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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7日电（记者和苗 付
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7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化
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
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表彰她们在基因组编
辑方法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当天在皇
家科学院公布了获奖者名单及主要成就。汉松说，
今年的获奖研究成果是“基因剪刀——重写生命密
码的工具”。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两位获奖者
发现了基因技术中最犀利的工具之一，即“CRIS-
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基于这项技术，研究人员
能以极高精度改变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 DNA（脱
氧核糖核酸），并有望更改某些生物的生命周期。这
一技术对生命科学研究产生了突破性影响，有助于
研发新的癌症疗法，并可能使治愈遗传性疾病成为
现实。

评选委员会在新闻公报中说，沙尔庞捷在研究
一种对人类危害巨大的细菌——化脓性链球菌时发
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分子 tracrRNA。这种分子是
细菌古老免疫系统 CRISPR/Cas 的一部分，它可通
过切割病毒的 DNA 解除病毒的危害。沙尔庞捷在
2011 年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同年她与资深生物
化学家道德纳展开合作，在试管中共同重建了具有
上述切割功能的细菌“基因剪刀”，并简化了“剪刀”
的分子组成以便使用。

公报指出，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验中，
沙尔庞捷和道德纳对“基因剪刀”进行了改造。在
天然形式下，该“剪刀”能够识别病毒的 DNA。但
这两位获奖者发现能对这种“剪刀”施加控制，这样
一来就能在任何预先设定的位置切割任何 DNA 分
子。一旦 DNA 被切割，那么重写生命的密码就变
得简单了。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克拉斯·古斯塔
夫松说：“这个基因编辑工具拥有巨大能量，它不仅
在基础科学领域引发了变革，还产生了很多创新性
成果，并将带来具有独创性的新治疗方法。”

沙尔庞捷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说，她得知获
奖时感到很惊喜，“作为获此殊荣的女科学家，我
希望能对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年轻女性传递信息，
女性能在科学界有所作为并获诺奖”。她还强调，

“基因剪刀”技术有可能在将来开发出击败细菌的
疗法。

沙尔庞捷 1968年出生于法国，现任德国柏林马
克斯·普朗克病原学研究室主任；道德纳 1964 年生
于美国，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两名科学家将平分 10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112
万美元）奖金。

给基因动“手术”让治愈遗传病有望成为现实
脱氧核糖核酸（DNA）是重要遗传物质，它呈

螺旋互绕的双链结构，在DNA链条上含有遗传信
息、具有某种功能的DNA片段就是基因。基因编
辑技术可以断开 DNA 链条，对其进行改动，然后
重新连接，就像人们写作时编辑文字那样。由于
对DNA链条有剪断操作，因此该技术被形象地称
为“基因剪刀”。

基因编辑技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
但曾经非常耗时，甚至难以完成。利用CRISPR/
Cas9基因编辑技术，可在几周时间内改变生命的
密码——DNA。

相比此前的技术，CRISPR/Cas9技术具有成
本低、易上手、效率高等优势，使得对基因的修剪
改造“普通化”，因此风靡整个生物学界。科学界
普遍认为，这是21世纪以来生物技术方面最重要
的突破。这一技术曾三度入围美国《科学》杂志年
度十大突破，并且在 2015年被该杂志评为年度头
号突破。

就像在科学领域时常发生的“偶然”那样，“基
因剪刀”的发现过程也出乎意料。沙尔庞捷在研究
化 脓 性 链 球 菌 时 ，发 现 了 一 种 未 知 分 子——
tracrRNA。她的研究显示，tracrRNA是细菌的古
老免疫系统“CRISPR/Cas”的一部分，能够通过切

割病毒的DNA来使病毒“缴械”，从而消除其危害。
沙尔庞捷 2011 年发表了上述研究成果。同

年，她与道德纳开始合作研究。在一次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实验中，她们对“基因剪刀”进行改造。
在天然形式下，这种“剪刀”能够识别出病毒中的
DNA。但是沙尔庞捷和道德纳发现能对“剪刀”
施加控制，这样一来就能在任何预先设定的位置
切割任何 DNA 分子。一旦 DNA 被切割，那么重
写生命的密码就变得简单了。

此后，“基因剪刀”技术的利用次数呈爆炸性
增长。在基础科研领域，随着这一技术的应用，涌
现出很多重大成果。例如植物研究者开发出能够
耐霉菌、害虫和干旱的作物；在医学领域，与该技
术相关的癌症新疗法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治愈遗
传性疾病有望成为现实。

总的来说，“基因剪刀”技术为生命科学研究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并从很多方面造福人类。诺
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7日在新闻公报中说：“这
个基因编辑工具拥有巨大能量，会影响到我们每
个人。它不仅在基础科学领域引发了变革，还产
生了很多创新性成果，并将带来具有独创性的新
治疗方法。”

（据新华社）

呵呵！
美国抹黑中国图谋再遭挫败

新华社联合国10月6日电 美国、
德国、英国等少数国家 6 日在第 75 届联
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问题时，
恶意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当场严厉驳斥，坚决
反对并完全拒绝美国等少数国家的不
实指责。近 70个国家呼应中方立场，其
中巴基斯坦代表 55 国就涉港问题作共
同发言支持中国，古巴代表 45国就涉疆
问题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科威特代表
3 个阿拉伯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
还 有 很 多 国 家 在 国 别 发 言 中 支 持 中
国。各方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统一的努力，积极评价中国人权事业
发展成就，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
对双重标准，反对政治对抗。会场内形
成了支持中国的强大声势，再次挫败了
美国等少数国家抹黑中国人权状况的
图谋。

张军指出，美国等少数国家挑起对
抗的做法不合时宜。在国际社会最需要
和衷共济、团结合作的时候，这些国家却
挑起对抗，制造分裂，严重毒化合作氛
围。其卑劣行径完全违背历史潮流，完
全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张军表示，这些国家借人权问题干
涉内政的行径不得人心。巴基斯坦代表

55国发表涉港问题共同发言，古巴代表
45国发表涉疆问题共同发言，科威特代
表 3 个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言，还有很多
国家单独发言支持中国。事实证明，美
国等少数国家动辄指责施压、干涉别国
内政的卑劣行径已人心尽失，完全违背
世界各国人民意愿，完全站到了国际社
会的对立面。

张军强调，这些国家的陈词滥调完
全不符合事实。中国的人权成就举世瞩
目，不是谎言和欺骗所能否认的，指责中
国是找错了对象。在中国 960多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没有战乱恐惧、没有颠沛
流离，14亿人民共享着安宁、自由、幸福
的生活，这是最大的人权工程、最好的人
权实践。

张军指出，这些国家的政治阴谋绝
不会得逞。指责别人解决不了自身的问
题，更掩盖不了自身的失败。人权不是
少数人的专利，更不是政治工具。保护
人权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各国有权
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是讨论人
权、社会发展等问题的主要委员会。
2019年10月，美国曾纠集一些国家借人
权问题搞反华行动，遭到了绝大多数国
家坚决反对，以失败告终。

嘘嘘！
特朗普要揭穿“通俄骗局”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下，美国国
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 6日公开情报部
门获取的与俄罗斯干预美国 2016 年大
选以及当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邮件门”事件有关的部分情报资
料，试图证明当时的美国政府已掌握俄
干预大选的情报，指控特朗普竞选团队

“通俄”是希拉里团队制定的竞选策略。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

授 权 公 开 所 有 关 于 俄 罗 斯 干 预 美 国
2016 年大选以及希拉里“邮件门”事件
的情报资料，以揭穿“通俄骗局”。

公开的资料包括一份前中央情报局
局长布伦南 2016 年的手写笔记。这份
大部分内容被涂黑的文件写道，美国掌
握了更多俄罗斯方面的动向……有传闻
称，希拉里 2016 年 7 月赞成其外交政策
顾问的建议，即“通过炒作俄罗斯安全部
门 干 预 美 国 大 选 的 丑 闻 来 诽 谤 特 朗
普”。特朗普当时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与希拉里竞选总统。

拉特克利夫当天还公布了中央情报
局2016年9月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份
情报文件。文件未涂黑部分显示，有人
就希拉里批准的一个计划进行了讨论，
该计划把特朗普和“俄罗斯黑客妨碍美
国选举”联系起来，旨在转移公众当时对
希拉里被指责使用私人邮箱收发含有涉
密信息邮件的关注。

美国司法部 2017 年 5 月委派时任
特别检察官米勒就特朗普竞选团队在
2016 年大选期间涉嫌“通俄”以及干预
司法展开调查。米勒于 2019 年 3 月完
成调查，认为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在
选举期间“通俄”，但在特朗普涉嫌“妨
碍司法”问题上未得出明确结论。俄
罗斯政府多次否认干预 2016 年美国总
统选举。

2016 年大选期间，希拉里被指使用
私人邮箱收发含有涉密信息的邮件，随
后联邦调查局两次高调宣布介入调查。

据新华社

一把基因剪刀获诺奖
两名女科学家分享诺贝尔化学奖

10月7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宣布现场电子屏幕上显示两位获奖的女科
学家。 新华社发

2020年10月2日，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武汉市第十一批生态环境问题2件（见附表）。我市高度重视，及时分办至相关区政府、市直部门
进行处理。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一批）

武汉市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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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2-X0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赵某某于武汉市
黄陂区蔡店街赵店村制砂售砂过程
中，大规模毁林挖山、破坏基本农
田、盗取国家资源。

投诉人反映：反对南湖新城变
电站建设项目选址于洪山区洪山街
富安街，希望另选地址建设该项目。

行政区域

黄陂区

洪山区

污染类型

其他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在赵店村大规模毁林挖山”，分别是位于赵店村赵什益

片区非法开采点、赵店村黑木沟林场非法开采点、郭岗村研子窝非法开采
点。现场核实情况如下：

赵什益片区违法挖山及毁坏林地情况。赵店村赵什益湾开采东西长约
400米，南北长约 600米。现状为平整场地和栽种油茶树等。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 月，蔡店街港口村村民李某在未取得审批手续
的情况下，在该片区擅自开挖毁坏林地 48.3 亩用于种植油菜，街道及各职能
部门多次制止未果。2018 年 5 月至 11 月，蔡店街港口村村民李某未经相关职
能部门批准，擅自在赵店村赵什益湾和季家湾非法开采砂石 32374 立方米。
2019年 8月 29日，李某主动向武汉市森林公安局黄陂分局投案自首。2019年
12 月 6 日，黄陂区人民法院判处李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承担案涉被毁 48.3亩林地恢复费 10.6260万元。

黑木沟毁坏林地情况。2015年 8月至 2016年 10月期间，罗汉街沈吴村谢
某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情况下，不顾街道及职能部门制止，在该片区擅自开
挖林地 50.8 亩，被武汉市森林公安局黄陂分局刑事拘留；2017 年 7 月 9 日，黄
陂区人民法院认为谢某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滥伐林木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万元。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该片区林地承包人谌某某，在未经相关
部门批准情况下开挖林地 99.45 亩，其开挖的土方及石料用于修路、平整场
地（“挖高填低”）和修建挡土墙。2019年 8月，谌某某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同时承担被毁国家级生态
公益林的林地恢复费人民币 14.13万元。

郭岗村研子窝非法开采点。2017 年至 2018 年初黄陂区蔡店街国土所在
巡查过程中发现郭岗村研子窝处有人滥采滥挖砂石，第一时间现场制止要
求停止滥采滥挖砂石行为。据当事人举证，此项目由黄陂区林业局和黄陂区
行政审批局批准占用四级林地 0.889 公顷，街林管部门当即加强监管严防超
范围。为保护生态环境，在街道的要求下，当事人提前终止开采砂石行为，并
做好复绿工作。

综合现场调查情况，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南湖新城变电站项目尚未施工，正处于建设项目选址阶段，已取得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武自规（洪）用[2020]004 号），建设地块是市政
府 2015 年批准实施的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供电用地，面积约 4300 平方
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该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目前还未收到南
湖新城变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

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 年街道办事处督促赵店黑木沟林场

违法毁林挖山当事人按区人民法院认定的复
绿方案对破坏点位迅速进行复耕复绿，现已完
成挡土墙建设等。蔡店街根据实际情况再次督
促相关责任人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提高复绿
水平，达到复绿设计效果。

郭岗村研子窝非法开采点已完成平整场
地，完成复绿。

2019年 11月，街道办事处督促赵店村赵什
益片区违法挖山当事人按第三方公司出具的
修复、复垦方案进行修复和复垦到位。2020 年
街道办事处再次督促落实整改提升计划，现该
片区部分地上已种植油茶树，土地已平整，并
向省国土厅举证获认可。10 月 8 日前，完成 4 个
点位复耕复绿工作；10 月底前完成 4 个点位斜
坡复绿的处理工作；10 月底前完成堆放砂石的
处置工作。

下一步，黄陂区工作专班将严格按照复绿
复垦方案组织实施并验收，对不达标的督促进
行整改，达到验收标准，限时落实整改到位。同
时坚持举一反三，采取无人机巡飞、护林队巡
查等方式，对毁坏林地、非法采砂等全域严管，
层层建立护林护矿责任制和有奖举报制度，对
失责行为严肃追责，对违法行为依法严打。

处理和整改情况：
洪山区将搭建好沟通平台，要求各相关部

门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通过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后，洪
山生态环境分局将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提出的防治措施对其进行日常监管。

问责情况

已经严肃问责
相关党员干部 11人
次，开除党籍 1 人，
组织处理 10人。

无问责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