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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李惠钰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

日前发布年报称，2012年，发展中国家转基因
作物种植面积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种植
总面积的 52%。这一年，有来自 28 个国家的
1730 万农民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其中 85%来自
中国、印度、菲律宾。

4 月 1 日 ~3 日，ISAAA 联合约翰·邓普顿
基金会、东南亚农业高等教育与研究区域中心
等机构，在菲律宾举行了一场促进发展中国家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际会议。来自发展中国家
农业领域的政策制定者、科学家、科学传播者、
推广人员和农民等业界代表认为，转基因作物
可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引擎，帮助世界上小
型、资源贫乏型农户摆脱贫困。

中国、印度走在前列

ISAAA 称，从 1996 年 ~2012 年，全球转基
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 100 倍，由 170 万公顷
增至 1.7亿公顷。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使得转
基因技术，以可观的利润成为现代农业史上应
用最迅速的作物技术。
而这种增长却与此前评论家的预测完全

相反。在 1996年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之前，评论
家就曾表示转基因作物仅为发达国家使用，发
展中国家不会接受并采用转基因作物。
然而，发展中国家却日益意识到种植转基

因作物所带来的益处：不仅能提升产量，而且
能节省能源、时间和机械，并能减少杀虫剂的
使用，提高产品质量。

ISAAA 的统计数据显示，1996 年 ~2011 年
的 5 年时间里，转基因作物为发展中国家带来

的经济收益约 490亿美元，为发达国家带来的
经济效益约 486亿美元。而在 2011年，转基因
作物为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101
亿美元，发达国家仅为 96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复合性状是转基因作物的

重要特点。2012年，全球有 13个国家种植了两
种或更多性状复合的转基因作物，其中 10个
是发展中国家。2012年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
种植面积是 4370 万公顷，约占全球总面积的
26%，而 2011年，这个数字是 4200万公顷。
《中国科学报》记者从 ISAAA中国生物技

术信息中心获悉，全球前 5 个种植转基因作物
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及南
非，这 5 个国家共种植了 7820万公顷的转基
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 46%。
其中，中国和印度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方面走在
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2012年，中国和印度的小型农户共种植了
近 150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创下历史新高。这
一年，中国转基因作物总面积居世界第 6，转基
因作物总种植面积为 400万公顷，含棉花、木
瓜、白杨树、西红柿及甜椒。其中，棉花是中国
的主要转基因作物，720万小型、资源匮乏型农
户种植了 400万公顷转基因棉花，种植率高达
80%，平均每个农民种植 0.5公顷。

前景可期

ISAAA 董事会主席克莱夫·詹姆士表示，
从 1996 年 ~2011 年，转基因作物不断为粮食
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增加了价值 982 亿美元的农作物产量；节省
了 4.73 亿公斤的杀虫剂；节省了 1.087 亿公顷
土地；仅 2011 年就减少了 231 亿公斤的二氧

化碳排放，相当于从公路上移走大约 1020 万
辆汽车。
克莱夫·詹姆士称，从 1996年至 2012 年，

来自全球约 30 个国家的数百万农民种植了转
基因作物，这是对生物技术作物益处的最有力
的证明。
他表示，转基因作物的前景令人振奋。亚

洲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 2015 年之前将首次
种植转基因作物；巴西将在今年首次种植抗虫
和耐除草剂复合性状大豆；印度尼西亚可能会
种植耐旱甘蔗；在中国，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
积可能会达到 3000 万公顷；在未来，仅仅在亚
洲，会有 10亿贫困的水稻种植者从转基因水
稻中获益。

耐旱性是制约全球作物产量提高的重要
因素，而通过转基因作物获得的耐旱性状也被
看作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最重要性状。记者
从 ISAAA获悉，今年，孟山都公司将在美国推
出第一种也是最先进的转基因耐旱玉米，并计
划于 2017年，在对耐旱性状需求最大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应用。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朱

桢表示，过去 20 年来，全球种植了几亿公顷
转基因作物，数亿人食用了转基因食品，尚无
科学结论证明其“有害”。全球生物技术发展
势不可挡，转基因技术是农作物增长稳产的
重要途径。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保持粮食持久供应

和稳步增长不易，而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只有
80%多，未及 90%的安全线。”在朱桢看来，我国
在生物技术领域仍处于战略机遇期，错过了就
要被动挨打。他坦言，我国在一些转基因作物
的科研领域并不落后，只是成果未及时推广，
希望政府相关决策更快速明朗。

转基因作物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

前沿拾趣

资讯

全球每年发生的流感高达 300万至 500
万例，造成 25万至 50万人死亡。截至 5月 6
日，人感染 H7N9禽流感在我国已造成 129
人感染，31人死亡。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的研究人员在 5月 1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发表文章，披露了他们首次发现原本用于治
疗脓毒症的“老药”Eritoran对流感治疗有特
效的研究结果。

该药由美国波士顿的 Eisai公司研发，系
Toll样受体 4（TLR4）的人工合成拮抗剂，又
叫 E5564，尚无中文名。

早前的研究已证实，流感病毒引起的急
性肺损伤是由 TLR4 介导免疫反应的结果，
即宿主产生的氧化磷脂刺激 TLR4 引起的
炎症。那些不能经由 TLR4传达信号的小鼠
（表型———无 TLR4；基因型——— tlr-/-）不会死
于高致病性流感病毒感染。

新研究则发现，被高剂量致命性流感病
毒感染 6天后的小鼠服用 Eritoran，仍能改善

临床症状，减少肺损伤，并最终降低死亡率，
而现有抗病毒药物必须在感染后两天内服
用才有效。

Eritoran的作用机理是下调细胞因子表
达、减少氧化磷脂转导和降低病毒载量（滴
度）。在此过程中，Eritoran 还需要 CD14 及
TLR2的协作才能发挥保护作用，CD14首先
与 Eritoran 结合，然后抑制配基结合 MD2，
从而切断 TLR信号转导，阻断流感及其他感
染引起的炎症。

目前，抗流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注
射流感疫苗，二是服用抗病毒药。可是，流感
疫苗的研制不太及时，而且要经常更新，而
患流感的人不一定会去医院，也就容易耽误
治疗良机。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常规抗病毒
药对流感病毒的治疗效果并不好。

因此，将 Eritoran这个“老药新用”，即使未
能及时服药，只要后来补服，就不至于使患者
病情恶化，更不会因患流感而死亡。 （禾木）

流感治疗 老药新用

孟山都助南美大豆“步步高”

公司故事

姻本报记者王庆
原产地的优势并未“遏制”住大豆在我国缺

口的局面。
据统计，目前我国大豆的购买量约占全球大

豆贸易量的 60%，其中约 60%的进口大豆来自南
美的巴西和阿根廷。
缘何南美大豆会这样“走红”？“这离不开生

物技术的作用，其中，必须要提及大豆升级换代
的重要推动者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业内专家
直言不讳。

转基因扮重要角色

据人民网报道，10多年前，孟山都通过生物
技术，开发出具有抗除草剂能力的转基因大豆。该
公司技术员法比奥表示，1粒大豆大约有 6万多
个基因。孟山都通过“注入”新的基因，使大豆具有
抗除草剂的特殊能力，减轻了大豆的生产成本。
他解释说，大豆种植期间，热带地区杂草丛

生，与大豆作物“争夺营养”。抗除草剂的转基因
大豆的出现，使农民可以使用农药杀死杂草，又
不损害大豆作物的生长，这样就能提高大豆产
量，又减少了生产成本。
转基因大豆出现后，曾引起巴西农业界和学

术界的激烈争论，巴西政府也迟迟没有批准转基
因大豆在巴西的生产。巴西南方一些农业生产者
便偷偷地从邻国阿根廷购买转基因大豆种子，私
自生产。
转基因大豆产量高、成本低的优势最终使巴

西政府批准了巴西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
到 2011年，转基因大豆已占巴西大豆种植面

积的 81%。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种植的几乎全部
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对巴西提高大豆单位
产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巴西大豆每公顷的
平均产量在 3吨左右，在世界上位居先进水平。
而大豆靠生物技术升级换代的步伐并未就

此打住。
孟山都近日宣布将在南美地区推广种植新

产品 INTACTA抗虫及二代抗草甘膦除草剂复
合性状大豆产品（简称 INTACTA大豆）。该产品
属于孟山都研发的第二代转基因大豆。

“豆二代”登场

据法比奥和孟山都另一位技术人员安德里
安诺介绍，第二代转基因大豆（RR2）采用的是基
因培育法，即在大豆基因组里培育一种新基因，
使大豆产生抗虫害的能力。

INTACTA大豆将 3 项农田解决方案融入
一个产品中，即依托先进的技术增加产量；防治
南美地区破坏大豆生产的主要害虫；用抗草甘膦
技术提升作物田间杂草管理。
在确保遵从孟山都产品安全管理的基础上，

通过破土试种项目工程（Ground Breakers），巴西
农民在过去的两个种植季试种了这一当时尚处
于研发阶段的新产品，首次体验到了 INTACTA
大豆所带来的改变。

2012年，巴西 500多名农民在他们的田地里
种植 INTACTA大豆，并将这款新的大豆产品与
现行的其他大豆品种进行了比较。

最终结果显示 INTACTA大豆产品在产量
上比其他产品具有优势，即平均每公顷多产 6.59
袋大豆（相当于平均每亩增产 26公斤）。

保罗·若博·费缇可斯基（Paulo Roberto Fi-
atikoski）是一位试用 INTACTA大豆的巴西农

民，“在我的农场里，INTACTA大豆的单位产量
达到平均每公顷 65.8袋（相当于每亩 259公斤）,
而其他现行大豆品种平均每公顷 55.2袋（相当
于每亩 217公斤），产量的差距是很显著的”。
上述孟山都技术人员表示，第二代转基因大

豆在巴西试种的成果显示出其具有三种优势：第
一，具有产量特别高的优势。与第一代转基因大
豆（RR1）相比，第二代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超
过 6吨，大大提高了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以巴
西为例，在不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的情况下，如果
采用第二代转基因大豆，巴西大豆总产量将新增
800万吨。第二，具有抗虫害能力。新的转基因大

豆可以抵抗 4种大豆常见的虫害，不再需要喷洒
农药治虫。第三，保持了抗除草剂的能力。这三种
优势可以使大豆生产者获得更大的生产收益。

不只是增产

巴西农业部供应公司最近的田间调查显示，
今年巴西大豆总产量预计达到 8342万吨，创下
大豆产量的最高纪录。如果这一预测变成现实的
话，巴西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
产国。
美国商务部 3月 1日发布的全球粮食行情

预测报告指出，到 2022~2023农业生产年度，巴
西大豆出口量将达 638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
量的 40%。美国退居第 2位，阿根廷继续保持第
3位。
据了解，第二代转基因大豆不仅将为南美大

豆种植者带来更高的产量，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
对世界主要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南美洲的自然
资源保护。
未来人口将从 70亿增至 90亿，同时对于农

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减少农业生

产对于环境的影响将对确保全球农业生产系统
长期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
要多种途径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森林砍伐。
增加现有耕地的农业生产力是这些必要的手段
之一。”美洲自然环境国际保护组织 Conserva-
tion International 高级副总裁法布欧·斯卡拉诺
（Fabio Scarano）说道。
“一直以来增强农业耕地可持续性是保障生

产的最终目标，也是进一步减少森林砍伐，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举措。这一切对于人类的繁衍
生息是不可缺少的。”斯卡拉诺补充道，“换句话
说，如果现有的农业耕地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力的
需求，那么因扩展耕地而进行的森林砍伐现象是
可以杜绝的。”
“种植者们可以享受到 INTACTA大豆产品

所带来的益处，同时这款产品也会给南美市场带
来新的机遇。”孟山都公司巴西总裁洛德瑞戈·桑
托斯（Rodrigo Santos）这样评价道，“更重要的是，
这个新的大豆技术产品为农民提供一种新的方
案，帮助他们提高单位产量。这是非常关键的，因
为单位产量的增加将保障全球对于食品、饲料和
自然资源的需求。像 INTACTA这种高产技术产
品的进一步推广将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作出
贡献。”
目前，INTACTA大豆已经在巴西、阿根廷、

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南美 4个主要国家通过法规
审批，获得商业化种植及食用和饲用安全许可。
同时，该产品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欧
盟、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进口食用、饲用和加工
用批准。

巴西农民在收割大豆。 图片来源：昵图网

据统计，目前我国大豆的购买量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 60%，其中约 60%的进口大豆来自南美的

巴西和阿根廷。缘何南美大豆会这样“走红”？这离不开生物技术的作用，其中，必须要提及大豆升级换

代的重要推动者———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

深圳国家基因库筹建
全国出生缺陷联盟

本报讯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中
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中指出，目前我国
出生缺陷发生率在 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
陷数约 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
生缺陷约有 25万例。为改善我国出生缺陷现
状，深圳国家基因库近日开始筹建覆盖全国范
围的大型出生缺陷联盟。
全国出生缺陷联盟将与全国各省市重点妇

幼医院、综合医院开展合作，针对高发及特殊的
出生缺陷疾病建立标准化、信息化的出生缺陷样
本库，收集高质量的临床样本及临床表型信息，
搭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样本采集、追溯、信
息共享等功能，为出生缺陷风险因素评估、遗传
因素回溯、疾病病因机制研究及防治方法的创新
提供大样本和临床诊断信息的资源保障。
联盟在 2013 年的计划是实现覆盖全国

10~20个省市，收集 3万份出生缺陷疾病样本；
到 2015年覆盖全国 100个城市，10万个家庭，
并建立从孕前到新生儿成长到 5岁期间的长期
跟踪随访机制。目前已有来自福建省、湖南省、
湖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及北京市等多家省市级
重点医院陆续加入该联盟。 （黄明明）

神威药业 4个处方药上市

本报讯神威药业近日推出 4个处方药新
产品———连苏胶囊、芪黄通秘软胶囊、益气通络
颗粒、连参通淋片。
连苏胶囊是治疗化疗呕吐的现代中药，由

黄连、紫苏叶有效提取物组成。该药可抑制化
学感受器及胃黏膜受刺激引起的呕吐，延长呕
吐的潜伏期，减少呕吐频率，可促进胃排空，增
强胃蠕动，具有解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芪黄
通秘软胶囊用于治疗功能性便秘，由黄芪、何
首乌、当归、肉苁蓉等中药组成。益气通络颗粒
用于脑卒中恢复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开发研制，处方来源于清代王清任
《医林改错》，以“补阳还五汤”为主方加丹参，
减去三味药，由黄芪、丹参、红花、川穹和地龙
组成。而连参通淋片则是由黄连、苦参、瞿麦、川
木通等多味中药组成，用于非淋菌性尿道炎，辩
证属湿热下注者，能够抑制支原体、衣原体等。

（王庆）

我国首部关注新生儿
筛查公益视频发布

本报讯日前，由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发
起，BD中国协办的“走好人生第一步”，关注新
生儿筛查的公益视频正式在全国发布。这也是
我国首个通过展现身患苯丙酮尿症（PKU）这种
罕见疾病的儿童生存状态，呼吁全社会关注新
生儿筛查，助力全面推进我国新生儿筛查工作
的公益视频。
发布会现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还接

受了来自 BD中国赠送的 5000个触压式一次
性末梢采血器。该中心创始人之一黄如方表示，
他们会把这些采血器分发给那些经济困难，需
要定期采血跟踪病情的 PKU患儿家庭。
据悉，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是一家成立

于 2008年 5月，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非
营利性公益组织。该中心主要为国内罕见病群
体提供社会服务，同时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科
普宣传。 （李惠钰）

评论家曾表示转基因作物仅为发达国家使用，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并采用转基因作

物。然而，发展中国家却日益意识到种植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益处。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