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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辽宁省确诊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短短１０个月,我国大陆已有包

括海南等有天然地理屏障地区在内的所有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生非洲猪瘟疫情.非洲猪瘟

是重大动物疫病,威胁一个万亿元产值、上亿人从业的产业,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在我国尽快控

制非洲猪瘟需要过硬的科技支撑.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本文分析探讨科学家对科研选题的独立思

考和基金申请以及基金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项目的前瞻布局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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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非洲猪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一次走出非洲登

陆欧洲时,兽医学家阮焕文就撰文敲警钟,要加强进

口猪及其产品的检疫,防止该病传入我国[１].１９７８
年７月１８日,我国农业部、卫生部、交通部、铁道部、
民航总局就曾联合发文关于严防非洲猪瘟传入我国

的联合通知;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５日,农业部、卫生部、外
贸部、公安部又联合发文«关于严防非洲猪瘟传入我

国的紧急联合通知»[２].２００７年,俄罗斯发生非洲

猪瘟疫情后,原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动物检疫研究

所就启动了非洲猪瘟检测及防控技术研究工作[３].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发布了

海南省万宁市和儋州市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通报.
海南省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意味着自２０１８年８月３
日辽宁省确诊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我国大

陆已有包括海南等有天然地理屏障地区在内的所有

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由我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非洲猪瘟

防控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资料显示,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球非洲猪瘟疫情活跃,已有２５个国

家和地区报告发生疫情６５００多起[４].会上,农业农

村部韩长赋部长说,“我国年饲养生猪１１．２亿头,占

全球总量的一半”;于康震副部长说,“非洲猪瘟防控

是全球性难题”[４].于康震副部长呼吁各国加强疫

苗等联合科研攻关,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洲猪

瘟防控技术尤其是新型疫苗研究,通过国家重大科

研专项加强有关科研经费支持[４].非洲猪瘟在家猪

引起的死亡率近乎１００％,目前尚无有效的预防用

疫苗及血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自１９８６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资助基础研

究和部分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为我

国科研领域出成果、出人才做出了显著贡献[５].进

入新时代,科学基金以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为出发

点,将研究内容分为四大科学属性,其中“需求牵引、
突破瓶颈”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经济

主战场”,围绕国家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引
导科学家将科学研究活动中源头创新思想的生成与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

源头创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５].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本文分析探讨科学家对科研选题的独立思考和

基金申请以及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国家重大需求项目

的前瞻性布局与资助.

２　非洲猪瘟

２．１　非洲猪瘟的危害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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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以高热、网状内皮

系统出血和高死亡率为特征[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

一类动物疫病[６].尽管非洲猪瘟不是人兽共患病,
但其对社会及经济的危害是巨大的[７].其一,病死

率高,可达１００％;其二,没有疫苗和血清预防,需要

采取大规模扑杀措施;其三,限制猪及其产品的国际

国内贸易,需要大规模动物检疫;其四,病死猪及猪

场粪污处理费用高.在我国,生猪养殖量的世界占

比为５０％,从业人员近一亿,非洲猪瘟一旦在我国

大规模发生,会对社会及经济产生巨大危害.

２．２　非洲猪瘟的病原

非洲猪瘟的病原是非洲猪瘟病毒,非洲猪瘟病

毒科的唯一成员,双链 DNA,是唯一已知的核酸为

DNA的虫媒病毒,基因组大,为１７０—１９６kb,编码

至少１６０多种蛋白,核衣壳２０面体对称[８].抵抗力

强,在血液、粪便和组织中可长期存活,冻肉中可存

活数十年[９].

２．３　非洲猪瘟的传播途径与控制

非洲猪瘟跨国境传入的途径主要有四类:一是

生猪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和走私;二是国际旅客携带

的猪肉及其产品;三是国际运输工具上的餐厨剩余

物;四是野猪迁徙[１０].非洲猪瘟一旦传入猪场,就
会引起接触性传染,主要是通过口鼻途径和皮肤擦

伤,近距离气溶胶传染也可发生,野猪间、野猪与软

蜱间以及野猪传给家猪等都是可能的传播途径[１１].
发生非洲猪瘟后要迅速划定疫区,扑杀疫点疫

区所有猪只,对死亡猪及其产品、受污染物料等进行

无害化处理,限制猪调动,加强疫病监控[１１].

３　科学家的独立思考与基金申请

３．１　科学家的独立思考

非洲猪瘟于１９２１年在肯尼亚首次被发现,当时

引起进口的欧洲猪发病,死亡率高[１２].随后几十

年,在撒哈拉以南的多个国家都相继发生了非洲猪

瘟[１３].１９５７年,非洲猪瘟首次走出非洲,由安哥拉

传入葡萄牙,在里斯本附近登陆,病猪的死亡率近

１００％;其后,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

直“逗留”,直到１９９５年被根除[１３１７].７０和８０年

代,非洲猪瘟的足迹遍布世界,游走于欧洲的法国

(１９６４、１９６７、１９７７)、意大利 (１９６７、１９８０)、前苏联

(１９７７)、马 耳 他 (１９７８)、比 利 时 (１９８５)及 荷 兰

(１９８６);美洲的多明尼亚共和国及巴西[１３１７].９０年

代和２１世纪初,非洲猪瘟的流行与分布发生了大变

化,冲入西非多国,如科特迪瓦(１９９６)、尼日利亚

(１９９７)、多 哥 (１９９７)、加 纳 (１９９９)、布 基 纳 法 索

(２００３)以及乍得(２０１０);也窜入几个岛国,如马达加

斯加(１９９８)和毛里求斯(２００７)[１３１７].２００７年,非洲

猪瘟重返欧洲,这次先是登陆欧亚接壤的格鲁吉亚,
然后入俄罗斯,定居于高加索地区诸国;２０１３年又

入侵乌克兰和白俄罗斯,２０１４年入波兰、立陶宛、拉
脱维亚和爱沙尼亚,２０１６年入摩尔多瓦,２０１７年入

捷克和罗马尼亚[１３１７].
基于上述流行病学数据,可以得出的肯定结论

是非洲猪瘟定会侵犯我国,时间也就是一年半载.
非洲猪瘟在家猪引起的死亡率近乎１００％,目前尚

无有效的预防用疫苗及血清.在如此严峻的大背景

下,为什么没有科学家在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之前独

立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申请,研究非洲猪瘟呢?
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以来,“有效运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

作用,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就是一贯的方针政

策[５].能够在我国还没有非洲猪瘟传入的时候就早

早开展有关非洲猪瘟的科学选题,才凸显科学家的

自由探索精神和科学思维的独立性,才是自然科学

基金委发现和培养的科学技术人才.为什么没有科

学家在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之前独立向自然科学基金

委提出申请,研究非洲猪瘟呢?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１７点２０分,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发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

洲猪瘟综合防控技术科研攻关的通知».通知第三

条“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陈述如

下:为切实做好当前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依据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１１日国务院视频会议精神,以及«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
办发明电〔２０１８〕１０号等文件要求,未经批准的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分离病毒,不得从事动物感染实验.
未经批准擅自开展非洲猪瘟相关实验活动的,将严

格按照«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积极支持和鼓励

相关实验室开展交流合作,如确有开展病毒分离实

验活动需求的,可与获批开展非洲猪瘟病毒分离等

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开展相关科研合作.第三条中

“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分离病毒,不得从

事动物感染实验”以及“未经批准擅自开展非洲猪瘟

相关实验活动的”这样的规定,是否影响了科学家的

自由探索精神和科学思维的独立性? 我们提出这个

问题,供科学家们思考和讨论.
３．２　科学家的科学选题与基金申请

关于科学研究选题,一篇题为“谈国家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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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面上项目申请的选题”的文章中写到:选题是一

个过程,是一个经过较长时间思考的过程,即使有一

天你突发灵感或创意,找到了一个极佳的选题,那也

是因为你经历了较长时间读文献、听报告、讨论等

“洗礼”的回报选题是一种投入,它需要时间和

精力;选题是一种衡量,衡量你背景知识是否丰厚,
衡量你对申请领域的认识程度;选题也是一种宣泄,
宣泄你的才华,宣泄你的储备,宣泄你对科学的执著

和对研究的挚爱[１８].生命科学家的使命是“研究生

命现象、揭示生命活动规律和生命本质”[１９],“生命

科学既探究生命起源、演化等重要理论问题,又有助

于解决人口健康、食物供给、生态环境等国家重大需

求”.非洲猪瘟相关的科学研究是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优先资助领域,既蕴含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又是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２０].这里,作者列出几个不涉及

“分离病毒,动物感染”的选题供科学家们独立再思

考:(１)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组庞大,编码１６０余个蛋

白,除去病毒复制及结构必须的蛋白外,主导病毒逃

避免疫 杀 伤 及 清 除 的 蛋 白 有 哪 些,其 功 能 与 机

制[７８,２１２５].禽流感病毒共有１０个蛋白,多少科学

家在研究,还在研究.非洲猪瘟病毒的诸多蛋白,难
道不是值得诸多科学家研究一生的选题? 在基因合

成相关公司合成这些蛋白的基因,表达在其感染细

胞,研究病原蛋白与宿主蛋白互作,应该不在«条例»
第三条的限制范围吧? (２)ASFV 基因组的一个突

出特征是拥有多个多基因家族,这些家族基因,诸如

MGF３６０及 MGF５０５/５３０家族在病毒组织嗜性、毒
力以及抑制干扰素的功能及机制[２２２５].(３)风险度

量: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基于定量/定性风险评估等方

法确定传入 传播途径及高风险传入地区[７８,２１２５].

４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前瞻性布局与资助

４．１　动物重大疫病与前瞻性布局

１９８８年初,宋健同志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成立

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国家科技工作的战略布局分为

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的发展

和基础研究三个层次[２６].“十三五”期间,自然科学

基金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重大科学问题

的原创性突破、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加强前

瞻布局;生命科学研究布局也强调既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又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将动物疾病的致病

机制及防控理论列入优先发展方向[１９,２７].在我国,

２０１７年肉类总产量是 ８６５４．４ 万吨,其中猪肉 ５
４５１．８万吨,占比６２．９９％;生猪出栏７０２０２．１万

头[２８].我国的生猪养殖是一个万亿元产值的产业.
按２０１７年人均年消费３９．３kg计算,当年的猪肉产

量是１３亿人一年的肉食供应[２９].业界有“猪粮安

天下”说法.但是,在生猪养殖的木桶上,相比猪的

品种和营养这两块板,兽医保健是短板,动物重大疫

病相关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须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前

瞻布局的重要领域.

４．２　前瞻布局项目及其启动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前瞻布局要切实尊重科学家

的科学敏感和创新精神,急国家之所急,想科学家之

所想,促进资助格局不断优化[３０].自然科学基金委

前瞻布局的一些重要领域,诸如“动物疾病的致病机

制及防控理论”,尤其是那些非人兽共患病动物疾病

的致病机制及防控理论研究,在生命科学领域里是

不出“大”文章的研究.再者,前瞻布局范围里的项

目很多,不一定都被启动.但是,非洲猪瘟的发生和

流行威胁一个有万亿产值的产业,威胁国家粮食安

全.因此,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有关于诸如非洲猪瘟

研究的前瞻布局项目及其启动的日期.也就是说,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前瞻性布局一定要前瞻,发挥“第
一个馒头的作用”[３１].

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科技人才是科技进

步与创新的根本依靠[３２].对于尚未传入我国的重

大动物疫病相关的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委要高度重

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努力为基础研究发展创造

良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环境,进一步发展多层次、
多渠道、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格局[３３].作者呼

吁,自然科学基金委要前瞻布局人才资助项目,坚持

因材制宜、因事制宜,稳定支持优秀科学家在海外实

验室开展国内尚不便开展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人才

资助体系.

５　结　语

早在１９６３年,阮焕文就在«中国兽医杂志»上撰

写题为“非洲猪瘟侵入欧洲”一文敲警钟:非洲猪瘟

一向只发生于非洲,最近几年来,它越出了非洲的界

限,侵入欧洲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到现在为止,对
非洲猪瘟尚无有效的预防用疫苗及血清.因此,当
经非洲国家进口猪及野猪或畜产品时,要严格检疫,
防止该病传入[１].非洲猪瘟是烈性传染病,致死率

高,其持续在非洲、欧洲及亚洲传播,威胁全球养猪

业[８,１１,２１].非洲猪瘟自２０１８年８月传入我国,短短

１０个月的时间,已传入包括有天然屏障的海南省在

内的大陆所有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我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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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控制非洲猪瘟需要过硬的科技支撑,时下正逢自

然科学基金委以基金改革追求卓越科学[３４],我们希

望在新的学科布局中自然科学基金委前瞻地布局并

启动资助诸如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研究领

域,同时资助我国学者在海外实验室长期开展尚未

在我国发生的重大动物疫病的相关研究,以期在发

生疫情时有很好的科技和人才储备,为实现重大疫

病“早、快、严、小”的控制提供科技支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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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swinefeveroutbreakinChina:reflectiononprogramapplicationandapproval

RenHongyan
(DepartmentofLife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５)

Abstract　ThefirstAfricanswinefever(ASF)outbreakinChinareportedonAugust３,２０１８toOIEwas
inShenyang City,Liaoningprovince．Sincethen,injust１０ months,thegovernmenthasreported
outbreaksacrossallthe３１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inmainiandChina,including
Hainanprovince with welldefined naturalgeographicalbarriers．ASFisa majoranimaldisease,

threateninganindustrywithtrillionyuansofoutputandhundredsofmillionsofpersonnelinvolved．ASF
threatensourfoodsecurity．Excellen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upportsarecriticaltocontrolASFin
China．Atthetimeoffundingsystemreformof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for
excellenceinscience,theauthorproposesthatinthenewlayoutofresearchareas,NSFC willhavea
mechanismtoproactivelyarrangeandinitiatefundingresearchprojectsofmajoranimaldiseasesandto
supportlongＧtermresearchbyexcellentChinesescholarsinoverseaslaboratoriesonmajoranimaldiseases
thathavenotoccurredinChina,consequentlyournationwillhavesufficientreservesofscience,technology
andtalentsincaseofdiseaseoutbreak．Insuchabackground,theauthorhereproposesthatexcellent
scientistsshouldthinkindependentlyfor writinginnovativegrantproposalsand NSFC willhavea
mechanismtoproactivelyarrangeandinitiatesupportingproposalsinapplicationＧdrivenbasicresearch．

Keywords　proactivelayoutofresearchareas;majoranimaldiseases;Africanswinefever;program
application;programappro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