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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转基因食品产业化

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证券时报记者 陆星兆

近日， 农业部拟有计划推进转基

因产业化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尽管表面上舆论聚焦于食品安全，但

这背后， 实质上是我国农业发展已走

到十字路口，转基因问题已无法回避。

中国是 28 个允许种植转基因作

物的国家之一。目前，获得基因生产应

用安全证书且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

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 由于种种原

因， 大面积商业化种植的只有棉花这

一非食用品种。

第一代转基因技术， 以抗虫基因

和抗除草剂基因为代表， 明显增加了

产量，农民是直接获益方，但消费者是

容易被忽视的潜在受益者。 由于农产

品价格主要受供应变动的影响， 随着

转基因技术发展，农产品的“相对”价

格在相当长时间内呈现趋势性下跌，

这与公众的现实感知并不一致。

比如，新世纪以来的农产品牛市，

大豆从 2000 年的 470 美分 / 蒲式耳上

涨到了目前的 1280 美分 / 蒲式耳，但剔

除掉通胀和货币泛滥因素， 大豆价格却

是相对下跌的。 这与近十年来转基因大

豆在南北美洲广泛种植有莫大关系。 据

统计，2000 年全球大豆产量为 1.6 亿吨，

到今年预计将增至 2.8 亿吨。 其他农产

品价格和产量也呈现类似规律。

当前地球已承载超过 70 亿人口，不

断进步的农业技术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

生存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每年进口农产

品折算的土地缺口高达六七亿亩。 除继

续增加进口外， 提高单产是保障国内农

产品供应的唯一办法， 转基因食品产业

化恐怕是一道我们绕不过去的坎。

转基因到底有没有危害， 争议还很

大。反对者顾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

担心国外种业巨头形成垄断。 乐观者认

为，随着科学进步，下一代的转基因技术

将向改善食品营养、 降低化肥使用强度

方向发展， 给消费者和整个地球生态环

境带来更多好处。

日前，61 名院士请求转基因水稻产

业化，有关单位试图以猪为实验对象，消

除公众顾虑，但结果适得其反，网上质疑

声一片。据媒体报道，农业部下一步还将

加大科普宣传， 为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

化应用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近年诸多案

例其实已证明，事关公众健康安全，光说

没用，有关部门领导不妨以身作则，既能

摆脱吃“特供”的负面印象，又能让老百

姓对转基因食品真正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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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是继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直属中国证监会的全

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运营管理机构。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在国家

工商总局注册，

2013

年

1

月

16

日

正式揭牌运营，注册资本

30

亿元。

公司致力于为非上市股份公司的

股份公开转让、融资、并购相关业

务提供服务； 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信

息、技术服务。

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需

要， 诚向社会公开招聘从事挂牌审

查、公司监管、交易监察、机构监管、

信息技术和综合管理等工作的专业

人才若干名， 欢迎境内外优秀人才

踊跃应聘。

有意者请登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www.neeq.com.cn

， 详细了解招聘职

位信息并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0

日。

所有招聘职位工作地点为北

京，咨询方式：

job@neeq.org.cn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招聘启事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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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萍：创业板塑造竞争新优势效果初显

创业板准入、再融资、股权激励等制度设计将更贴近创新性、成长性企业的特征需求和产业规律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在昨天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武汉金

融博览会主论坛上， 深交所总经理宋

丽萍围绕深交所努力打造为中国经济

转型量身定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在

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对即将迎来四周岁生日的创业

板，宋丽萍指出，创业板推出四年来，

对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大力培

育新兴产业、 塑造竞争新优势等方面

的效果初步显现。下一步，将尽快推动

创业板准入、再融资、股权激励等整体

制度设计更加贴近创新性、 成长性企

业的特征需求和产业规律。

在加快结构调整方面， 宋丽萍指

出， 新一轮的并购重组潮已经如期而

至。 为迎接这一轮具有深厚产业背景

的并购重组潮， 深交所从监管和服务

两方面着手做准备： 一方面加强对并

购重组中涉嫌内幕交易的核查， 提高

线索发现能力，研究改进对相关中介，

尤其是对并购重组定价有重要影响的

评估机构的规范措施； 另一方面对上

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时普遍关心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做好指导和服务，紧紧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目标， 充分发

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功能。

在支持小微企业方面，她介绍，今

年场外市场建设提速， 弥补了多层次

资本市场“短板”，真正为与地方实体

经济对接创造条件， 有助于健全完善

微观层面的资本形成机制， 对构建科

技与金融的早期对接机制也有积极意

义。小微企业融资难，关键在于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额成本， 场外市

场实质上是围绕挂牌企业建立了畅通

的信息流， 从而高效集成企业各方面

的诚信信息， 打造企业综合信用信息

平台，破解小微企业“信息孤岛”难题。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 宋丽萍表

示， 着力加大资产证券化创新服务力

度，通过总结前期试点经验，进一步拓

宽基础资产的类型， 探索更为多样化

项目运作模式。 在信贷总规模硬约束条

件下，为各地优化信贷结构，腾挪存量资

产打开空间。 目前处于论证和沟通环节

的资产证券化项目近

26

个，基础资产除

污水处理、高速公路收费、主题公园门票

收入等已参与试点的类型外， 还包括了

银行信贷资产、 融资租赁、 商业物业租

金、新能源供电收入等。特别是上个月阿

里巴巴小额贷款证券化项目首批

2

期产

品在深交所挂牌， 成为小贷类资产证券

化的首次尝试，盘活了阿里小贷

10

亿元

的存量资产。下一步，深交所还将在交易

机制、风险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等方面不

断改进， 为积极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试

点工作创造条件。

阿里巴巴的金融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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