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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

基因编辑作物商业化急需政策加持
■本报记者李晨阳

“‘5G’技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
味着什么，大家都明白。”在 2020年全国两会
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晓风说，“基因编辑育种，就是农业领域的
5G技术。”

然而，尽管国家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资
金，国内科研人员的成果也位居世界前列，我
国的基因编辑作物的商业化依然为“零”。

曹晓风建议加速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在花
卉、牧草和果蔬等重要经济作物上的应用研究
和产业化，对基因编辑技术得到的作物新种，
应当有别于转基因作物的管理标准。

有钱也可能买不到粮食

“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有钱也买不到粮
食的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中国人的饭碗必
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曹晓风对《中国科学
报》说。

尽管同为农业生产大国，中国的土地禀赋
和生产潜力，却远远不及美国。“美国的大平原
一马平川，如果开足马力生产，可以养活全世
界人口。但中国人口太多、土地太少，长期以

来，我们不得不掠夺性地使用土地。”曹晓风指
出，近几十年来，土地的过度开发利用、化肥和
农药的过量使用，正在迅速摧毁中国人世世代
代赖以为生的农田。

尽管我国在农作物基因编辑品种研究方
面处于国际领先行列，尽管过去 10年间我国
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资助农业研究项目，
“但目前我国基因编辑作物的商业化为‘零’”。
曹晓风说，“如果错过当前契机，错过更多分子
育种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未来有可能出现育
种产业受制于人的现象。”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有何不同

“从技术原理来讲，基因编辑技术是对作
物自身基因组进行精确改造，不会插入原本没
有的外源基因片段，最后得到的产品与自然突
变无异，这是它与转基因技术的最大区别。”曹
晓风解释。

2015年，美国种植了 4000公顷 SU油菜 TM，
这是全球首个商业化的基因组编辑作物，不属
于转基因作物。

除此之外，美国还对通过基因编辑产生的

高油酸大豆、抗氧化蘑菇、糯玉米等作物都下
达了转基因监管豁免权，将大多数基因编辑作
物作为常规植物进行监管。包括瑞典、芬兰、俄
罗斯、巴西、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国家，也都认同
基因编辑植物产品为非转基因产品。

可见，与对转基因作物的严格监管不同，
许多国家都对基因编辑的农作物产品实行了
更为快速、简化的监管。“这将节约巨大社会成
本。”曹晓风说。

鉴于中国至今依然践行着世界上最为严
格的分子育种检测监管标准，曹晓风建议，
除了水稻和小麦等一部分重要农作物继续
按当前政策管理外，可以适当放开对基因编
辑育种新品种的登记制度，加快这些新品种
的审（认）定程序并许可规模化推广应用。对
基因编辑作物，应当实行区别于转基因作物
的有限监管政策。

打破“国家不敢管，企业不敢做”
的尴尬局面

“虽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科研人员
也取得了多项成果，但基因编辑作物商业化

目前的状况还是国家不敢管，企业不敢做。”
曹晓风说。

正因如此，她呼吁政府和社会正视分子育
种对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意义，
“在欧美国家早已把大量基因编辑作物搬上餐
桌的今天，中国也有必要加速基因编辑技术在
花卉、牧草和果蔬等重要经济作物上的应用研
究和产业化”。
“长期以来，我国非常重视农业基础科

学发展，引进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
才。在当前的历史机遇下，应该调整政策，支
持他们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
好技术支撑。”

令曹晓风格外挂心的是，直至今天，社会
和公众依然对分子育种存在种种顾虑。
“很多人认为，千百年来我们吃的农产品

都是天然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她说，“即便
大家种了几百年的传统品种，也是基因交换和
重组的产物。”

她希望，在政策的加持和公众的理解下，
未来基因编辑技术能帮助农民用更少的水和
土地、更少的农药和化肥，创造出更多的收获，
帮助人类更好应对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

为青藏高原高寒湿地“探家底”
■本报记者胡璇子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而高寒湿地是青
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单位面积生产力
最高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也是中国极其重要
的水源涵养地和气候调节区。

如此重要的高寒湿地，其“家底”多少、变
化如何，一直以来却未有完整答案。

近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与水文过程变化”专题研讨会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举行，并成立了由陈宜瑜、
傅伯杰、赵进东、魏辅文和于贵瑞等院士组成
的咨询专家组。

首次青藏高原科考留下的一页空白

如果说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是一
次“大发现科考”，那么，在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仍有一页空白———高寒湿地。

由于概念尚未系统确立，受当时条件所
限，高寒湿地没有作为单独的类型列出，成为
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留下的待解之谜。
“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特征是什么、分布

在哪儿、面积有多大、现状如何？未来发展趋势
是什么？如何保护？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系统
回答。”湿地科考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

授王艳芬说。
然而，给出答案并不容易。
第一个问题就是湿地定义不清。狭义定义认

为，水文、土壤和植被三要素均要满足；广义定义
则认为只需满足一个即可；而根据《国际湿地公
约》，湿地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米的水域。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面

积不明。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对
高寒湿地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同，得出的高寒湿
地面积也不一致。
“从国内外多套遥感分类产品的研究结果

来看，由于定义、分辨率、分类方法、时间等不
同，对高寒湿地面积的统计存在很大差异。”中
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胡容海告诉《中国科学报》，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水体湿地的空间分布更
为明确，而非水体湿地的分类结果差异较大。

此外，由于环境复杂、深入困难，青藏高原高
寒湿地的相关基础资料和数据十分匮乏。

改变高寒湿地研究现状

“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信息不完
整、不系统，区域湿地面积和功能等信息不准
确，缺乏对湿地生态区划的深度研究，科技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撑薄弱。”王艳芬说，这是高
寒湿地的研究现状。

2017年以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专题野外考察逐步开展。2019年下半
年，作为科考十大任务之一的“生态系统与生
态安全”项目启动，“湿地生态系统与水文过程
变化”作为其中一项正式开启。

摸清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类型及其分
布，是湿地科考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将提出
适用于青藏高原的湿地定义和指标体系，明
确其分布，探讨其边界和生态系统特征，探
索湿地的分布格局。”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
授薛凯在研讨会上透露，基于遥感反演、实
地调查和深度学习等方法，相关研究已取得
初步进展。

高寒湿地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系统类
型，对于调节区域气候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
用，影响区域气候形成、水源涵养与补给、生物
多样性维持、鸟类的迁徙与栖息、畜牧业生产、
民众生活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因此，评估
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十分重要。

围绕高寒湿地水环境和水生生物，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毅峰介绍，湿地
科考将调查高原水环境和水生生物从冰缘到

湖泊连续的梯级变化过程，研究鱼类等水生生
物类群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

青藏高原湿地也是大量水鸟的繁殖地和
迁徙停歇地，而一些鸟类又是重要传染病原的
携带者。
“湿地科考将研究这些鸟类的迁徙活动规

律和病原微生物携带情况，以构建生物安全防
火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雷富民
带领团队已在藏东南河谷发现了十几万只斑
头雁、赤麻鸭的越冬种群。

此外，湿地科考还将围绕典型湿地的生态
水文过程与水蓄积功能、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的
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问题
开展科学考察和研究。

为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随着气候环境变暖、总体趋湿且
人类活动加剧，青藏高原高寒湿地事实上已发
生了较大变化。

2018年发布的《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状况》显示，1990—2006 年，青藏高原湿地呈
现出持续退化状态，以每年 0.13%的速率减
少，总面积减少了约 3000平方公里。2006 年
以来，在湿地保护与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下，湿
地面积明显回升。

而这一专题科考的最终目标，是在摸清青
藏高原高寒湿地分布、资源和保护现状，评估
其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最终提出青藏
高原高寒湿地的保护对策与措施。
“我们将构建适用于青藏高原高寒湿地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效应评估的评价模型和
指标体系，评价重大生态与环境保护措施的
实施效果，提出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的保护对
策。”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郝彦宾告诉《中国
科学报》。

对此，中科院院士傅伯杰特别建议，对湿
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应针对每一湿地类型逐
一展开研究，比如城郊湿地、河谷湿地等，“只
有把每一类问题分析透彻，才能有针对性地提
出恢复和保护建议”。

中科院院士陈宜瑜在总结时强调，要抓住第
二次青藏高原湿地科考的“历史机遇”，为青藏高
原高寒湿地研究“补课”，加强科考小分队间的协
调，加深对青藏高原的理解，为探明青藏高原高
寒湿地“家底”贡献一份力量。

山东东西部缘何
温差超 25℃？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近日，一条与气温有
关的新闻上了“热搜”。网友发现，6月 4日，山东
省西部局地最高气温超 40℃，而东部一些地区气
温不足 20℃，下午 3 时左右，东西部最大温差达
25.2℃。

一省之内，为何同一时刻会出现如此大的温
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解释，不同天气
系统和下垫面属性差异，造成了山东东西部气温
差异。

一方面，由于 6月 4日白天山东东部受冷涡后
部冷空气影响，气温较前一天相比明显下降。如山
东烟台 6月 4日 14时的气温与 3日同一时刻气温
相比，降低了 12℃。而影响山东西部的天气系统主
要是暖性高压脊，在其控制下，盛行下沉气流，午后
晴热少云，温度升高很快，因此，局部气温最高冲到
了 40℃以上。

另一方面，沿海和内陆地区下垫面属性差异明
显。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到海洋影响，夏季天气会
比西部内陆凉爽一些，内陆的下垫面主要为农田等
各类型土壤，热容量相对较小，午后有日照的情况
下辐射升温明显。因此，下垫面属性特征的差异会
造成山东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温度差异。

专家指出，山东全省受均一天气系统影响的前
提下，由于下垫面属性不同，一般情况下，夏季沿海
和内陆间也会形成 4~8℃的温差。能造成 25℃这样
的温差，除了下垫面属性，还要分析不同天气系统
造成的影响。

隆平院士港在广州
黄埔长洲岛启动建设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广东省农业重大建
设项目启动与推进会暨广州市农业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举行，隆平院士港正式
启动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发来祝贺视频。

隆平院士港将设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开展杂交水稻种
质创新、新品种选育、病虫草鼠综合防治、绿色高
产栽培等前沿研究项目，共同打造现代农业科技
“黄埔军校”。

隆平院士港首批入驻院士团队包括袁隆平、罗
锡文、邹学校、刘仲华、刘少军等。动工当日，隆平院
士港迎来首个进驻的创新科研平台。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与华南农业大学签约，将在隆平院士港设立
华南农业大学（黄埔）创新研究院。

据介绍，隆平院士港总规划面积约 6662 亩，
包含大吉沙、长洲、深井三大片区。大吉沙片区重
点打造隆平稻香园，建设农业科普基地、智慧农
业监控中心、生态农产品体验中心等。

隆平稻香园 160亩试验田被确定为第三代杂
交水稻示范点，是广东省唯一纳入全国 28个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示范点的项目，被袁隆
平院士寄予双季稻（种植项目）亩产突破 1500公斤
的厚望。

据了解，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下一步还将与湖
南农业大学合作共建黄埔创新研究院，与华南农业
大学（黄埔）创新研究院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构成隆平院士港的
“两院一中心”核心载体。

陕西出台 38条
科技创新政策措施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近日，陕西省科学技术
厅、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颁布实施《38条科技创新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

据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赵怀斌介绍，《措
施》具有“实”“大”“多”“广”“严”5个特点。

一是政策措施实。38条举措均是针对当前科
技创新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的针对性破解方法。多
数条款明确了具体任务、支持方式、改革方向，便于
操作实施。

二是奖励力度大。38条举措直接涉及奖励条
款的有 18条。有些政策的奖励力度在全国省市居
前，比如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区，陕西省将连续三
年给予支持，每年支持金额不低于 3000万元。

三是创新举措多。《措施》中有 10余条款 20余
项举措，在全国属首倡或首创。比如《措施》提出，在
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基础上，对
新增研发投入再给予后补助奖励的“普惠 +奖励”
模式；按照“虚拟机构、实体运作”模式，设立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门机构等。

四是受益范围广。《措施》支持和奖励的对象，
涉及各类创新主体和广大科研人员。

五是监测考评严。《措施》突出加大了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监测考评，设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监
测指标、“孵化成果排行榜”、“创投风投机构排行
榜”等，加大了对企业、高新区、孵化载体发展的考
核评估。

在推进实施方面，赵怀斌指出，“对政策落实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可采取试点的方式进一步探索。
比如，在落实‘探索建立国家、省级高新区与科技管
理部门之间互派干部机制’‘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
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等条款时，会采取试点先
行的方式，逐步推进。”

视点

简讯

本报讯根据近日 ESI最新数据显示，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在动植物科学
（领域）进入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
球机构前 1%行列，成为该所继环境与生
态学、化学后进入 ESI全球机构前 1%行
列的又一个学科领域。

据介绍，近十年来，烟台海岸带所科

研工作者共发表论文 4200 余篇，其中，
化学领域篇均被引 28.43，环境与生态领
域篇均被引 16.38，动植物科学领域篇均
被引 12.63，表明该所在这三个学科领域
已经具备较高的科研质量和良好的发展
潜力，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廖洋 高丽梅）

本报讯 近日，上海大学举行“面向未
来的医学创新与教育”首届学术研讨会暨
医工交叉研究院成立大会。

上海大学将凭借综合性大学优势，重
点围绕人口老龄化、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医

学问题，开展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为
老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科发展提供方案。

当天，上海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刘
昌胜，同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陈义
汉作主旨报告。 （黄辛）

观鸟爱好者上传到“爱观鸟平台”的大凤头燕鸥照片。
摆万奇摄

①纳木错 中国科学院大学供图
②团队成员在四川石渠利用通量塔进行测量。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图

6月 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由保尔森基
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组织实施的“中国水鸟及栖息地数据库项
目”核心成果“爱观鸟（iBirding）1.0平台”在
线发布，“爱观鸟大赛 2020”同时启动。
“爱观鸟”（iBirding）1.0平台包括手机

APP、数据库网站、鸟类识别小程序、典型
候鸟迁徙路线可视化系统四个部分，已有
196种水鸟 26万余条观鸟记录、88万余
张照片用于鸟类识别数据训练。

基于该平台，项目团队确定了沿海 11
省份 128块重要水鸟栖息地，跟踪评估了
61块水鸟栖息地变化趋势。上述成果将为
中国沿海湿地与水鸟科学研究和保护管
理提供数据支撑。 本报记者崔雪芹报道

烟台海岸带所动植物科学进入 ESI全球机构前 1%

上海大学成立医工交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