国家战略来看待。”黄大昉说。
就在农业部刚刚公布的《农业科技

“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发展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并把生物技术放
到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位置。
原因不难理解，转基因的支持者认

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各种矛盾和
问题，只有通过加快发展转基因技术才
能解决。对于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要求
而言，转基因技术还需要加快发展。
“转基因技术进入快速发展的时

期，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而我国国情
决定了我们非要抓住这个机遇不可。”
黄大昉说。

争议再起

2011年 12月 27日，绿色和平组织
发布了《2011中国水稻生态农业报告摘
要及经费对比》（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指出：自 1986年以来，转基因技术
得到了累计约 210 亿元的国家财政投
入，是同期生态农业获得的 7亿元投入
的 30倍。
《报告》称，他们与 5位生态农业专

家合作，分别对中国五大水稻生产区
（华东、华南、西南、东北和华中）的水稻
生产现状和绿色防控技术效果进行调
研。结果表明，生态农业技术的综合利
用可以在大幅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的
同时有效控制病虫危害损失。以华中稻
作区为例，生态农业技术的集成推广应
用使大面积水稻生产的化学农药使用
量减少 30%以上，水稻病虫害损失率控
制在 5%以下。

总部设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是全球反转
基因运动的一面旗帜。由于其反转基因
立场坚定，行动力强，一般观察舆情的
专业人士都会把跟踪绿色和平的动态
作为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绿色和平对中国转基因的
调查始终没有停止。2002年，绿色和平揭
露孟山都对中国野生大豆提出专利申
请，此举引发巨大的舆论关注，促使中国
政府批示相关部门加强对生物资源的保
护；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转基因大米在
湖北非法种植，并污染了武汉和广州的
大米，农业部进行调查后销毁了非法转
基因大米和种子；2006年，绿色和平对中
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进行检测，发现亨
氏米粉含有未经安全试验的非法转基因
大米成分；2007年绿色和平首次发现美
国转基因大米 LL601 被非法进口到中
国；2010年，绿色和平发布了《超市生鲜
散装食品调查报告》，揭露沃尔玛出售非
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
法转基因木瓜。中国几乎所有的与转基
因相关的“揭黑消息”都是由绿色和平率
先揭发出来的。
对于绿色和平的这份最新报告，黄

大昉认为：“不能把转基因和生态农业
完全对立起来，特别是不能够通过打压
转基因技术来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事
实上，许多转基因技术恰恰是为了保护
生态农业。”
在黄大昉看来，生态农业并不适合

中国国情。“欧洲一些国家对生态农业

比较重视，这不难理解。在经济发达的
前提下，不求产量，不计成本，当然能够
生产出有机食品，发展生态农业。”黄大
昉说，“但我国做不到。我们这么多人
口，幅员如此广阔，地理气候条件如此
复杂。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就不能保障粮
食增产。片面的强调生态农业是违背我
国国情的。”
“我们也支持生态农业，但只有在

中国的局部地区是能够实现的。”黄大
昉说，“他们（绿色和平）对中国的农村
和农民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有些重大问
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如果按照他们的做
法，中国农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种业控制力

转基因，尽管依旧备受质疑，商业
化推广“慎之又慎”，但它将无可避免地
进入我们的生活。
“十二五”，传统种子的产业链条已

被打破，一个新的产业体系正在孕育
中。
在转基因的支持者看来，政府对转

基因科研力度的加大，主要源于是对抗
外资对中国种业的控制，确保粮食安
全。
中国目前 50%的蔬菜品种掌握在

外资手中，有些国际种子公司进入国内
市场后，先以较低的价格向农民推销种
子，或者免费让农民试种，在潜移默化
中培育我国农业发展对这些跨国公司
的依赖。

“在这颗简单的种子里，是科技的
力量，这将是农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
的。科技的力量推动我们进入未来，当
农民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的确，美
国的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就是通过一粒
种子的“智造”，获取了财富，也“控制了
一些国家的粮食生产”。

种子里面的转基因链，是孟山都持
续裂变出金子的法宝，是其攻城略地的
武器。

在竞逐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上，世
界上生物科技其他三大巨头陶氏化学、杜
邦和先正达公司与孟山都一起，已开始在
中国农产链上布局落子；一些国内农药厂
商和化肥厂商，悄然有了巨头们的影子。

在与世界巨头的转基因战争中，我
们也曾以国家之力，花费 10年时间，将
孟山都打回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抗
虫棉一度占据了中国 70%的市场，但是
10年后的今天，孟山都基本被打出了中
国市场，国内抗虫害转基因棉花种植领
域，国产基因占据了 70%以上的市场份
额。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黄大昉告
诉《中国科学报》。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开闸转基

因农作物的深层原因：与其拱手将市场
让给转基因生物公司巨头，倒不如在转
基因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竖起一道通
过自主研发来拦截国外巨头控制我国
农业命脉企图的防火墙。

转基因技术发展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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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食品工业或将得到快速发展。这
样的判断，从近日国家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发布的《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中不难得出。
《规划》中涉及大豆、乳制品、白酒等多个近期热

点行业，并预测到 2015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将达
12.3万亿元，年均增长 15%。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食品工业在“十
一五”期间已初步完成了规模化发展，“十二五”期间
将得到继续深化。但未来总产值的增加应更多依靠高
附加值，而不是企业数量的增加。

与部分制造产业一样，我国食品工业面临的主要
问题依然是“大而不强”、“小而散”。有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产品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食品工业企业有
27家，比 2005年增加了 15家。虽然较之从前有所进
步，但实力仍难敌欧美等食品工业大国。

而此次《规划》将着力点放在了“培育形成一批辐
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具有竞争力优势的大型食
品企业和企业集团”。这样的战略下，重点行业的生产
集中度势必提高，这样的导向下，相信中小食品企业
也将逐步实现良性发展，而一些工艺技术落后的企业
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大而强的食品企业将成“种子选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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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开闸转基因农作物有其深层原因：与其拱手将市场让给转基因生物公司巨
头，倒不如在转基因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竖起一道通过自主研发来拦截国外巨头控制
我国农业命脉企图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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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业部日前发布了《全国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二五”规
划》。《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全国
将培育畜禽新品种（配套系）50 个以
上，产业化开发的地方品种比例达
30%以上，培育壮大一批畜禽育种企
业，优质畜产品生产能力和畜禽种业
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规划》指出，要建立中央和地方

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形成以国家为
主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局面，逐步建
立健全国家和地方分级负责、重点突
出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中央财
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保护国家
级畜禽保护品种；地方人民政府将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列入财政预算，不断
加大资金投入，切实强化省级畜禽保
护品种的保护。
《规划》还建议，要发挥公共财政资

金的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个人参
与保种，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
投入机制，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金
参与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除了上述规划外，农业部早前发布
的《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也将
“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列为重大关键技术
攻关，并置于首位。 （李木子）

资讯

农业部将加强保护
畜禽遗传资源 创新“引擎”加速生物技术“落地”

姻李惠钰
当前，我国的生物技术水平与国际的先进水

平差距只有 5年，而产业化的差距却长达 15年，
如何使生物技术进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化应用成
为企业及科研界热议的话题。
近日，在由麻省理工《科技创业》杂志主办的

世界新兴技术峰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
发展生物产业有很明显的市场机遇，中国不需
要追随西方的脚步，而应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
创新模式。

医疗市场机遇明显

相比 IT技术，生物技术正在被边缘化，但是
在齐云创智工坊董事总经理金克文看来，生物
技术要比 IT更重要，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类几乎
所有的需求。
齐云创智工坊专注于把全球领先的创新技

术与产品引入中国，通过综合多个国家经济支

出的总体情况，金克文分析，中国医疗市场的发
展机遇十分明显。
金克文表示，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体

中，医疗健康支出的增长速率都要比 GDP快很
多，从医疗支出所占 GDP的比率来看，全球最高
的是美国，大约为 17%~18%，英国、德国、加拿大
等国家大约为 8%~9%。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在医疗领域的投

入还会继续加大，而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
期，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医疗支出肯定
也会越来越多。
另外，中国正在快速的推进城市化进程，重

庆市等地区已经开放了户籍制度，在这种大趋势
的推动下，中国将会有 3亿 ~4亿人口迁徙到城
市中生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
人们对医疗健康的需求也会随之加大，这同时也
给医疗市场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口老

龄化加重及慢性疾病的增多，金克文表示，中国
是未富先老的国家，由于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不

当等原因，糖尿病类慢性疾病患者的数量正在逐
年上升，而这就需要医疗健康产业提供大量的产
品和服务来满足患者的需求。
金克文还认为，中国出台的各种扶持政策正

吸引着大量的海外学子回国创业，各种人才、资
金、项目、技术在国内流动着，这种良好的环境将
更加激发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寻找创新的模式

全球性生物技术公司 Life Technologies大中
华区总裁 Kadia对金克文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
为中国有潜力发展生物产业，但问题是生物技
术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廉价。
比如人类的基因组测序，10 年前大约需要

投入 5亿元人民币来研究人类的基因，而现在，
人类的基因组测序仅仅只需要花费几千元钱，
用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在这种技术廉价的挑战下，Kadia表示，控

制成本是生物技术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要在

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下进行投资，而这就需要
企业寻找一种符合自身发展的创新模式。
“比如在中国的农村，尽可能使用小型的医

疗设备，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技术服务。”Kadia建
议。

生物学博士、汉能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朱凌
宇也认为，中国不一定要追随西方国家的脚步，
在全球发展生物产业的背景下，中国一定要有创
新精神，尤其是在生物制药行业。

据了解，我国生产的药品，多以仿制为主，自
主创新犹如凤毛麟角，查阅资料发现，国家一类
新药仅 20种左右。

朱凌宇表示，中国的药企一定要与跨国公司
合作，引进更多的化合物，比如强生就有一种药
物应对艾滋病，使得现在艾滋病已经变成了一种
慢性病，中国也可以学习去研制类似的新药。

另外，朱凌宇还建议要创建一个有利于企业
发展的生态系统，即健康的产业链。“如果生物公
司想要从投资者得到回报，就需要加强与人才、
IT技术等多领域的合作。”朱凌宇说。

姻韩健
G10K （万种脊椎动物测序工程）是个典型

的、类似人类基因组工程一样的“大科学”项目：
因为它的科学意义大，参与的科学家多，合作的
时间长，还需要有大笔的资金。
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科学合作项目又是怎

么启动的呢？
不久前，G10K 项目的发起人之一，美国

NIH/NCI 遗传多样性实验室主任，Stephen O’
Brien博士来我们研究院讲学交流，笔者更感兴趣
的是了解他是怎么组织起 G10K这样的“大科学”
项目的。
我索性直接问 Steve：“G10K 是什么时候怎

样启动的？”
“我每年都‘出游’去现场采集标本，已经有

至少 25年了。”Steve办公室的墙上有许多照片，
包括一些大熊猫的照片，走廊里挂着许多有他们
文章的杂志的封面，去他的网站可以找到几百篇
论文，有近 20％是在一线杂志发表的。他随手从
一个文献柜里拿出一份 excel表格，上面记录了
他收集的几万份标本，包括标本动物的名称，采
集时间地点，标本部位，动物性别、年龄，是否建
立了细胞系，是否能建细胞系，是否提取了 DNA
等等细节。

Steve说：“2008年冷泉港会议，有天晚上，我
和 David Haussler在酒吧聊天，觉得是该启动基因
测序项目的时候了，测序价格越来越便宜，做这
件事情的迫切性就越来越大。”又是这个著名的
冷泉港酒吧，这个酒吧有着传奇的色彩，许多大
项目都是在这里起步的。

可是该怎么去做？标本哪来？谁参与？钱哪
里来？这得好好规划一下。于是 Steve和 David商
量出来了一个大概框架：先找到一笔启动经费，
招集一帮科学家（不一定要著名的科学家，但是
要那些在一线采集标本的、有共同兴趣的科学
家）开个会，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会后写一篇“白
皮书”，一个类似“宣言”一样的技术文献，然后走
一步算一步。

2009年 4月，G10K 的第一次会议在加州召
开了。Steve又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次是在他们
开会的地方附近，一个叫 Ideal的酒吧。

他说，来开会的 55个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领
头科学家们在正式开会前天晚上去这个酒吧。酒
后开始了热烈的讨论，许多都是比较“负面”的意
见，说这件事到底有多难：“标本的质量、数量都
不能保证。”、“代表性的问题，到底先选哪个动
物？”、“知识产权的问题”、“数据公开透明的问
题”、“不同国家参与如何协调？”、“钱哪来？”等
等。

“第二天，等大家酒醒得差不多了，我们坐下
来，然后我说，‘假设钱不是问题，标本的质量就
是首要的问题’。我让大家各自把计算机打开，各
人报一下手里都有什么标本，能有十分把握拿到
的有哪些标本。科学家们分成了几个组：鱼类的、
鸟类的、哺乳动物等等，一阵忙碌过后，参会的五
十几个科学家手头就有几万份标本！大家一致认
为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是可以办到的！”
开了三天的会议，会议以后大家一起写了一

个白皮书。
白皮书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

应该如何做，从哪做起，都谁可以参与等细节，就
是没有谈钱从哪里来。
白皮书发表后不久，媒体开始报道这个项

目，而且越炒越热，因为这有点像圣经中的诺亚
方舟的故事。
可是没有钱，这个项目还是不能启动。
真正推动了这个项目的还是中国的华大基

因。2010年底，华大决定参与这个项目并答应先
期完成 101个基因组测序工作（华大出钱）。有了
华大的承诺在先，美国、英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坐
不住了。现在 Steve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不断，大家
都想参与进来，G10K网站上已经由原来不到 100
个参与单位扩大到上千个。
我们能学到什么？

这么大一个项目，从无到有，用不到 3 年的
时间走到今天，需要的就是这种敢想敢干的精
神。
“假设钱不是问题”的奇特假设，是我们 99%

的人不敢去想的。把最难的问题忽略不计，我们
有多少人敢那样去做？而事实是，有些困难在事
情开始的时候看上去是不可逾越的，可是等我们
把事情做到一定程度了，天大的问题都可能自然
而然地消失了。

以前写过一篇博客评论这样的项目在国内
是否能启动，也许很早就会有人站出来泼凉水或
者“打假”，怀疑其重要性，怀疑发起者是“空手套
白狼”，怀疑这怀疑那。是否有人拉山头，抢成果，
挣名利？能否有国际化的胸怀，把项目开放出去？
能否有远见，看到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Steve他们的热情，敬业精神，在本
行业的建树和积累是成功的根本。可是能做到超
越自我，超越国界，超越时空，做得这么超脱，这
么漂亮，多不容易。

向他学习，做一个敢去做梦，更敢把梦变成
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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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G10K“大科学”项目如何起步

商业观察

据新华社 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
在日前举行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
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强调，我国生物
多样性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生物资
源流失和丧失的趋势仍未有效遏制，资
源底数不清，监测监管能力不足，法律法
规标准体系尚不健全，管理体制机制不
顺，投入不足等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工作
报告中表示，下一步我国生物物种资
源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要
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组
织实施“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
行动”，进一步加强重点环节生物物种
资源的日常监管，加强生物遗传资源
获取与惠益分享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
等重点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国际
交流与合作。 （顾瑞珍）

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
到国家宏观战略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