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O “农业生物技术在可持续粮食系统和营养上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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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问答
1. 为什么 FAO 要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
全球目前有近 8 亿的人口存在长期的营养不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极端天气事件如干
旱和洪水的发生频率正在不断增加，正损害那些农民，渔民以及依赖森林为生的人民早已脆弱
的生计，带来粮食不安全性。与此同时，农业所依赖的有限的自然资源（如耕地和水）正不断
退化，而由于气候变化，农业生产，人口压力以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这些自然资源正以
惊人的速度在耗竭。据估计，到 2050 年时，预计全球人口上升到超过 90 亿时可能需要增加大
约 60％以上的粮食供应。尽管存在上述制约因素，但大量增加的这些粮食需求必须要被满
足，这就意味着全世界和全球的粮食生产体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有可能可以帮助各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可用方案都应给予支持和探索。FAO 认为，科技的应用
就是其中之一的选项，其可针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提供
给粮食生产者用于此目的科学技术应尽可能地广泛使用，包括所有常规技术，例如那些用于改
善水管理的灌溉技术和旱作农业技术，以及其它广泛的农业生物技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是农
业生物技术的作用，特别是这些技术在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生产更多的粮食，提高营养价值，
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2. 什么是农业生物技术？
FAO 习惯上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 条使用生物技术的广泛定义，公约第 2 条表述生物技
术为“使用生物系统，活生物体或其衍生物来制作或改变产品或过程而特定使用的任何技术性
应用”。因此，研讨会标题中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术语涵盖了范围广泛的应用在粮食和农
业中使用的技术。
这些生物技术的范围很广，从低技术含量方法包括人工授精、发酵技术、生物肥料到涉及先进
的基于 DNA 方法的高科技方案。
这些生物技术被用于植物品种和动物种群的遗传改良以增加它们的产量或效率；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的鉴定和保护；植物或动物疾病诊断；疫苗开发和若干其他目的。有些技术可以应用到
所有的粮食和农业部门，如使用分子标记或遗传改良，而有些则是更针对具体部门，如组织培
养（作物和林木），胚胎移植（家畜）或性逆转（鱼）。注意，“农业”这个术语包括了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产品，所以 “农业生物技术”这个术语就包括它们在任何这些领域
内的应用。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对于其他农业生物技术很少在学术和研究界外被讨论的情形而言，
关于转基因和转基因生物（GMOs）的一场两极化的重大辩论一直在进行中。辩论的中心点在转
基因生物对粮食安全、环境、生物多样性、人类和动物健康、全球粮食体系控制和其他问题的
潜在影响。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其他的生物技术都因此被蒙上了阴影，导
致现在很少去关注这些技术的潜在优点和它们在促进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所能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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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研讨会的范围和重点是什么？
本次研讨会将探讨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生物技术的应用对小农户发展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改善
营养状况的受益之处。为考察生物技术对可持续粮食系统的贡献，研讨会将致力于审视粮食和
价值链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全过程。本次研讨会采取涵盖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包括
在这些行业部门内使用的微生物）等多部门的方法进行。研讨会的主要重点是可供小规模生产
者应用的目前已在使用和准备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和产品。
4. 农业生物技术能否帮助到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们？
是的，由 FAO 为 ABDC-10 大会 2编制的背景文件提供了许多案例说明。例如，利用生物技术手
段开发的非洲新稻（NERICA）品种，其使得两种栽培水稻品种，非洲水稻和亚洲水稻，进行了
杂交。这种非洲新稻品种综合了亚洲水稻的高产量和非洲水稻在恶劣环境中快速生长的能力，
现在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广泛种植。
这也在 FAO 最近的一本记录一系列广泛案例研究的书中得到了说明，这些案例展示了农业生物
3
技术已被应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小农户的需求 。例如，案例之一是来自印度的珍珠粟例子，
这种植物种植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基于其能在其他作物通常不能生长的低保水能力的干热贫瘠的
土壤条件下生长并收获谷物。其是作为当地一种维持生计的作物品种来消费，通常很少获得商
业育种者的关注。在这个案例研究中，使用一种名为“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将需要的基因
用分子标记进行“标记”或贴签，使得其能被筛选，从而开发了一种被称为 HHB67 的新杂交品
种。这种新品种具有更好的抗霜霉病（对这种作物最具破坏性的病害）能力。在 2011 年，这
种新杂交品种已在约 900 万公顷种植，给估计两百万民众带来了更好的粮食安全。
这本书中另一个案例研究记述了基于 DNA 的病原体检测方法在对虾养殖过程中的应用。对虾养
殖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导向型水产养殖生产部门。印度大部分对虾养殖是由低收入的小农户进
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大规模高强度的对虾养殖已经导致许多对虾病害的规模化流行，特别
是病毒引起的病害。这种病毒病害感染的迅速蔓延造成了巨大损失，直接影响到小农户的收
入。这个案例研究描述了使用基于 DNA 的病原体检测方法如何已成为预防病毒疾病爆发的一个
重要健康管理工具。
这本书的许多案例研究描述了针对小农户的生物技术的小规模应用。虽然只是一种小规模应
用，但它们对有关农业社区产生的利益仍是至关重要。例如，其中的一个案例描述了在孟加拉
国一个以社区为单位的基金会为约 3000 个小规模奶牛养殖户提供包括人工授精在内的与畜牧
生产相关的兽医服务。这一举措增加了牛奶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一个农村失业是一个重大问题
的国家里增加了务农就业。
本书还描述了在喀麦隆北部的例子。应用基于 DNA 技术的诊断工具，使得兽医主管部门能迅速
诊断小反刍兽疫的暴发，这是一种影响山羊和绵羊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快速、准
确的疫病诊断意味着管理当局可以杜绝这些疫情爆发和阻止这种致命疾病蔓延到其他种群。如
果没有这种快速响应，数以千计的绵羊和山羊很可能会死于这种疫病，导致小农户们的大量经
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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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必须强调的是，生物技术并不是万能杀手锏，成功的结果并不一定都能实现，除非有一
个合适的“有利环境”支持它，并使之成为可能。因此，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小农户的能力，也
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如政府政策和农户对推广的服务的可获得性，农业投入，信贷和市场
等。一些或所有这些“有利”因素的缺乏导致为什么许多潜在有用的农业生物技术以及常规的
技术还常常不能被小农户们使用。
5. 谁将参加本次研讨会？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将有各国政府，联合国各部门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最后一类代表包括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私营部门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学术界和研
究机构；以及合作组织和生产商机构。各类专家以及主要利益相关体将被邀请作专题报告，并
参加小组讨论。总计预期有约 400 名代表参会。
6. 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将会是什么？
会议成果将包括研讨会论文集，主要包括演讲文稿和其他信息资料的汇编。
7. 研讨会是否将集中关注转基因生物？
不，研讨会将不会集中关注转基因生物(GMOs)。本次研讨会是关于所有的农业生物技术，即在
粮食和农业上广泛使用的各种技术。这些技术中的之一是遗传改造，它可用于生产转基因生
物，其是利用重组 DNA 技术（操纵 DNA 的一整套技术，包括基因的鉴定和克隆；所克隆的基因
的表达研究；基因产物的大量生产）将一个或多个来自另一生物体的基因导入一种生物体的遗
传物质中而产生的生物体。所导入基因可以是来自不同生物界的一种生物（如一种细菌基因被
导入到植物的遗传物质中），同一界的不同种生物或者甚至是来自于同种的生物。例如，所谓
的“Bt 作物”是含有来源于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的作物，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对啃
食农作物的害虫有毒。
8. FAO 对转基因生物的立场是什么？
FAO 认可在某些情况下转基因技术可有利于提高产量和生产率，从而促进粮食安全。FAO 也认
可，由于气候变化和未来巨大的全球性挑战，在未来应给生产者提供最广阔的潜在选择机遇，
并在所有这些选择机遇中应包括农业生物技术，包括基因改造，以及许多其它生物技术。
不过，FAO 也意识到有关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所产生影响的潜在风险的担
忧。FAO 强调有必要在对这些案例逐个评估的基础上仔细评估现代技术的应用与提高植物和动
物的生产率与生产相关的潜在利益和风险。
仍然重点需要强调的是，有关为转基因生物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责任在于各国自身，FAO 不
会干涉这些国家制定的政策或决定，包括在转基因生物方面。因此，对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已开
发，测试或商业化运作的转基因生物，FAO 本身没有立场。同样，FAO 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决定
不开发或不使用转基因生物也没有立场。
9. FAO 如何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帮助其成员国？
给政府建议：应请求，FAO 可对各国政府的各领域提供相关法律和技术咨询，诸如国家生物技
术战略的开发和生物安全 4框架的发展。例如，FAO 已协助诸如孟加拉国，巴拉圭，斯里兰卡
和斯威士兰的国家制定该国自己的国家生物技术政策和战略。应各国政府的请求，FAO 还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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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性是一个总的定义，其用于描述与转基因生物相关的，涵盖政策，法规和用于控制试验、释放、使用和
越境转移的管理措施潜在风险的框架。

3

目开发提供咨询。例如，在渔业部门，其已开发了一些使用农业生物技术的项目，如在东南亚
对疾病的预防和诊断。
能力建设：通过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层次实施的技术合作与培训，FAO 帮助其成员国
发展其农业生物技术和相关问题的能力。对于这些活动，FAO 与一系列伙伴进行合作，包括其
他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IAR）各研究中心。
信息：近年来，FAO 在为其成员国提供高质量的、最新的、均衡的以科学为依据的农业生物技
术信息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其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中立平台，让它们交流有关农业生物技术
的信息。这已经通过一个多语种的 FAO 生物技术网站 5，电子邮件会议和简讯，以及印刷版
的和电子版的出版物来实现。
各国会议场所：FAO 促进了国际标准的制定，协助制定国际公约和协议的框架，以及举办大型
会议、技术会议和专家咨询会。多个处理一些与生物技术有关问题的政府间机构/条约秘书处
都设在 FAO 总部，其中包括“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IPPC），“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以及 FAO/世界卫生组织食
品法典委员会。例如，在 2010 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食品中特定 DNA 序列和蛋
白质的检测、鉴定和定量方法指南。

5

http://www.fao.org/biotech/biotechnology-home/zh/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