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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
———以转基因生物安全管制为例的考察
秦天宝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生物技术是国家未来竞争实力的技术动力及产业动力，对其合理引导、规范发展、预防风
险，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欧盟在以法律为手段和工具来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特别是防范生物技
摘

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中出现风险甚至危害方面，走在了各国的前列。总体上，欧盟采用了水平立法与垂直
立法并存的纵横交错式立法模式，构建了世界上最为严格和严密的生物安全监管体系。 我国正在大力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欧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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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现代生物技术研究逐步兴起。 随着研究深入，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医药、农
业、工业等人类日常生产生活领域，并逐步应用于环境、能源等新兴科学领域，现代生物技术的价值越发
受到重视，对生物技术研究的推进及技术研究成果的应用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 在现代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惠益的同时 ，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人体健康、生态环境
等都受到了潜在威胁甚至现实损害 。那么，对于这项决定国家未来竞争实力的技术动力及产业动力 ，如
何合理引导、规范发展、预防风险，成为当前各国在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的
重点问题。在此方面，欧盟在以法律为手段和工具来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发展 、特别是防范生物技术及其
产业化发展中出现风险甚至危害方面 ，走在了各国的前列。本文将以欧盟转基因生物安全管制为例 ，简
要考察欧盟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 ，以期对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法制的构建与完善有所裨益 。
一、引言
［1］

与美国等转基因技术大国相比，欧盟

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几乎无利可图，而且影响其非转基因产

品的销售。由于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 ，先天存在规模经济劣势，长期以来，
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逆差 。当转基因技术出现以后，欧盟在技术开发上处于劣势而且商
27 个欧盟国家中
业化进展缓慢，直到 1998 年才出现了第一批商业性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2007 年，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增加到 8 个，波兰第一次种植 Bt 玉米。 尽管如此，欧盟在种植面积方面依然
［2］

很谨慎，Bt 玉米总面积第一次超过 10 万公顷

。 与美国种植面积总面积以及比例相比，实在微不足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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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社会大众对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存有疑虑 ，对转基因生物体以及转基因食品更是
有争议性以及情绪性的，并持续提出质疑与抗议。事实上这样的激烈争议背后乃是整体欧洲社会累积
的以及共同的食品安全危机，尤其在戴奥辛污染家禽事件以及狂牛病席卷欧洲畜牧业以来 ，不仅欧洲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到了谷底 ，更使欧盟相关机构掀起了政治风暴 。
根据一份在 1999 年年底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态度仍在持续增
加当中，有 66% 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会食用基因改造水果，即使它们味道更好。 此项调查结果至今仍是
执委会经常援引作为制定管制政策之依据 。欧盟执委会于 2000 年 1 月 12 日所颁布的有关食品安全最
重要的政策宣示，也就是《食品安全白皮书 》（ White Paper on Food Safety） ，其中开宗明义就强调欧盟必
须重建大众对于食品供应、食品科学、食品法以及食品管制的信心。 此外，该白皮书所建构的食品安全
政策基本原则也是立基于风险预防性 （ precaution） 、可追踪性 （ traceability） 及透明性 （ transparency） 三项
要点，充分表现出此种政策原则所强调的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管制能力之信心 ，而非强调以科学证据决定
一切的态度。然而，正因为此种政策背景与基本原则，所以欧盟与美国对基因改造食品的管制立场就出
现基本精神上的差异。如前所述，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立场为产品取向 （ product approach） ，而欧盟
对基因改造食品的管制立场则是过程取向 （ process approach） 。 换言之，美国的管制原则就是认为基因
改造食品本质上没有危害，因此可按照一般食品之管制架构进行规范 ，但欧盟的立场则认为其存在着产
生预期外影响的可能性，因此应从产品的所有生产流程中进行监督 。
另一项促使欧盟对农业生物技术管制 ，尤其是对其中的转基因生物体加强管制的重要因素就是对
于其可能产生之生态风险所抱持的疑虑 。自从欧洲共同体制定《共同农业政策 》以来，农业生产部门以
及与之相关的食品与饮料生产部门一直就是欧洲最重要的产业 ，相当于欧盟所有工业产值的 15% 。 这
样庞大的产业部门使欧盟必须重视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农业生物技术之发展与运用究竟会对欧洲农业
与食品饮料业产生怎样的冲击 。所以欧盟对生物技术之管制政策不仅针对前述食品安全问题加以规
范，更重要的是在 GMO 的释放与田间试验等阶段就必须进行环境管制 ，并且必须确保将来商品化种植
后不会造成生态破坏。因为农业与食品部门对欧洲经济而言太重要了 ，经不起此种不预期的生态破坏
所可能造成的损失。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生物技术发展之初，欧洲国家就开始关注生物安全问题，考虑对转基因生物的
环境释放进行评估和管理。其生物安全立法的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主要采取水平立法模式，希望对所有涉及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行为纳入到规范之中 ，而
无论其最终的个别对象或其产生的产品形态 。为此，欧盟发布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指令，即《关于封闭使
用转基因生物的第 90 /219 / EEC 号指令》和《关于转基因生物有意环境释放的第 90 /220 / EEC 号指令 》，
这两项指令成为后来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法规的基本依据 ，是欧盟生物安全法发展
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水平立法模式并不拘泥于个别领域，而是以转基因技术的程序或者活动作为规
范的焦点，将其整体行为程序纳入到规范之中 ，以求对基因科技的共性行为进行集中行动规制，以利于
44

秦天宝: 欧盟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

风险控制。可以说是一种“技术或程序导向 ”的立法模式。 第二阶段是自 90 年代初至今。 在这一阶
段，欧盟又陆续开始采用类似于美国的垂直立法模式 ，针对转基因技术领域下个别形态的产品、特别是
食品的生物安全颁布并实施了大量的法规 。总体来看，欧盟同时采用了水平立法与垂直立法两种模式 ，
［3］
构成了世界各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最为严密和严谨的管制体系 。
同时，其各成员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将这些法律文件纳入本国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文件中 ，制订了较为
详细的审批程序和技术指导。其某些成员国甚至完全禁止对某些转基因产品的出售和田间试验 ，并实
行严格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以下分别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和德国的生物安全管制的法律与实践作一
简要介绍。
二、欧盟的水平立法
在欧盟，生物安全的水平立法主要包括转基因微生物的封闭使用 、转基因生物的有意释放、接触生
物试剂工作人员的职业安全以及转基因相关从业者之环境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下面分别论述之。
( 一) 关于转基因微生物封闭使用的立法
在 此方面以欧共体第 90 /219 号指令和第 98 /81 号指令最为重要 。1990 年 4 月 23 日《关于封
闭使用转基因微生物的第 90 /219 号指令 》适用于 任 何 使 用 到 微 生 物 且 该 微 生 物 是 因 为 基 因 改 造
而得到的所有活动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就 转 基 因 微 生 物 予 以 培 养 、储 存 、运 输 、破 坏 、弃 置 或 其 他 方
式使用的活动 ，而且从事这些活动时必 须 采 取 隔 离 措 施 ，防 止 转 基 因 微 生 物 与 一 般 大 众 或 环 境 接
触 。 此后 ，随着基因科技的迅猛发 展 ，欧 共 体 通 过 第 98 /81 号 指 令 以 及 第 1882 /2003 号 条 例 对 上
述指令进行了两次修正 。
该两项指令采用分级管理制度，根据封闭利用行为对人类健康及环境可能造成风险的程度将封闭
系统内转基因微生物的利用划分为四类 ，分别决定相关行为标准以及主管机关的管理密度。 利用人应
该根据指令的规定，对风险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决定转基因微生物的分类以及应当采取的隔离等
级。
同时，利用人在首次利用某一特定场所作为封闭系统从事转基因微生物的活动 ，必须提前向成员国
指定之主管机关提出申报，确保其拟于该特定场所从事的转基因微生物利用活动不至于发生危害 。
为了降低转基因微生物对人体健康以及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封闭系统内转基因微生物的利用 ，必
须遵守相关安全与健康守则进行操作 。一旦利用发生意外，利用人必须立即通知主管机关，并提供所有
必要信息与主管机关进行沟通，评估意外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采取必要措施。
( 二) 关于转基因生物体有意释放的立法
在欧共体关于转基因生物有意环境释放的法规中 ，以第 2001 /18 号指令最为重要，该指令废止了之
前在实质上禁止转基因生物体有意环境释放的第 90 /220 号指令。 由于该指令制定时国际间正对于有
关 GMOs 的环境影响问题进行讨论，并制定了《生物安全议定书 》，因此该指令之内容也很大程度地受
［4］
到《生物安全议定书》之讨论过程及其结果之影响 。
根据该项指令，任何转基因生物体、包含转基因生物体或由转基因生物体所组成的产品转基因，其
有意释放到环境必须遵守该指令的相关规定 。 而根据该指令，转基因生物体 （ GMO） ，是指除人类之外
的有机体，其中基因物质已经被以非自然交配或自然重组的方式所改变 。
根据该项指令，各个成员国负有一般性义务，即应依据风险预防原则 （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确保
采用各种适当方法，以避免 GMO 释放或流通于市场所可能造成的对人体或环境之危害 。 此外，任何人
要提出 GMO 释放之申请前，必须先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同时，该指令对于含有抗生素基因的 GMOs 释
放环境给予了特别考虑，并应于 2004 年年底前全面禁止使用此基因的 GMO 释放； 而对于不拟上市的此
类 GMO 应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淘汰。 同时，该指令要求成员国确保由 GMO 转移基因至其它生
物，所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对人类健康与环境之潜在不利影响能在渐进 、逐案审核之基础上，精确地加
以评估。各个成员国需指定主管机关或专责机构负责审核 GMO 释放申请及申请人所提出的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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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否适当。
指令规定了 GMO 非市场性释放（ non-commercial release） 的管制要求。所谓 GMO 非市场性释放，并
非指该项释放与商业活动无关，而是指该项释放之程度并未达到市场流通之地步 ，或者并未提供给农民
进行种植，而是纯粹实验性目的，其意义类似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所规范的“田间试验 ”。 申请者必须向
其预定释放 GMO 的当地国政府提出申请，申请时应检附多项资料，其中包括环境风险评估资料。 一旦
合格审查机构受理申请案件后，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公众咨询与信息公开，并在 90 天内做出肯定或否定
之决定。申请人向主管机关提出释放申请后或主管机关已为释放同意后 ，若有其他资料或事实显示，该
GMO 释放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有危害可能性者 ，释放申请人应立即提出相关资料 、可能采取之保护措施；
主管机关除应对外公告此等新资料 、新事实外，亦得要求申请人暂停或终止 GMO 的释放。GMO 释放完
成后，申请人应向主管机关报告释放后之结果 、对环境产生的实际影响。
原则上，拟上市转基因生物体的流通过程远比田间试验更复杂 ，因此该指令为了监控其对生态与健
康的影响规定了更加严格的管制程序 。理论上，欧盟对于转基因生物体的上市享有最终的决定权。 首
先，申请者应当向其预定首次流通 GMO 的当地国政府提出申请，并必须检附多项资料。 合格审查机构
于接受申请后应于 90 天内完成评估报告，此即为初期评估程序，其决定可能为同意释放、附条件释放或
是不同意释放，并应将此评估报告送达申请人与欧盟委员会 。待欧盟其他成员国没有异议，欧盟委员会
表示同意时，由所在国家主管部门以欧盟名义代发上市许可 。 同时 GMO 上市的许可有效期间最多为
10 年，但可以重新申请。申请人一旦获得许可，可以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上市。 在此申请同意的过程
中，欧盟委员会以及成员国主管部门也必须遵守强制性的公众咨询以及信息公开要求 。GMO 产品上市
后，申请人应遵守所核准的监控计划并定期向欧盟委员会与主管机关提出监控报告 。 主管机关认为有
必要时得于首次监控期间后调整监控计划。 若有新资料显示该 GMO 对人类健康与环境会造成风险
时，申请人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通知主管机关 ，并由后者经过法定程序决定是否修正同意条件或终止
同意。此外，该指令还要求各国主管机关应采取适当方式以确保上市之 GMO 产品的标示与包装符合
该指令之要求。原则上，各成员国不得禁止、限制或妨碍符合该指令的 GMO 产品的上市。 但是，如果
有其他新的或进一步资料显示已许可上市之 GMO 对人类健康或环境会产生风险时，任一成员国可以
禁止或限制该 GMO 产品于其境内使用或销售，并使公众知悉，并且应立即将限制或禁止决定、决定之
理由、环境风险评估之审查及作为决定基础之新资料知会执委会与其他成员国 。
对于转基因食品与饲料的上市，欧盟通过《第 1829 /2003 号条例 》予以特别规范。 对此，本文将在
垂直立法部分中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
( 三) 关于转基因产品相关业者环境责任的立法
2004 年通过的《关于预防与救济环境损害之环境责任的第 2004 /35 号指令 》也同样将转基因生物
体对环境的可能影响纳入到规范之中 。
对于因利用或者运输封闭利用的转基因微生物体以及释放 、运输或上市转基因生物体释放而导致
对环境的损害或威胁，其活动的经营者必须根据该项指令遵循“污染者付费 ”原则承担起预防与赔偿的
责任，而且损害赔偿的金额没有上限。不过，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其活动与人体或环境的损害之间没有
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其释放活动已经依法获得许可 ，而且根据当时的科技水平，无法评估该活动对环
境或人体的影响，只要其证明主观上没有过错，主管机关应可豁免其责任。
该指令最大的特色在于，以“环境责任 ”的概念赋予事业经营者有维护环境不受损害的义务，其实
［5］
际上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的体现 ，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责任 。 因此，转基因活动对于个人财产或身
体所造成的损害，仍然属于传统的民事责任，但不属于该指令的调整范围。

三、欧盟的垂直立法
在欧盟，生物安全的垂直立法主要包括转基因食品与饲料的上市与管理 、转基因产品的可追溯性与
越境转移以及转基因人类与动物药品管理方面的内容 ，下面分别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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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转基因食品与饲料上市管理的立法
如前所述，对于转基因食品与饲料的上市，欧盟通过《第 1829 /2003 号条例》予以特别规范。
2004 年 4 月 18 日之前，欧盟将转基因食品视为新颖食品，主要通过《关于新颖食品和新颖食品成
分的第 258 /97 号指令》中关于新颖食品和新颖食品成分的上市管理规则加以调整 。2004 年 4 月 18 日
之后，欧盟通过了《第 1829 /2003 号条例》，作为《第 2001 /18 号指令》的特别法，旨在强化转基因食品和
饲料的上市管理。并专门建立了食品安全管理的单一主管机关 EFSA（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
负责转基因食品在欧盟境内上市及标示有关的安全评估 、核准与管理等事宜。
根据该项条例，任何人类食品或动物饲料，凡由 GMO 所组成或制造、包含 GMO 或该食品成分系由
GMO 所制造者，其在欧盟境内上市前之安全评估 （ safety assessment） 、上市核准（ authorisation） 、监控 （ supervision） 及标示等事宜，均要遵守该项条例的规定。所谓转基因食品上市，是指在欧盟境内出售、出售
之要约或其他转基因产品之移转或交付行为 ，不论其性质是有偿或无偿。
任何转基因食品，如果没有经过该项条例的审核通过 ，均不得上市。为此转基因食品的申请人应向
所在成员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做适当而足够的说明，该转基因食品符合上市的要件，亦即该食品非有
害于人体、动物健康或环境，亦未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或该食品之营养上非不利于消费者。 主管机关接
获申请案后，应备齐相关文件，尽速通知 EFSA 及其他成员国主管机关。申请人提出转基因食品上市申
请后六个月内，EFSA 应以书面方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转基因食品上市的正式可驳决定，系
由委员会做成； 核准上市之决定，得附条件或限制，诸如应进行特别的环境风险监控或安全性评估 、限制
其使用范围或处理方法。转基因食品核准上市之有效期限为十年 ，在有效期限届满前一年，业者可以再
次提出核准申请。
关于任何以供应最终消费者或者提供大众饮食的食品 ，如果还有转基因生物体或其成分所组成或
制成，都必须采用强制性的标示制度。而且，欧盟采取高标准的管理，只要食品中之基因改造成分超过
0． 9% （ 之前为 1% ） ，就应当附加转基因标识。标示方式应清楚而易于辨读，原则上应在食品成分栏为
“转基因”（ genetically modified） 、“转基因制造”（ produced from genetically modified） 、“包含转基因”（ contains genetically modified） 的标示。此外，如果转基因食品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还必须进一步标示其特
点或特性： （ 1） 转基因食品在组成、成分、营养价值、营养效果或食物用途上，相异于传统食品； （ 2） 该转
基因食品系符合特定群众之健康需求者 ； （ 3） 转基因食品可能引发道德上或宗教上的疑虑 。
为了强化转基因食品上市后的监控及管理 ，该条例要求申请人必须确实执行环境风险监控或安全
性评估。申请人应当就转基因食品样本的采集 、辨识、检测以及储存等方法提出适当的建议，供主管部
门参考。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 ，建议修正、暂缓或撤
销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核准。若有确实的证据显示，已核准的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或动物健康或环境安
全产生严重危害者，EFSA 得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禁止该转基因食品在市场上流通 。
在转基因饲料的管理方面，该项条例同样规定了上市申请、审查与核准、强制标示以及上市后的监
控与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内容与转基因食品大致相同，不再赘述。
( 二) 关于转基因产品上市后可追溯性与标识管理的立法
欧盟第 2001 /18 号指令与第 1829 /2003 号条例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做了部分规定 ，但是为了使转
基因产品的可追溯性在欧盟层面上得到系统化的管理 ，强化标识的正确性、监控转基因产品可能对环境
或健康造成的影响，进行适时适当的风险管理，欧盟又颁布了第 1830 /2003 号条例，来规范转基因产品
运送或递交之可追溯性与标识问题 。
根据这项新的条例，任何产品只要是使用转基因技术制造而成的 ，无论其在最终产品中是否可以检
测出含有转基因产品，都有标识的义务。同时，为了确保标识制度取得实效，该条例同时规定了产品的
可追溯性要求。对于在销售前已经包装好的转基因产品，应该在包装标签上附上“本产品含有转基因
生物体”或“本产品含有转基因 × × × （ 生物名） ”等字样； 对于未在销售前已经包装好的产品 ，如果要提
供给最终消费者，也要在产品陈列或展售时说明“本产品含有转基因生物体 ”或“本产品含有转基因 ×
× × （ 生物名） ”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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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项条例，转基因产品在上市之后的每个阶段都应该符合可追溯性要求 。为此，每个经核准上
市的转基因产品都应有其专属代码 ； 转基因产品在上市后的所有产销阶段 ，前手都有义务向后手提供必
要的信息。
为了确保可追溯性以及标识制度得到切实贯彻实施 ，该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采取取得样本等措
施，进行有效监控。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集中的登记制度 ，整合所有在欧盟境内上市的转基
因生物的相关资料与参考信息。
( 三) 关于转基因生物体越境转移的立法
为了贯彻《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精神和目的，欧盟通过了《关于转基因生物体越境转移的第 1946 /
2003 号条例》。该条例建立了各成员国对于转基因生物体越境转移的通知与信息交流机制 ，确保欧盟
各成员国遵守《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义务，使转基因生物体的转移、处理和利用等各种可能对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与持续利用产生严重影响的行为 ，获得安全上的保障。
该条例主要规范那些以有意在环境中释放为目的的转基因生物体的出口行为 。 为此，出口者应当
在首次越境转移之前通知进口国的主管机关 ，以便后者进行风险评估。 该条例还配合《生物安全议定
书》的规定，推动各国在辨识转基因生物体随附文件上采取一致的格式 。
此外，纵使转基因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不是出于有意 ，如果这一释放行为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各成员国也应当在知悉此事发生时 ，采取适当措施通知大众、其他成员国、欧盟委员会以及其
受它影响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并采取应急措施，以尽可能减轻影响。
四、成员国的法律与实践———以德国为例
欧盟拥有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生物安全立法 ，而在欧盟中德国的生物安全立法又是最严格的； 同时，
世界上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生物安全进行管理的国家并不多见 ，而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德国先后批准
了欧盟的多项指令与条例，并颁布了本国的专门立法———《基因工程法》。在此主要对《基因工程法 》作
一简介。
欧盟在 2004 年 4 月 18 日施行新的转基因食品与饲料的第 1829 /2003 号条例，并终止长达十年的
转基因食品上市禁令，于 5 月 19 日核准 Bt － 11 甜玉米上市申请案。德国政府认为，不论是持赞成或反
对意见，转基因作物及产品已排队等候上架以供消费者选购 。据此，为了使转基因技术及产品有明确的
规范，德国政府于 2004 年年初提出《基因工程法》修正草案，并先后获得联邦众议院 （ Bundestag） 以及联
邦参议院（ Bundesrat） 审议通过，于 2005 年 2 月 2 日生效施行。此后，为了履行欧盟关于转基因生物体
释放指令的规定，德国又于 2006 年 3 月 17 日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增加了释放的程序性要求。
德国新修正的《基因工程法》特别强调环境保护层面的考虑，从而为了防止转基因花粉或转基因动
物影响生态环境，自然保育主管机关得限制自然保育区或生态敏感区域附近栽种转基因植物或饲养转
基因动物。另外，转基因动植物经核准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但农业经营者若欲栽种转基因作物或饲养转
基因动物，应先向所在地主管机关办理登记 ，登记事项包括： 转基因动植物所包含的转基因生物体的名
称、转基因的特征或特性、转基因动植物经营所在地及面积 。
为了避免转基因动植物扩散影响周边非转基因动植物生长，《基因工程法 》第 16b 条第 3 项规定：
转基因动植物经营者负有防范义务 ，并遵循优良专业守则，其内容包括： （ 1） 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对于邻
地栽种区及野地的种子与收成造成损害 ，或造成转基因作物与其他种源杂交 ，例如： 保持最低间隔距离、
种植种源之选择、避免作物交错生长、防堵花粉的自然散布。（ 2） 避免转基因动物逃跑至饲养以外区
域，亦应避免同种类的其他非转基因动物跑到转基因动物饲养区 。（ 3） 贮存及运送转基因动植物收获
物时，应防止转基因产品与其他产品混合或掺杂 ，并采取隔离措施。
鉴于转基因及非转基因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可能不同 ，非转基因动植物经营者可能因混杂而
受有损害，诸如无法以标示有机作物方式高价出售，《基因工程法》第 36a 条第 4 项规定，转基因动植物
经营者应对基因混杂所生损害负责 ； 若因邻地有多处经营相同种类之转基因动植物 ，致使受有损害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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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真正的基因混杂来源时，适用民法上关于连带债务人责任规定 ，受有损害者得向任一转基因动植
物经营者主张权利。
由《基因工程法》修正内容观察，德国对于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系采严格管理立场，其严格程度将增
加业者的经营成本，因而在草案提出阶段引发高度争议 ，甚至被称为《基因工程防止法 》。 此外，该法明
定转基因动植物经营者应就基因混杂负担赔偿责任之规定 ，已使德国保险协会公开表示，未来将不接受
任何转基因动植物经营者的承保业务 。 不过，主导修法的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农业部 （ BMVEL） 表
示，明确立法规范是要使生产及消费者有所依循 ，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基因工程法 》，在生物技术产业发
展与消费者及生态保护间取得平衡 。
五、结语
考虑到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健康以及环境危害的不确定性 ，欧盟对于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一向采取
较为审慎的态度。这表现在其是“风险预防”原则的坚定支持者，原则上转基因生物未经欧盟法律规定
不得释放与上市。这样严格的监管，使得生物技术产业者付出了高昂的守法成本 ，也对生物技术产业的
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最近，欧盟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制受到了两件大事的冲击 。不过，这
两件事情最终似乎都没有动摇欧盟严格监管的决心与立场 。
一是欧美之间在 WTO 项下关于生物技术产品的争端及其裁决 ； 对于欧美之间争端，WTO 争端解决
小组在 2006 年作出了仲裁决定。该裁定虽然裁定欧盟在进行转基因生物的个案审查时不合理地拖延
时间，因此而败诉； 但裁定同时肯定了成员国有权对转基因生物所致各种危险进行风险评估 ，而且对转
基因生物安全方面所存在的关键性争议问题 ，一概没有厘清。因此，欧美之间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及其
管制的立场争论，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另一件事是欧盟提出的持续发展传统有机作物与转基因作物共存的政策 。根据欧盟相关指令的授
权，欧盟委员会根据个别成员国有关传统有机作物与转基因作物并存政策 （ coexistence） ，于 2003 年提
出了发展国家战略与最佳操作惯例 ，以确保转基因作物与传统及有机作物共存的指导纲领 。目前，欧盟
内部仅有少数六七个国家根据这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纲领制定了本国限制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法
律。为了解决欧盟各国针对转基因作物不同的立法方式 ，欧盟决定在 2005 年 4 月在维也纳召开为期两
［6］

天的作物共存会议，显示欧盟执委会于最近几个月已对“GMO 框架法 ”的起草逐渐加温 。 欧盟准备
在 2006 年 4 月前制定规则，以指导农民如何区分种植传统、有机及转基因作物，欧盟农业部官员一再表
示其将会针对上述议题，设定出法律框架，以利各国政府制定其内国的农作物种植法令 。不过，与法国、
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等谋求积极发展转基因农作物产品的欧盟成员国不同 ，奥地利、卢森堡及丹麦等明显
反对转基因作物，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制定广泛的欧盟的 （ 而非各个国家的 ） 作物共存法。 如果执委
会要求成员国允许更多转基因作物进口种植于欧洲土地的话 ，适当作物共存法的立法，无论是要采取欧
盟一致式立法或是各国分别式的立法 ，均是必须做的。这也是目前欧盟生物科技论辩中最具争议的领
域。
总体上，欧盟对转基因生物安全之管制体系 ，采用了水平立法与垂直立法并存的纵横交错式立法模
式。欧盟与美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制方面存在根本性的认识差异 ，欧盟认为转基因生物具有其特殊
性，所以必须首先采用水平立法的方式 ，从上游的转基因生物体在封闭空间中的利用，到中游的可释放
于环境的评估、审核、监控，再到下游的产品开发以及释放后对环境影响的责任这三个阶段 ，皆以严谨的
态度制定了相对独立的规范进行调整 ，建立起一套缜密的规范体系。同时，为了确保转基因技术最终产
品的安全性，欧盟也通过垂直立法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与饲料的上市与管理、转基因产品的可追溯性
与越境转移等问题进行强有力的规范 。
水平立法模式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建立体系化的转基因科技法制 ，并通过建立共同的管制手段与管
制程序，使得法律规范的要求更加清晰明确，使得当事人也对法律规范的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
性，同时也凸显了转基因活动的高度危害性 。其缺陷在于，这种模式只是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源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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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抽象形态的管制体系，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限制比较严格 ，不太有利于各种研究与商业的
［7］
发展 。
相对于水平立法模式将所有转基因领域都一并纳入规范的态度 ，垂直立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具有
“个案审查”的优势。以转基因标识制度为例，垂直立法的规范能够形成具体化的规范内容并针对不同
领域做出不同的规范内容。这种方式可以保障消费者使用或食用转基因产品的信息明确度以及巩固对
于消费者健康的保障，同时也有助于转基因产品制造者能够事先判断并作出符合市场及消费者的决策 。
这种立法模式的最大缺点在于容易在各种规范层面上产生法规的漏洞与分歧 。 例如，传统上法律对于
产品安全性的控制几乎从来没有关于所谓释放到环境的规定 ，而且由于是个别调整，各个相关法律规范
不容易形成共通性的准则，导致不同领域不同法律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管制手段与程序 ，从而导致规
［8］
范上的紊乱 。
欧盟通过同时采取水平立法与垂直立法 ，兼采了两种立法模式的优点，避免了各自的缺陷与不足，
因而也构建了世界上最为严格和严密的生物安全监管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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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afeguard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EU
—With Focus on GMOs Regulation
Qin Tianbao
（ 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Biotechnology and bio-industry are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powers for a state’s future competitive strength．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uide and develop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asonably while preventing
possible risks． EU is leading in promoting and 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in particular，in preventing risks and hazards of biotechnology and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the EU adopted both vertical legislative model and horizontal legislative model and established the most stringent GMO
bio-safety regulatory system in the world． China is vigorously developing its biotechnology industry，an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learn the EU’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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