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基因木瓜含抗生素抗性基因 

1. 调查背景 
2009年 2月至 3月间，绿色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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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农业部只批准转基因木瓜在广东省商业化种植[1]，绿色和平在 4
月的实地调查和检测却发现海南岛也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木瓜的情况。转基因木瓜的食品安

全性一直备受争议，日本政府也出于安全性考虑至今未批准美国转基因木瓜的进口许可[2]。

有多种转基因木瓜研究时都采用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标记基因，而食品中出现抗生素抗性基

因可能会对健康构成风险。 
因此，绿色和平决定对市场销售的木瓜基因抗生素抗性基因进行检测。 

 
2. 调查结果 

绿色和平于 2009年 3月至 5月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省市购买了木瓜样品，送
至独立的国际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检测。结果显示，只有一个样本含一种抗

生素抗性基因（NPTII），其余样本均同时含有两种抗生素抗性基因（NPTII 和 tetR），详细
情况见下表。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原产地 （据商

品标签或超市

员工介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卜蜂莲花， 
上海船厂路店 

2009-3-21 福建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沃尔玛， 
上海五角场店 

2009-3-21 海南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卜蜂莲花， 
北京成府路店 

2009-3-24 海南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沃尔玛， 
北京知春路分店 

2009-3-24 海南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华润万家， 
北京知春路分店 

2009-3-24 不确定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沃尔玛， 
深圳洪湖 

2009-4-30 海南三亚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阴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华润万家， 
深圳春风路 

2009-4-30 海南乐东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农产品批发市场， 
深圳布吉 

2009-4-30 广东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卜蜂莲花， 
汕头  

2009-5-1 海南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NPTII gene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阳性 自由市场， 
汕头 

2009-5-1 海南 
 

tetR gene 
四环素抗性基因  

阳性 

注：检测结果“阳性”表示该样品含转基因成分，具有该抗生素抗性基因特征序列 
 
3. 抗生素抗性基因相关背景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nptII）对卡那霉素具有抗性，四环素抗性基因（tetR）对四环素具

有抗性。 
转基因研究过程中一般会使用标记基因，而使用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标记一直存在争

议。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抗生素类标记基因包括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npt），卡那霉素抗
性基因（nptII）等。但是，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潜在的食用安全性一直存有争议，有研究表
明转基因食品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能通过转染肠道细菌，从而造成人类对这些抗生素产生

抗性[3]，也就是耐药性。 
抗生素抗性会导致人类或动物药品中抗生素使用失效，一直以来是影响全球公众健康的

重要问题。2003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颁布的转基因
植物食品风险评估准则第 58条指出：“对在临床上应用的抗生素具有抗性的耐抗生素基因不
应在食品中出现”[4]。欧盟决定从 2004 年起禁止使用耐抗生素标记的基因[5]。2007 年，世
界卫生组织(WHO)根据药用重要性将卡那霉素、新霉素和四环素列为第二级别，为重要类
抗生素[6]，意味着卡那霉素抗性基因、四环素抗性基因等这类抗生素抗性基因不应在食品中

出现。欧盟药品管理局(EMEA)认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观点，指出卡那霉素应该被列为
在医疗上有重要作用的药品一类[7]。 
    因此，这类抗生素抗性基因不应出现在市场上或者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植物中。 
 
4. 结论和建议 

绿色和平的调查发现，市场出现的转基因木瓜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而且已经进入食物

链，食用这些木瓜可能使消费者对部分抗生素产生抗性，从而威胁消费者健康。 
绿色和平呼吁相关政府部门立即召回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木瓜，重新评估并调整转基因



 
木瓜生产的部署。绿色和平也建议相关政府部门严格遵循《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i，

以预先防范的原则处理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风险；立即评估含抗生素抗性基

因转基因木瓜对消费者健康带来的危害；进一步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严禁在转基

因研究中使用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标记基因使用。 
目前，中国正在考虑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鉴于转基因作物对健康的影响仍然

存在争议，而此次转基因木瓜检测出抗生素抗性基因再次给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敲响警钟。

水稻是中国 13亿人的主粮，转基因粮食作物安全事关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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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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监管转基因生物的国际性法律条约，它主要针对处理
转基因生物的越境转移、过境、装卸和使用。《议定书》现有195个签署国及132个缔约国，
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成为国际监管转基因生物的法律基础。中国于2000年8月签署《议
定书》，2004年2月宣布将批准加入，2005年6月正式成为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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