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转基因木瓜非法种植调查报告
1. 调查背景
绿色和平于 2009 年 2 月至 3 月间，随机对超市所销售木瓜的转基因成分检测发现：国
产木瓜均为转基因木瓜。根据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公布的信息[1]，农业部于
2006 年批准了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抗木瓜环斑病毒转基因木瓜，而该品种只被允许在广东
省商业化种植，审批号为农基安证字（2006）第 001 号，有效期为 2006 年 7 月 20 日至 2011
年 7 月 20 日。所以，如果这些转基因木瓜确实来自于广东省以外的地区，那么就意味存在
非法种植的情况。
因此，绿色和平决定在海南的木瓜种植基地进行实地采样并做转基因成分检测，以了解
是否存在转基因木瓜的非法种植情况。
2. 调查结果
绿色和平于 2009 年 2 月至 3 月间，在北京、上海、广东和香港四个地区购买了木瓜样
品，送至独立的国际权威检测机构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结果显示，各地所销售的国产木瓜
均为转基因木瓜，仅有沃尔玛超市北京知春路分店所销售的菲律宾进口木瓜为非转基因木
瓜。详细情况见下表 1。
表 1：京沪穗港四地木瓜转基因成分检测结果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原产地 （据商品标签
或超市员工介绍）

检测结果

易初莲花，广州三元里店

2009-02-14

广东

阳性

华润万家，深圳华强北店

2009-02-15

广东

阳性

沃尔玛，深圳华侨城店

2009-02-15

广东

阳性

沃尔玛，北京知春路分店

2009-03-05

菲律宾进口

阴性

易初莲花，上海船厂路店

2009-03-21

福建

阳性

沃尔玛，上海五角场店

2009-03-21

海南

阳性

易初莲花，北京成府路店

2009-03-24

海南

阳性

华润万家，北京知春路分店

2009-03-24

不确定

阳性

沃尔玛，北京知春路分店

2009-03-24

海南

阳性

自由市场，香港马鞍山

2009-03-26

中国内地

阳性

百佳超市，香港马鞍山分店

2009-03-26

中国内地

阳性

自由市场，香港旺角

2009-03-26

中国内地

阳性

百佳超市，香港旺角分店

2009-03-26

中国内地

阳性

注：检测结果“阳性”表示该样品含转基因成分

为了解广东省以外地区是否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木瓜的情况，绿色和平于 2009 年 4 月，
在海南三亚市与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农场进行实地取样，送至独立的国际权威检测机构进
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在海南乐东九所镇和三亚市的实地采访得知，当地农场所种植都是所谓
的“抗病品种”
，绿色和平工作人员怀疑实为转基因木瓜。检测结果证实，所取样的三个农
场种植的木瓜均为转基因木瓜。结果证实海南存在转基因木瓜非法种植，而且很有可能已经
流入食物链。详细情况见下表 2。

表 2：海南两省木瓜种植基地转基因检测结果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样本详情

检测结果

海南省乐东昌发绿色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农场

2009-04-17

种子

阳性

叶片

阳性

种子

阳性

叶片

阳性

种子

阳性

叶片

阳性

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高明农业有限公司农场
海南省三亚市天香木瓜有限公司农场

2009-04-17
2009-04-18

注：检测结果“阳性”表示该样品含转基因成分

3. 转基因木瓜的相关背景
1998 年，世界上第一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木瓜出现在美国夏威夷。这种转基因木瓜转
入了一个抗木瓜环斑病毒(Papaya Ringspot virus, PRSV)的基因，目的在于使木瓜对这种病毒
产生抗性。但是，这种转基因木瓜却通过基因漂流使其他品种的木瓜受到了基因污染，由于
污染面积大，造成当地的有机木瓜种植业遭到了严重的损害。而夏威夷的整个木瓜种植业也
因此受到影响。作为夏威夷木瓜主要出口国的日本拒绝批准这种转基因木瓜的进口申请。根
据 2006 年的数据，与 1998 年相比，夏威夷木瓜的种植面积下降了 28%，平均每户农民每
千克木瓜收入减少了 35%[2]。
同时，科学研究显示转基因木瓜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为抗病而导入的外源基因会产生
一种蛋白，这种蛋白与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蛋白非常相似。需要更多的研究以确保转基因木
瓜的食品安全性[3]。从 1998 年开始，美国政府一直游说日本政府批准这个转基因木瓜品种
的进口，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担忧转基因木瓜的食品安全性，并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证据
证明其安全性，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是认为这个转基因木瓜的食品安全性值得怀疑。鉴于
转基因木瓜食品的安全性尚未定论，日本政府至今一直未批准美国转基因木瓜的进口许可。
2006 年 7 月，中国农业部批准了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抗木瓜环斑病毒转基因木瓜，只允
许该品种在广东省商业化种植[1]，审批号为农基安证字（2006）第 001 号，有效期为 2006
年 7 月 20 日至 2011 年 7 月 20 日。这意味着：这种转基因木瓜只能在广东省境内种植，任
何超过地域和时间限制的种植均为违法行为。
4. 主要问题及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转基因生物会给环境和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转基因生物对于自然界而言
是外来物种，对自然界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包括转基因木瓜在内的转基因作物也可能对环
境造成危害，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非靶标生物的影响、通过基因漂流影响其他物种、
转基因作物超级杂草问题等[4]。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特性，污染、非法种植等事件并不罕见。
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木瓜：
农业部只批准在广东省进行转基因木瓜的商业化种植，因此海南省出现转基因木瓜种植
已经违反了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5]第十九条“转基因植物在指定的区域种
植”的规定，属于非法种植。
转基因木瓜不单被非法种植，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流入食物链。绿色和平在与当地种植户
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这几家农场都供货给各大超市集团。绿色和平对超市所销售的木瓜检
测也发现，目前超市中销售的国产木瓜均为转基因木瓜，而且并没有任何标识，消费者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已经吃了对健康有风险的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木瓜。
而此前，中国已经发生过转基因木瓜的非法引进和污染的案例。2004 年，香港地区政
府从中国内地的一个农业研究机构得到了一些木瓜种子并分发给当地的农民（包括有机农
户）进行种植，随后却发现这些种子实为转基因木瓜种子。绿色和平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检
测与调查，并积极协助当地的有机农户清除和隔离转基因木瓜，防止污染其它农田。该事件
影响了香港当地的有机种植业。而且，由于 2004 年农业部尚未批准任何转基因木瓜商业化
种植，因此当时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种植转基因木瓜都属于非法行为。
对于转基因水稻的启示：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鉴于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安全性并无定论，至今还没有任
何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商业化种植批准。但是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事件却已经发生。
绿色和平于 2005 年调查发现湖北省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而且这种未经国家商业化种
植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和大米已经流入市场，可能对当地环境和消费者带来不良的影响。
调查发现，湖北省多个地方出售和种植未经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种植时间已有两年之久；而
这种非法转基因水稻很有可能来自研发转基因水稻的华中农业大学的实验室。
之后湖北省农业厅于 2006 年 1 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农作物转基因品种管理的通知》
，禁
止非法种植未经批准的农作物转基因品种；禁止销售未经湖北省审定或虽经国家审定但适宜
种植区域不含湖北的农作物转基因品种。
2008 年，绿色和平在湖南省同样发现由实验室流入农田的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事件。
湖北湖南两省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说明，即使转基因作物未经国家商业化批准，也有可
能从实验室流入市场从而污染农田。污染事件之后，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对参加国家级审
定生产试验的农作物品种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6]。
国际上也发生过多起转基因作物污染事件，比如拜耳公司的 LL601 转基因水稻。LL601
污染于 2006 年首先被一位米商发现，随后在世界各地都被发现，至今，LL601 转基因水稻
的污染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食品和大米行业深受其害，在世界范
围内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我国，无论是木瓜的种植面积、区域和种子供应都无法与水稻相比。我国有 4 亿多亩
的水稻种植面积，上亿的稻农，无数的种子供应商和米制品生产商，同时也有大量包括研究
转基因水稻的科研单位。现在，就连仅作为水果的转基因木瓜都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那么
涉及 13 亿人的主粮的水稻将更加难以管理，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5. 结论及建议
绿色和平的实地调查发现，我国海南省出现转基因木瓜非法种植，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流
入食物链。
绿色和平建议农业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全面调查非法种植转基因木瓜的区域，并
采取有效措施停止生产和销售非法转基因木瓜；评估对消费者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
针对转基因木瓜的污染源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全面的调查，
；进一步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措施和法规，加大监控力度；
此污染事件再次表明转基因作物监管难度之大，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存在漏洞，并
没有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实施有效的监管。目前，中国正在考虑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
产，但因为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转
基因技术应用在主粮的生产上。此污染事件也警示如果连只允许在一个省种植的转基因木瓜
都监管不力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有效管理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一旦我国 13 亿人的

主粮水稻出现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
水稻是中国 13 亿人的主粮，转基因粮食作物生物安全问题事关重大，绿色和平也建议
农业部及相关部门暂停任何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进程，并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已经被证实
安全高产的生态农业的推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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