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 近日，农业部向全国各转基因研发单位下发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严防转基因试验材料流失的通
知》，以“避免我国科研核心机密和种子资源材料被窃取，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通知背后，是4月11日
发生在华中农业大学位于海南陵水的转基因水稻基地“遭窃”事件。当天晚上9点多，境外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的
成员在转基因水稻基地拔水稻，被在此工作实验的师生撞了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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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聘医生、护士
诚聘全科医生10名、中医科医
生5名、护士30名、药师5名、
收费人员3名、B超医生5名、放
射科医生5名、妇科医生3名。
报名及工作地址：郑州高新区
银屏路与牡丹路交叉口枫杨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电话：86558120 86556120
QQ：2083908829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花园路66号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7.开封市石桥口西约100米路南 25989993 25983131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528838元，
中奖总金额为4924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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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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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844536元，中奖总金额为889754元。

中奖注数
755注
341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126期
中奖号码：588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7471280元
和9060562元。

“排列3”、“排列5”第14126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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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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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4055期

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53818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101666元。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19注

317注
854注

10424注
14024注

112138注

□记者 赵黎昀

本报讯 河南人买全球卖全球的
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昨日，河南
省商务厅与谷歌公司共建的中国中部
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基地（谷歌
Adwords河南体验中心）在郑州揭
牌，成为谷歌Adwords体验中心在
中国的首个体验中心。记者了解到，
未来谷歌将帮助河南培育更多跨境电
商人才，进一步协助豫企通过电子商
务扩大出口额。

据悉，谷歌入豫的第一步以人才
培训为主，将联合教育科研单位、协会
和企业、网商，组织外贸电子商务技术
应用培训和规模培训，培育30到50
个本地跨境电子商务专家。未来，谷
歌体验中心将成为中部乃至全国范围
内的顶级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培训基
地，指导企业运用互联网进行国际贸
易电子商务。

“全球97%的人都在互联网上搜
索过需要的商品，可中国只有23%的
企业真正拥有运用互联网的能力。”谷
歌全球渠道总裁Todd Rowe在揭牌
仪式上说，谷歌将首先帮助河南企业
在互联网上树立形象，让全球买家看
到他们，选择他们的产品。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雷明介
绍，谷歌选择以河南作为其首家体验
基地，与河南跨境电子商务飞速发展
以及河南是制造业大省有关。制造业
产生的大量贸易需求与谷歌公司的业
务范围和领域能完美结合。

据悉，我省黎明工业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郑州悉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
谷歌Adwords河南体验中心的战略
核心合作伙伴。未来体验中心将充分
发挥黎明重工和谷歌的示范效应，让
更多河南产品通过类似平台走向全
球。

河南跨境电商搭上快车

谷歌电子商务基地
中国首站入豫

10省市被曝有转基因试验田
转基因大米除了被用作实验外，还可能被实验室人员吃掉

至少10省市有转基因试验田

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介绍，由于公众对转基因
存在很大的争议，国家从未放开过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推广。因
此，水稻所对于转基因作物仍限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每年水稻
所育成的转基因水稻，除了留下部分种子用于下一年的育种，以
及少部分实验室研究外，其余的部分都按国家规定实施了销毁，
完全杜绝向外流出。

福州南郊转基因水稻试验田内，普通水稻遭虫害严重，已是枯黄一片，但紧
挨着的转基因水稻则生长良好。法治周末图 Y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公布了2014年3月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
品信息。其中，台湾永和豆浆被检出转基因成分榜上有名，据悉，
被退货的永和豆浆是福州永德心进出口有限公司从永和国际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进口的，共计360千克。永和豆浆被检出转基因
成分已经不是第一次。2012年2月份，永和黑豆浆就因为检出转
基因成分，被作退货处理。

此外，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口的一批比利时产
香奈儿洗甲水因检出苯被销毁。Y

综合人民网、法治周末、华西都市报

转基因水稻仍不得商业化种植

永和豆浆再次检出转基因成分
香奈儿洗甲水检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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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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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注数
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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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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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151250601元,
497660787.67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我国转基因试验田在湖
北、四川、北京、山东、云南、福建、河北、河南、海南、湖南等省
份均有分布，所研发的转基因植物种类达40种以上，主要作
物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

在这些转基因实验田中，华中农大实验基地因其严格规
范的管理，曾多次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表彰。

但发生在今年4月的这起“盗窃”事件，似乎给其管理敲
了一记警钟。华中农大教授严建兵称，在现场追回3包试验
材料后，有人曾去当地公安部门报警。结果，这一报警令警
察们感到疑惑——“偷点种子算什么，能值多少钱？”

在严建兵看来，“种子的重点在于其携带的‘科研核心机
密’，理应受到保护”。

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存争议的今日，我
国对转基因作物持谨慎态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两院”院士石元春曾
表示，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强监管
和审批。另外据他透露，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生物安全问
题，其中包括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从事农业转
基因生物试验的单位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可以向国务院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但这一安全证书并不代表转基因作物能够进入商业化
种植阶段。依据我国种子法，转基因作物还需取得品种审定
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四川农业大学作物转基因实验基地与华农的标准相似：试验
田外有两米多高的水泥墙，大门紧锁，面积约18亩。四川农业大
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介绍：“(试验田里)收获到的一部分会
用来当种子，来年种植检测它表现出的遗传性状，剩下用不完的
作物会按国家规定销毁。”

事实上，一些试验田里产出的转基因大米除了被用作科学实
验之外，还可能被相关实验室人员吃进肚中。在华中农大，就有
转基因试验田里产出的大米被实验室成员“试吃”的故事。

“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食用转基因大米是在享受
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位实验室成员曾如是说。他也曾在告知父
母的基础上，拿回家里数十斤的转基因大米，和父母一起食用。

和他一样分得转基因大米的还有华红霞，“米就那么多，每个
人只能分得10斤左右”。而对于他们这是在进行“人体试验”传
闻，她予以否认。她表示，必须长时间让人大量进食这种大米，并
观测人体的各项生理数据，才能称得上是“人体试验”。

2012年，有记者在报道中如是写道：“3米高的围墙，仍无法
阻挡我国转基因水稻的违规扩散。”

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舒庆尧也承认，一旦
农民看上了田间的稻种，对农民的制约就比较难以保障。

“试吃”转基因大米与转基因水稻违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