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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大米市场前景黯淡——绿色和平市场调研报告 

2011 年 3 月 

目录 

前言 

1. 中国大米相关产业 

1.1 中国大米市场概况 

1.2 大米市场发展趋势 

1.3 大米品牌的成熟 

1.4 稻米加工行业发展迅速 

1.5 大型终端销售渠道——超市日趋重要 

 

2. 食品行业对转基因的拒绝 

2.1 包装米行业的拒绝 

2.2 米加工企业的拒绝 

2.3 大型超市的拒绝 

2.4 海外市场的拒绝 

 

3. 食品行业拒绝转基因的经济分析 

3.1 拒绝转基因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3.2 食品企业拒绝转基因对上下游食品产业的经济影响 

3.3 对大米生产省份的经济影响 

3.4 对海外市场的影响 

 

结论与建议 

参考资料 

 



2 
 

前言 

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安全性尚不明确。2010 年，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

验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69%受访的中国内地消费者选择购买非转基因米，78%的消费

者倾向于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给 13 岁以下的儿童。另外一个由香港市场调研公司 OR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的香港消费者不愿意选择转基因婴儿食

品，并且有 83%的消费者要求食用非转基因米制品。作为对消费者需求的回应，市面许多消

费者熟悉的品牌，比如米业巨头——中粮米业、益海嘉里、隆平米业、太粮米业、金山粮油，

米饼行业巨头旺旺、啤酒行业巨头燕京啤酒等均公开作出非转基因原料承诺。而逐渐成为消

费者购买新鲜食品渠道之一的超市，也注意到了消费者对非转基因食品的诉求，一些超市比

如家乐福、欧尚等也采取措施，确保所销售的相关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 

 

这份绿色和平的市场报告总结了这些在中国拒绝使用转基因大米为原料的食品品牌和超市

的情况，对切实担负起为消费者提供健康食品责任的企业，进行了经济角度的分析，提供食

品企业如何在有更好的商业机会和市场收益的前提下，减低社会环境冲击、建立拒绝转基因

的食品政策，并保持长期稳定竞争优势的建议。此市场报告第一章回顾了中国大米产业概况

和趋势；第二章分别呈现米企业、食品加工企业、超市和海外市场对转基因食品的拒绝情况，

第三章则提供了食品行业拒绝转基因的经济分析和潜在影响。 

 

1 中国大米相关产业 

1.1 中国大米市场概况 

中国稻谷产量在过去十年内维持在 1.8～2 亿吨（折合大米 1.26～1.4 亿吨，出米率按 70%），

是世界第一大稻谷生产国和消费国，稻谷的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的 30%以上，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1
。我国稻米消费主要包括食用、种子、饲料、食品制造、出口、损耗和其它用途等，

其中食用消费一直都占有绝对多数的比例。据相关机构数据显示，2009/2010 年度我国稻谷

消费量为 18119 万吨，与上年度基本持平，其中食用消费为 15600 万吨，折合大米约为 10764

万吨
2
。大米养活了 60%以上的中国人口，还为我国人民提供了 28.6%的蛋白质，大米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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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 2008 年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大米生产位居全国前五位的是湖南(2528 万吨)、

江西(1862.1 万吨)、江苏(1771.9j 万吨)、湖北(1533.7 万吨)、黑龙江(1518 万吨)。 而大

米加工量居全国前五位的省为江西(654.3 万吨)、湖北(565.3 万吨)、江苏(555.3 万吨)，

安徽(454.9 万吨)、黑龙江(360.93 万吨)。大米加工利润居于全国前五位的是湖北(3.5 亿

元)、安徽(2.9 亿元)、江西(2.7 亿元)、湖南(2.4 亿元)、广东(2.3 亿元)
3
。 

1.2 大米市场发展趋势 

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要求逐渐提高，对于食品安全和来源也持越发重视的态度，在一定程度

上催生小包装米市场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中粮控股财报数据,2008 年国内小包装米市场

销量为 4000 万吨，小包装大米的出现，是大米经营行业的一个有关键性作用的标志。大米

厂家开始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关注国家政策的转变和市场的变化。商场超市也开始有了大米

在搞促销活动，国内也开始有了米业上市公司，大米广告也上了电视台。因此，可以预测的

是，小包装大米将是大米经营行业的趋势
4
。 

 

1.3 大米品牌的成熟 

目前我国大米行业多渠道、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已经形成。外资企业正由油脂业向面粉加工业、

进而向大米加工业大规模挺进，而国内企业面临全方位竞争的同时，国内的米行业龙头正在

兴起。 

 

以高达 1500 亿元的国内大米市场为例
5
，成立于 1949 年的中粮集团，曾被美国《财富》杂

志列为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是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食品生产商，几十年一直

是国家小麦、玉米、大米、食糖等大宗农产品贸易的主导者
6
。尽管近几年才开始投入小包

装米市场，却迅速成为国内大米产业的领军者，据第十八届中国市场商品销售统计结果发布，

中粮福临门大米系列名列 2009 年度大米类商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其包装大米占包装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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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 3%。为求稳定供应，特别是在东北，从 2009 年 5 月开始，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控

股也开始与东北种粮大户签订水稻定向种植协议，实现粮食全产业链运作模式。在粮食供应

源头一边，中粮正在不断扩大与农户合同种植面积，新建和扩建粮食加工厂，保证原粮的收

购和粮食加工。 

 

1.4 稻米加工行业发展迅速 

另外，稻米的工业和饲料消费也在持续增加，对稻米需求量的增加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稻米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食物，加工 100kg 稻谷，其中约有 60-65kg 为主产品（大

米），其余为 35-40kg 副产品（稻壳、碎米、米糠和米胚），在这些副产品中，其中 15-20kg

具有食用价值, 经过生物科技工艺精深加工后，可以得到 100 多种高附加值产品。以大米为

原料的加工食品，主要用来生产米粉、啤酒、糖浆等。米粉是南方地区大众化食品之一。 大

米也是啤酒生产中的辅助原料，可以使啤酒获得较好的物理稳定性和透明度，并提高生产啤

酒的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是仅次于米粉的以早籼稻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另外，以米为原料

生产的高麦芽糖浆，又称白饴糖，是一种麦芽糖含量高、杂质少、熬温高的新型淀粉糖，在

饮料、糖果、罐头、面包、糕点、果酱、乳制品等方面广泛应用，可明显改善品质、提高质

量、降低成本、延长保存期、调整成品口味。除此之外，大米还广泛用于生产米制系列食品，

如婴儿食品、米饼、米糕、八宝粥、方便米饭、冷冻米饭等。其中，用大米制作的米点心、

米果，在中国年产量是 4 万吨左右
7
。  

 

在米加工行业当中，酿酒、米粉、米饼等行业近年的蓬勃兴起，让若干企业盛享全国知名度

和市场占有率。决定大米相关产业的营销的关键是品牌的力量，例如在米饼市场占有率高达

90%的旺旺集团，在全国啤酒市场占有率达 19.8%的雪花啤酒，在婴儿食品市场占有 21.57%

的贝因美，藉由品牌形象建立的消费者忠诚度，让消费者放心享用这些品牌产品，成为行业

龙头制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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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型终端销售渠道——超市日趋重要 

大米销售渠道多样化，粮店、商场、超市、食杂店等各处都有大米出售，大米的销售渠道日

益多样化。而其中一条渠道正在日益发展壮大，那就是商场和超市。尤其是品牌大米和小包

装大米。这条渠道，既有通过当地经销商来运作的，也有直接与大卖场、大超市签订合同的

大米厂家。其中，大型超市直接面对消费者，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

在食品产业链中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对供应链上下游的安全责任划分和食品安全问题预

测和控制产生积极影响。 

 

2. 食品行业对转基因的拒绝 

2.1 包装米行业的拒绝 

2010 年，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69%受访的中国内地消费者选

择购买非转基因米。另外一个由香港市场调研公司 OR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有 83%的消费者要求食用非转基因米制品。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商已经认识到

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态度，并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回应消费者的呼声，加入非转

基因行列。许多食品企业已经意识到，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制造或是生产含有转基因

原料食品无法为企业带来商机。以中粮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食品生

产商，其“福临门”等小包装大米目前在全国已经有 256 个城市的 2543 家超级市场出售，

并且未来销售区域将覆盖内地所有省市自治区
8
。该企业在 2010 年承诺，中粮位于大连、张

家港、江西公司所出产的滋采牌、五湖牌、福临门牌大米，将提供确保消费者食品安全的非

转基因大米。 

 

同时，另外一家包装米市场的龙头，益海嘉里也已明确承诺旗下的金龙鱼牌、金元宝牌、香

满园牌等七个品牌大米，将坚持非转基因大米的销售。此前金龙鱼食用油的品牌、渠道和人

员，都可以为大米服务是其最大优势。他们分布在全国 400 多个城市的食用油经销网络
9
，

会在非转基因大米产品的推广上起到作用。 

不仅如此，截至 2011 年初，越来越多的中国知名大米生产企业向消费者承诺拒绝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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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中国最大的大米生产省份——湖南，知名的大米生产企业，金山粮油已经承诺销售

非转基因米。另一家公司，由世界闻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发起建立的隆平米业

同样明确承诺，其旗下品牌大米坚持非转基因原则。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中国传统大米消费省份，主要的大米生产和销售企业也逐渐向消费

者承诺拒绝转基因大米。一个例子是太粮米业已经承诺其所有品牌均为非转基因。太粮米业

的承诺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个企业是农业部重点龙头企业之一。无论是全国性品牌，如益

海嘉里的金龙鱼、中粮集团的福临门，还是地方性品牌，稳定、优质的大米供应，取得消费

者的信任，是其竞争的最终保证。 

 

2.2 米加工企业的拒绝 

除了知名小包装米行业巨头的拒绝，来自米相关产业的其它企业巨头也纷纷表态，承诺拒绝

转基因米原料及由转基因米制成的添加剂和食品成分，其中包括在婴儿食品行业市占

41.51%的亨氏和 21.57%的国内品牌贝因美，啤酒市占率 19.8%的雪花啤酒和在北京市场占有

率高达 90%的燕京啤酒
10
，市场分布在华北、华中的白酒大品牌泸州老窖和占全国高端白酒

市场 8%的剑南春等。不少企业已经长年坚持提供消费者安全无虑的食品因而拒绝转基因，

例如米饼企业龙头旺旺集团，自 2004 年起便开始承诺拒绝使用转基因米原料及转基因添加

剂，2010 年依旧立场坚定地承诺消费者旗下饮料和零食品牌不会有任何转基因原料的使用。 

 

2.3 大型超市的拒绝 

大型超市直接面对消费者，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来自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

担忧，也因此直接影响大型超市的战略和法规，让大型超市采取了支持非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为保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拒绝转基因食品。目前，中国几家大型连锁超市已响应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的诉求，确保自有品牌及生鲜散装谷类产品没有转基因成分。(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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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超市 非转基因政策详情 超市情况介绍 

欧尚超市 承诺自有品牌及其他生鲜散

装蔬菜、水果和谷类食品拒

绝转基因。 

欧尚集团在北京、上海、江

苏、安徽、浙江、四川等地

共设立了36家门市
11
。 

家乐福超市 承诺自有品牌及其他生鲜散

装蔬菜、水果和谷类食品拒

绝转基因 

家乐福中国内地门店总计约

155家门市，分布约22个省

份，包括上海、北京、湖北、

黑龙江等地
12
。 

华普超市 不出售转基因生鲜散装蔬果

和谷类食品。 

华普超市有限公司是总资产

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华普产

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在北京、

山东、河北开设大型综合超

市店铺20家
13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其自有品牌大米为非转

基因大米。 

目前已经形成便利店、折扣

店、标准超市、生鲜超市、

大卖场等连锁格局，各类门

店总数已经达到3500余家，

门店遍布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等地
14
。 

沃尔玛超市 承诺超市出售的所有大米及

自有品牌米制品均为非转基

因食品 

截至2010年8月，已经在全国

20个省的101个城市开设了

189家商场，在全国创造了超

过50,000个就业机会15
。 

上海城市超市 针对自有品牌食品与其他蔬 

果谷物，有明确的拒绝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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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承诺 

华堂商场 承诺自有品牌食品及在超市

销售的其他生鲜蔬果及谷物

均明确避免转基因食品 

是国务院首次批准成立的中

国第一家合资连锁商业企业
16
。 

永旺（吉之岛）北京 承诺在生鲜散装蔬菜、水果

和谷类产品拒绝转基因 

由日本第二大的零售集团投

资建立 

 

2.4 海外市场的拒绝 

由于海外市场如日本、欧盟等的市场法规要求以及消费者的谨慎态度，这些海外市场对转基

因食物的拒绝，让以出口为主的食品企业无法承担产品被退回，或是被对转基因食品有严格

限制的海外市场拒绝的经济损失和风险。例如，东莞当地著名的米粉品牌──金燕公司，年

产米粉约 1万吨，除在本地和国内销售之外，有 60%的产品远销欧美国家，根据报导，金燕

公司为了顺利外销，从 2006 年至今，该公司采购的大米及生产的米粉送样检测是否含有转

基因成分费用已多达 50 多万元，坚决提供不含转基因的米粉给国外消费者
17
。 

 

金燕米粉对使用非转基因原料的谨慎态度不难理解。他们有60％的市场（营利）来自于出口，

欧盟国家是金燕米粉的主要贸易往来国家。海外市场对转基因稻米的控制措施已成为国内米

制品企业对其产品进行检测的主要原因
18
 

 

海外市场对转基因稻米的谨慎态度，更进一步影响世界各地稻米企业抵制转基因大米，例如

泰国和越南两国的泰国稻米出口商联合会和越南食品协会共同签署备忘录，宣布其非转基因

稻米生产政策。而印度的大米出口商联合会也强烈呼吁香米种植大省不允许发展及种植转基

因大米。这些均反映了全球稻米产业界和消费者抵制转基因水稻的坚决态度。 

 

3. 食品行业拒绝转基因的经济分析 

3.1 拒绝转基因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绿色和平2007年初委托益普索(中国)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IPSOS)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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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做的最新消费者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谨慎。65%的受访者明确选择

非转基因产品，而77%的受访者明确选择非转基因大米。2010年4月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

室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的数据，超过四成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

害”，接近2/3的人倾向于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由此可见，在面对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

之间的选择时，中国消费者的态度和日本、欧盟国家消费者的态度一致，对于“非转基因食

品”的偏好明显。2010年底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9%受访的

中国内地消费者选择购买非转基因米，78%的消费者倾向于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给13岁以下儿

童。另外一个由香港市场调研公司ORC International Holdings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

的香港消费者不愿意选择转基因婴儿食品，并且有83%的消费者要求食用非转基因米制品。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消费者与日本、欧洲的消费者在选择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

持有相同的观点。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的忧虑，将影响到未承诺反对转基因企业的品牌信誉，长远的

来看，会让这类食品品牌失去竞争优势，继而影响企业的商业发展。反之，承诺拒绝转基因

食品将为食品行业带来竞争优势，并转换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

础。也对创造公司最终产品附加价值贡献巨大，其贡献在于实现顾客最为关注的、核心的、

根本的利益，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食品企业和终端零售商对转基因食品的拒绝，对消费者关注食品安全态度的重视，是企业社

会责任的展现，同时，能够提供企业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且树立品牌知名

度。因此支持非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和企业本身，是建立双赢局面的最好策略。这也是上述

企业愿意采纳预防原则，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根本原因。 

 

另外，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企业发展越好，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与回馈

将会表现在利润數额，对当地的社会福利提供、和就业机会、竞争力等，把企业发展整合进

地方经济繁荣的框架之内，会为地方经济带来显着的绩效成长。许多案例可以作为繁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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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例子，如中国总部设于广州的国际企业亨氏，总部设于北京的燕京啤酒、雪花啤

酒，总部设于上海的益海嘉里、旺旺，啤酒主要工厂设于武汉的年产量 45万吨的百威啤酒，

中粮米业（大连）有限公司作为中粮集团在东北投资的首个大米加工基地，总投资额达 3.14

亿元
19
，都是为地方经济带来显着增长的例子。 

承诺企业 主要产品 承诺品牌 总部所

在 

销售市

场 

市占率 米来源 

中粮集团 包装米 滋采牌，五湖牌，福

临门牌大米 

北京 全国 3% 大连，张

家港，江

西 

益海嘉里 包装米 香满园牌，金元宝牌，

鲤鱼牌，香宴牌，新

元牌，元宝牌，金龙

鱼牌大米 

上海 全国  金 龙 鱼

牌：黑龙

江，辽宁

盘锦，吉

林梅河，

黑龙江五

常 

金沙粮油 米 湘苑 湖南长

沙 

  大部分于

湖南 

太粮米业 米 太粮、米皇坊、曼哈

浓香、太粮马坝龙 

广东东

莞 

华南地

区，主

要于广

东省 

 江西、广

西、广东、

湖南和湖

北 

隆平米业 米 隆平 湖南长

沙 

  主要于湖

南 

旺旺集团 米果、休 旺旺，相当脆，浪味 上海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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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食品、

饮料 

仙，黑白配， 

亨氏联合有限

公司 

婴儿食品

与奶粉 

亨氏 广东广

州 

   

浙江贝因美科

工贸股份有限

公司 

婴儿食品

与奶粉 

贝因美 浙江杭

州 

   

华润雪花啤酒

(中国)有限公

司 

啤酒 “雪花”品牌和旗下

其它啤酒品牌 

北京 全国   

北京燕京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 

啤酒 燕京品牌产品 北京 北京、

广西、

内蒙等

地
20
 

  

英博雪津啤酒

有限公司 

啤酒 雪津，百威，贝克牌

系列产品 

福建莆

田 

   

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 

白酒 泸州老酒坊牌，国窖

牌，泸州牌产品 

四川泸

州 

华北、

华中
21
 

2008 占

全国白酒

市场份额

的 5％
22
 

泸州 

四川剑南春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白酒 剑南春，绵竹大曲及

其系列酒 

四川绵

竹 

华北、

中原、 

鲁皖 

07 年 市

场占有量

第四 

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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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食品企业拒绝转基因对上下游食品产业的经济影响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顾虑已经得到市场大品牌和大型超市的关注和响应，他们做出明确拒绝

转基因的承诺，相应的，必定会增强供应链当中中下游环节的稳定性，对产品原料质量作严

格的控管，并对供应链上下游的安全责任划分和食品安全问题预测和控制产生积极影响。这

将对上游生产和原料提供环节产生连串影响。可以预见的是，大米生产的上游产业在不久的

未来，将会面临来自食品生产企业和终端零售产业对转基因原料的拒绝，及提供非转基因原

料的要求，这也连带使得食品生产商有了市场区别，并影响了对原料供货商和大米生产地的

选择。 

 

当终端环节选择和消费者共同拒绝转基因食品，大型连锁超市和食品制造业连带影响了选择

供货商的因素：一是供应商提供原料的质量稳定性；二是供应商所处的省份；三是供应商的

信誉；四是供应商文化与价值观,包括对非转基因供应链构建的认识和态度相同或相近，这

是合作伙伴关系能否长期维系的关键因素。这些是位于大米加工利润居于全国前几位的湖

北、江西、湖南、广东等省份的加工厂商，亟需重视的商业机会。 

 

3.3 对大米生产省份的经济影响 

已经有科学研究证实，在自然条件下，转基因作物会由于花粉漂移和交叉感染等方式对非转

基因作物造成基因污染。因此，是无法有效控管转基因作物和常规作物的分开种植的，当转

基因作物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可能带来的基因漂移，使得常规作物不可控地受到基因污染，基

因可能随机进入不同地方引起无法预测其影响的威胁，便产生覆水难收的影响。除了生态方

面的污染，还有在运输、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人为因素污染，使得转基因大米被混入到常规大

米。食品行业生产商最感忧虑的问题，是转基因作物最终将导致显着的额外支出。从上述金

燕米粉的案例可以看到，即使企业明确的表示拒绝转基因大米，并且不惜花费成本送检米粉，

但是仍没有办法完全杜绝因人为污染的转基因大米原料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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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大米生产省份出现转基因大米的种植，受到的经济影响不仅是立即的，且是长远的。以

美国转基因稻米 LL601 污染为例，2006 年 8 月，由于拜耳作物科学公司（Bayer CropScience）

研制的一种转基因稻米 LL601 混入了美国稻米供应链中，引起了美国稻米价格下挫、欧盟和

日本市场立即停止进口美国稻米等强烈反应，整个美国大米行业的最大经济损失达 7.41 亿

至 12.9 亿美元之多。来自阿肯色、加利福尼亚和路易斯安那等美国主要水稻生产地的农民，

除了面临失去欧盟市场和日本市场的困扰，为了清除转基因水稻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包括清

理农民的农机设备和农田所产生的额外劳动，LL601 污染事件所致的经济影响对一些小规模

的稻米生产商来说更加严重。 

 

同样的，从国内的案例也可见，如果转基因大米出现在大米的生产省份，不但使得食品制造

和终端销售环节增加额外的检测费用和市场份额的下降，最终也会遭到国内市场对转基因大

米的拒绝，连带影响这些省份的大米销售总量，造成经济损失。2005 年，湖北省出现了违

法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事件，这使得在湖北禁种转基因水稻之后，还是可以从市场上的

稻米中检测出转基因物质，使得在之后的几年里，金燕米粉之类的国内大米加工行业不再使

用湖北米为米粉原料
24
，至今欧盟和日本等国对进口我国的稻米产品也仍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由种植转基因作物带来的种种经济损失案例，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拒绝转基因大米对整个食

品供应链的环节和生产大米省份都会带来经济效益，而拒绝转基因大米种植对生产大米省份

在环境、社会、经济都带来不可忽略的优势。 

 

3.4 对海外市场的影响 

由于欧盟各国以及日本、韩国纷纷对来自中国的米制产品采取控制措施，我国从事米制品生

产和贸易的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这些措施所涉及的米制品大多集中在米粉这一

产品品类上，而米粉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大米加工产品中较为主要的品种。海外市场的监管部

门启动控制措施后，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产品的撤架、召回乃至销毁。对于生产企业来

说，这意味着正在销售的产品由于上述措施而造成货款无法回收，或者尚未开始销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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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客户退货的情况。从中国米粉屡屡被检验出转基因成份案例来看，一旦转基因作物污染

了原料，隐藏了潜在的食品安全危机，这不但是破坏企业信誉，对企业的国内销售造成影响，

更甚而之，进一步影响国外销售渠道，遭受海外市场的拒绝。 

 

结论与建议 

这份市场分析报告呈现了食品行业巨头是有能力且有意愿兼顾商业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做出

非转基因原料使用承诺，这不仅是有责任的企业经营模式，为提供消费者更安全的食品保障，

而且也能在企业有更好的商业机会和市场收益的前提下，减低对社会环境冲击。 

 

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基因污染将会带来一连串的经济冲击，包括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

忧导致企业失去市场占有率、降低销售量、负面的企业形象、额外的检测费用、和产品撤架

等，这些经济上的冲击都是在转基因作物进入田间后难以回避的后果。 

 

除了直接经济损失，应该以长远经济影响的角度带入转基因作物对食品行业的分析中。食品

供应链上下游的经济发展应并列考虑，当越来越多食品生产商和终端销售环节尊重消费者的

购物意愿，承诺拒绝转基因原料使用和贩卖，这样的商业策略将进一步影响对食品生产源头

的选择，包括原料供货商和主要大米生产省份，像是东北、湖北、湖南等地。 

 

给食品行业的建议: 

1. 将承诺拒绝转基因大米视为商机，作为建立品牌知名度和拓展市场占有率的方式。 

2. 认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忧的顾虑。 

3. 要求上游厂商提供非转基因原料。 

4. 联合终端零售商和消费者一起建立非转基因食品原则。 

 

给政府的建议： 

1. 在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公共决策过程中，消费者及公众的声音应该得到尊重，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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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2. 暂停任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 

3.对于目前已经出现在市场上的违法产品进行查处，并采取完善有效的措施，防止转基因进

入种子、种植和食品供应链，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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