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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食品也不

断进入人们的生活，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前不久，

61 名院士联名上书，呼吁国家支持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此

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如何分类？具有什么

样的安全风险？如何降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国

内外如何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管理？本文参考相关研究与文

献资料，整理有关观点，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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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热点》关注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及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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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估，提供客观和专业的观点，供关注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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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概念 基因：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元，由脱氧核糖核酸

（DNA）构成，记载了一切用于合成细胞内蛋白质的遗传

信息，从而决定动物或植物的特性（性状表现）。日常的

食用性动物或植物都具有数以万计的基因 

转基因：转基因（Genetically Modifled GM）亦称基

因改造，主要指通过生物科技技术，精确或选择性使物种

某些基因不再活跃，或将经修饰的基因转移至另一种生物

的过程。 

2.认识转基因食品 

 

 

 

 

 

 

 

 

 

 

 

 

 

欧盟新型食品条例将转基因食品（ Genetically 

Modifled Food GMF） 定义为：“一种由经基因修饰的生

物体生产的或该物质本身的食品。”这包括经修饰的基因

物质和蛋白质等。 

我国《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转基因食品是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为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

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

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

物或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当前最常见的转基因食品包括大豆和玉米。大豆可用

于豆油、豆粉、馅饼及其他豆类食品制作；玉米可用于玉

米油、面粉、糖浆、零食、焙烤面包/饼干及汽水等的制作。 

1994 年在美国出售的番茄 FLAVR SAVR
TM是第一种在市

面出售的转基因品。 

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是转基因食品主要产地。 

大部分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外观上大致相同，要

进行区分需要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如多聚酶链式反应

（PCR）等。转基因作物/食物特性与原来的品种特性相似，

但这些作物/食物有些能更有效抵抗除草剂或害虫（如大豆

和玉米），有些则可以减少损耗（如减慢组织软化的番茄），

确保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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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转基因食品 同传统食物相比，转基因食品具有多种优点。 

（1）使作物/食品的产量增加，更能适应干旱等不利

生长环境，从而有效缓解粮食危机；可改变作物特性，使

其更易于加工，减少浪费和降低成本，创造巨大经济效益。 

（2）能有效抵抗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 

（3）改良食品外观、口感和营养成分（如增加稻米

蛋白质含量），满足不同人群膳食需求。 

（4）可有效去除食物中某些引致过敏的成分。 

而与传统杂交相比，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两种技术都

能够改变生物的基因，使生物表现出预期的特性，但在技

术上仍有较大的区别。 

表 1  转基因与传统杂交的区别 

转基因 传统杂交 

可选择性分离并转移个别基因 数以万计的基因同时混合 

可将特定基因引入另一物种 只限同一生物品种的基因转移 

转基因特性可在当代表现 杂交表象需在后代才能表现 
 

3.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风险 

 

 

 

 

 

 

 

 

对转基因食品的讨论集中在食用和环境安全性。 

（1）食用安全性：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切断和拼接

DNA，实现基因重组，但由于新基因随机插入，新产物可

能是人类未充分认识的新物质，甚至可能产生致癌物、激

素、过敏原等。另外，新基因转入或基因重组可能影响固

有生物性质。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性包括： 

①是否产生毒素和增加食品毒素含量； 

②是否改变食品的营养成分； 

③是否可引起人体过敏反应； 

④是否会使人体对某些药物产生抗药性； 

⑤是否使传统食物含有一些部分人群因宗教、健康或

其他原因不会进食的食物基因。 

（2）环境安全性：环境安全性核心问题是转基因作

物到田间后，是否会将新基因意外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改

变相近的传统品种，从而扰乱生态平衡；或可能导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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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风险 

“超级害虫”；可能对药物产生抗药性；甚至通过基因重

组产生新的病虫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转基因

食品都已通过风险评估，因此不大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风

险，且并无证据显示转基因食物在其批准出售的国家引起

食品安全问题。所有转基因食品均须接受安全评估，包括

转基因食品的特性、成分、营养、毒性和致敏性，才可以

上市销售。 

4.国外转基因食品管理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制定转

基因生物（含植物）管理法规，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监控。 

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APHIs）、环保署（EPA）、

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分别负责环境和食品方面的安全

性评价和审批。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本身及其生产过程都

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经过上述 3 个机构中一个或多个的审

查。美国采用以产品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认为转基因食品

只要通过审核，即可视为传统食品，不需标识；只有在成

分、营养价值和致敏性方面跟同类传统食品差别很大的转

基因食品才作转基因食品标识。 

日本的转基因食品由文部科学省、通产省、农林水产

省和厚生劳动省 4 个部门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管理。日

本政府规定：首先，转基因实验必须遵循文部省的《重组

DNA 实验指南》，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首先要在封闭环境

中开展。其次，实验室中开发出来的转基因作物要想进行

商业化，即田间种植后用作食品或饲料，必须在田间种植

和上市流通之前，逐一地对其环境安全性、食品安全性和

饲料安全性进行认证。日本《转基因食品标识法》规定，

如果食品中重组 DNA 或由其编码的蛋白质仍有残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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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所有食品生产者、制造商、包装商或进口商，必须在食

品标签上注明其主要原料。 

欧盟转基因生物安全以过程为基础进行管理。生物安

全管理的决策权在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级会议。日常管理由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及各成员国政府负责。欧洲食品安

全局负责开展转基因风险评估，独立地对直接或间接与食

品安全有关的事务提出科学建议。欧盟对转基因作物和食

品采取谨慎批准的态度。欧洲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在全

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转基因食品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也非

常有限，且有严格的规定。《转基因食品及饲料条例》、《转

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物物质的食

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条例》规定，对转基因成分含量高

于 0.9％的食品进行标识，对转基因产品实行从农田到餐

桌的全过程管理。 

5.国内转基因食品管理 

 

 

 

 

 

 

 

 

我国非常重视转基因作物和产品的管理，制定一系列

转基因产品管理办法：包括《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

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进出境转基

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

办法》等，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负责转基因生

物标识的监督管理，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进口农业转基因生

物在口岸的标识检查验证。 

目前我国批准的转基因产品包括用于商业化生产的

转基因食用农作物和用作进口加工原料的转基因农产品。 

农业部已批准用于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食用农作物

包括抗病毒甜椒、耐储藏番茄、抗病毒番木瓜 3 种；2009

年也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的安全证书。 

用于进口加工原料的转基因农产品，经国家农业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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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包括大豆、玉米、油菜，这些产

品均可进入生产环节，转基因大豆最多，2011 年进口量就

达到 5000 多万吨；油菜籽、大豆进口后主要以食用油加

工为主。我国共对 5 个转基因大豆品种和 13 个转基因玉

米品种发放进口安全证书，批准应用及进口的转基因生物

都经过严格环境和食用安全评价，表明这些获准应用和进

口的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具有同样的安全性。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进口用于

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不得改变用途，即不得在国

内种植。我国至今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

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 

6.转基因食品展望 尽管对转基因食品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但这并不影响

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转基因食品还在不断问

世。可以预计，转基因食品在新世纪将很快成为人类食品

的主要来源．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投入和产出都十分巨大的

高新技术，具有潜在的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同时必须要严格监督、科学检

验，进一步对这些转基因改良的动植物营养的有效性和食

品安全性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评价，才可最后推广及应用，

扩大受益群体，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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