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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要闻

江阴
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园区

《江阴日报》8 月 18 日报道，江
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在开发区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发展推进会上要求，开
发区要全力打造百亿级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朱民阳表示，建设百亿级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不仅是江阴的一
个发展目标，更是为江阴未来打造
的一个支柱产业。目前，开发区有
66 家生物医药企业，今年上半年实
现销售 5.22 亿元。到目前为止，开
发区已经集聚了 115位生物医药领
域的海归博士，500 多位生物医药
技术人才。

湖南生物医药产业
四年年均增长 35.8%

《中国医药报》8 月 19 日报道，
近年来，湖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成为全省六大快速发展
的优势产业之一。2006 年以来，湖
南省生物医药产业进入高速增长
期，年均增长 35.8%。2009年湖南省
医药工业总产值达 320 亿元，居全
国第 14位，较 2005 年前移了 6 位。
药用辅料的产品数量、产地规模均
跃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已形成中
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生物制
品、中药饮片、医疗器械、卫生材料、
制药机械与医药包装七大类品种齐
全的医药工业体系。

我国首个生物医学技术
临床转化基地落户昆明

新华网昆明 8 月 20 日报道，中
国首个生物医学技术临床转化基地
20 日在昆明揭牌，基地旨在通过基
因组医学临床检测进行肿瘤个体化
治疗，并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患者提
供公益医疗救助。据中国健康促进
基金会理事长白书忠介绍，基地将
通过基于基因组医学临床检测的肿
瘤个体化治疗，提高肿瘤药物治疗
的有效性，减少治疗的副作用，降低
治疗费用。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肿
瘤患者和生活贫困的患病群众，还
将得到公益性的医疗救助，减免检
查和治疗的费用。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开拓国际化格局

《湖北日报》8 月 26 日报道，在
中国（湖北）海智专家论坛上，武汉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与美国华裔医学
科学家协会达成协议，共建生物医
药交流合作平台。双方在协议中明
确了各自义务：武汉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负责建立生物医药创新和产
业基地，并制定海外回国创业鼓励
政策，为美华裔医学会提供办公场
所。美华裔医学会负责建立海外华
人生物医学动态专家库供武汉免费
查询，并向武汉推介所需人才，定期
向武汉提供国际生物医药领域最新
资讯。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表示，
双方共建平台，有利于吸引优秀留
学人员回国创业，开拓园区产业发
展国际化格局。

赤峰被确定为
国家生物能源开发试点城市

赤峰市人民政府网站 8 月 26
日报道，近日，国家林业局选择了 5
个城市作为生物质油料资源的开发
备选点，与法国开发署合作开展“中
法生物柴油合作项目”。赤峰市因具
有丰富的文冠果林地资源而被选为
其一。赤峰市目前共有文冠果林 30
多万亩，面积在全国最大。文冠果籽
粒既能压榨食用油，也可用于工业
润滑油，此项目将依靠外方的技术
和资金，发展生物柴油产业。

声 音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 8月 26日表示，
国家粮食产需缺口正在扩大，将加强农业科技
及相关产业支撑，加大对生物育种自主创新和
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种业体制改革，抓
紧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此外，要
发展化肥、农药和农机装备制造等农用工业。

张平是在 8月 26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报告时提出上述观点的。
他说，目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良好，但在城
镇化、工业化不断发展和人口增加的背景下，粮
食需求增长、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张的趋势不
会改变，粮食增产的难度大，保障粮食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

张平列举了我国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

挑战，主要包括：粮食产需缺口扩大，水土资源约
束增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支撑
能力不强，种粮比较收益长期偏低等。
“综合考虑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经济发展等因素，预测 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
量 11450亿斤。按照粮食自给率 95%以上测算，
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达到 10800亿斤
以上。”张平说。

张平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严格保护
耕地和淡水等粮食生产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及相
关产业支撑，充分挖掘增产潜力，努力增加商品
粮调出量，力争到 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
到 11000亿斤以上。

发改委：加大生物育种产业支持力度

生物质能源事关
“三农”解困战略

可作为能源用的 4 亿吨
作物秸秆是一笔巨大的“矿产
资源”，目前利用方式能效很
低，还有 1 亿吨以上被露地焚
烧，污染大气，应当积极推进
秸秆发电，这对国家、对环境、
对农民都有好处。

此外，在中国北方约 1000
万公顷的沙地上建设以生物
质能源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
基地是发展负碳经济和环境
增值的一个广阔的试验场，对
中国的生态、环境、能源、经济
和社会的意义重大。

生物质能源不仅仅是化
石能源的替代品，还应将发展
生物质能源提到解困“三农”
的战略位置，其不仅可以立竿
见影地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发
展能源农业还可以促进农村
工业化，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两院院士石元春在近日于北
京举行的 2010 中美环境增值
能源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

我国医药产业
完全可以做大做强

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物技
术正在使疾病的预防、诊断、
治疗、药物等各个环节孕育革
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
4 个方面。

一是诊断技术革命：致力
于一生疾病早知道的基因诊
断、用于多种病菌同时诊断和
快速诊断的生物芯片、判断是
否感染病毒的 PCR 等生物技
术正逐渐成熟并加速产业化；

二是药品结构革命：化学
药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挑战，
生物药和植物药将成为新药
研究开发的主流；

三是治疗手段革命：基因
治疗、细胞治疗、器官移植等将
引发医学史上的第四次革命；

四是疾病预防技术革命：
新型疫苗、多价疫苗等的研究
成果正不断问世。

就目前的情况看，面对这
些即将到来的革命性变化，所
有国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如
果我国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了，科技成果产业化
了，我们就能够保住我国巨大
的医药市场，否则巨大的市场
有可能成为别国医药产业发
展的基础。

———科技部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近日
对媒体表示。

中国成为
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

现在，中国是第三大燃料
乙醇生产国。燃料乙醇的生产
能力将于 2010 年达到 2 万
吨。但粮食安全问题限制着燃
料乙醇产量的增加。因此，中
国政府和公司正集中发展非
食品生产乙醇燃料。特别是玉
米秸秆，木薯和甘蔗渣被认为
是正确的替代原料。年产量 20
万吨的木薯燃料乙醇工厂将
在广西建厂。

虽然生物柴油的生产原
料受到抑制，每年 300 万吨泔
水煮熟的废弃地沟油产量可
以促进生物柴油在中国的迅
速发展。除了燃料乙醇和生物
柴油，生物丁醇作为生物燃料
替代品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
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
工业大学校长欧阳平凯近日透
露了中国生物能源的进展。

（整理 / 龙九尊）

我国生物质运输燃料已研发多年，已有一定基础，只要脚踏实地地前进，
就能取得工业化的进展。

阴龙九尊
闵恩泽是我国著名的石油炼制催化剂

专家。50多年前，年轻的闵恩泽埋头于石油
催化裂化研究中。最终，石油———那棕黑色
可燃粘稠液体在他的“催化剂”下，变成了
汽油、柴油等运输燃料。
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我国作为石油

大量进口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同时，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使用清洁燃料以减少汽车
尾气对空气的污染等都是我国需要迫切应
对的问题。
近日，在第二届生物质能源技术国际

会议上，记者专门采访了闵恩泽院士，询问
他如何迎接这些挑战。

生物柴油：原料供应是关键

《科学时报》：我了解您近年在指导研
发生物柴油，发展生物柴油的关键是什么？
闵恩泽：发展生物柴油的关键是是廉

价、稳定原料的供应。世界各国均根据国情
来选择原料。欧盟采用双低菜籽油，美国采
用精制大豆油。我国人口众多，食用油用量
大，国家政策不允许使用菜籽油、花生油、
大豆油等来做原料。当前生物柴油厂普遍
采用的是餐饮业废油和榨油厂酸化油；同
时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植物，如麻疯树、黄连
木等。由于木本植物的培育、成长尚需要相
当的时间，目前还不能大量供应木本植物
油。所以发展生物柴油，原料供应是关键，
我们要千方百计，扩大生物柴油原料来源。
《科学时报》：我国生物柴油生产技术

水平如何？
闵恩泽：世界各国均结合其原料的国

情，开发生物柴油技术。欧盟、美国采用精
制原料油，采用碱催化酯交换工艺。我国由
于采用餐饮业废油等原料，其中含有大量

的脂肪酸，中国石化开发了亚临界生物柴
油生产的绿色工艺。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对
国内外生物柴油生产技术进行调研后，选
用了这一工艺。2010年在海南建成 6万吨
/年装置投产。目前我们根据在海南运转的
经验，进一步简化流程以降低投资和能耗，
争取先进更先进。

微藻生物柴油有三个难题

《科学时报》：为什么很多国家都看好
微藻生物柴油，目前研发中存在哪些技术
难题？

闵恩泽：微藻是光合效率最高的原始
植物，与农作物相比，单位面积的产率高，
而且生长快。微藻可以利用滩涂、盐碱地等
进行大规模培养。从微藻生产生物柴油，不
用石油资源；利用发电厂烟气中的二氧化
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微藻生物柴油也是
清洁燃料，可以减少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
染，被称为是“一石三鸟”的技术。世界各国
均在大力开发，特别是美国，在 2008年金
融危机后更大力发展微藻生物柴油。美国
政府从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制定政策来
支持。

发展微藻生物柴油要攻克的技术难题
是：它的生产路线很长，成本贵，价格不能
与石油柴油竞争。生产微藻生物柴油，首先
要筛选出富油微藻，然后在光生物反应器
中成长；培育出来的微藻液，要收集、浓缩、
压榨、脱水、干燥后才能得到微藻，这个过
程要消耗大量能量；最后微藻还要榨油，再
加工才能得到生物柴油。

所以，可以看出其中有很多技术难题
要攻克，才能降低生产成本，降低能耗。
2008年美国能源部制订了“微藻生物燃料
技术路线图”，长达 250多页，提出了实现
商业规模微藻生物柴油的战略，也讲了要

攻关的难题，这也说明微藻生物柴油要实
现工业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科学时报》：除技术难题外，发展微藻

生物柴油是否还有其它障碍？
闵恩泽：当然还有。预期我国 2020年

柴油需求量要达 2.3~2.4亿吨，所以我国微
藻生物柴油产量至少要几十万吨，最好上
百万吨，这样在减少石油进口、减少温室效
应、减少环境污染方面才能起到一些作
用。 （下转 B2版）

闵恩泽：生物质运输燃料有望工业化

阴龙九尊
“我们外部竞争压力非常大。”电话那

头的声音压得有些低沉，“东边省份的投
入比我们大，西边省份的资源比我们多，
我们省的生物产业两边受挤压。”
接电话的是北方某省发改委的一位

官员，接受采访前，他刚刚和专家们会谈
完毕，本省生物产业“十二五”规划编制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们也注意到了各地发展内容有相

似的现象，在新规划中我们更强调从区域
实际出发。”上述发改委官员说。

苗头很明显

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近年来发展迅猛。随着国家层面的大力推
动，各地开始风起云涌，遍地开花。
记者所作统计显示，自 2007年我国

发布“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之
后，至少有 16个省份发布了本区域的生
物产业规划或者促进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即将步入“十二五”之际，各地正忙于

编制相关的发展规划。通过咨询各省发改
委规划部门，记者获悉，至少有 7个省份
将发布生物产业“十二五”发展专项规划。

“我们国家目前体制是政府主导的经
济体制，这种体制已经形成了人们的一种
共识：如果政府要发展哪一块，大家可能
就蜂拥而上。”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经济学教授张永安接受采访时说。

张永安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大家都来
争切蛋糕，往往都忽视了资源优势、特点、发
展的规律。“目前的规划看起来基本上大同
小异，都是生物制药、新能源这些。各个省区
都把生物制药作为它的支柱产业，基本上都
成了同一的模式，同质性比较大。”

记者所作的统计表明，在全国 16个
省份的生物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或者
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中，有 11个省份将
“生物医药”作为首要的发展重点。此外便
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
保等等，与国家层面的规划如出一辙。

武汉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的某负责
人对记者坦承：“现在很多区域同质化发
展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大家都
以生物医药作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山东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告诉记者，山东功能糖城内也存在一
些同质化的现象，不过当地政府已经采取
了干预措施。

德州轻工行业管理办公室、食品工业
协会秘书长侯生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不仅现在有这种问题，其实之前我就
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说，很多新上报的项
目，“无论是原料还是最终产品，都没什么
区分”。

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武汉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某负责人
分析说，这种同质化发展会导致很多问
题。“比如会导致资源的过度竞争，造成资
源的浪费。”
清华大学教授曹竹安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全国各地都挤在同一条“跑道”上，
“就像现在我们的小孩似的，只有上小学、
中学、大学才是唯一出路，这样大家的压
力都特别大”。
上述发改委官员对记者分析说，由于

全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生物产业链条以及
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他们省生物产业的成长发育。
然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薛领

教授看来，生物产业发展区域同质化的利
弊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未必会产生区域同构。”薛领

在电话里说，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有很多的细分产业，每一个细分产业的
需求、内容都有很广阔的空间，很难说一

定是同质的。
“即便是同质，有什么不好呢？”薛领

分析说，“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同
班同学不都在竞争吗？大家学的课程不都
一样吗？同质才逼着你去创新和差异化。
否则也锻炼不了这个产业、锻炼不了这个
行业、也锻炼不了这些企业。”
“区域同质在我看来并不是坏事。它

的正面效应不见得比负面效应小，或者说
正面效应更大。”薛领说。
针对区域产业结构同质会导致资源

配置重复的论调，薛领回应称，在市场经
济中，有很多产业自身的选择，优胜劣汰
都是靠竞争出来的。
薛领认为，像生物产业、新能源等等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地方转型升级
的一个方向，转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政
府在做什么。
“比如有资本家来投资新能源，你完

全可以欢迎它来嘛，政府一定要说我这个
地区一定发展什么高分子材料或者生物
医药吗？不见得。发展哪个产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这个地区的政策环境和智力
结构有利于各类产业的发展。”
薛领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扫除一切不

利于产业升级的制度障碍，创造一个有利
于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 （下转 B2版）

我国生物产业面临同质化竞争

阴严森
人们正在为石油、煤矿的日益枯竭

忧心忡忡。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自然资
源最终是世界经济能够增长多少的一个
限制。问题真的如此吗？

粗略一看，这个观点似乎很有道理。
如果世界只有固定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
源的供给，那么人口、生产和生活水平如
何能够保持长期的持续增长呢？最终石
油和矿藏的供给不会耗尽吗？当这些资
源的短缺开始出现时，不仅会使经济增
长停止，也许还会迫使生活水平下降吧？

今天，世界人口超过了 60 亿，大约
是一个世纪以前的 4倍。同时，许多人享

有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他们的曾祖辈。
关于人口和生活水平的增长能否持续到
未来始终存在争论。

尽管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大多数
经济学家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关注这种增
长的限制。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会提供避
免这些限制的方法。

经济学家说，如果用现在的经济与
过去比较，就会发现各种使用自然资源
的方法已经得到了改进。现代汽车耗油
更少，新住房有更好的隔热设备，所需要
的用于调节室温的能源也少了。更有效
的采油装置使得采油过程中浪费的石油
较少。资源回收使一些再生性资源来代
替不可再生性资源。

经济学家们认为，技术进步使一些
曾经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变得不那么必
要了。例如现在大力发展的生物能
源———燃料乙醇、生物柴油、沼气等可再
生能源将在不远的将来有望替代石油产
品。

50 年前，世界上有些国家担心锡和
铜的过度使用。在那时，锡和铜是关键
商品：锡用于制造食物容器，而铜用于
制造电话线。一些人建议对锡和铜实行
回收利用和配给，以便子孙后代也能得
到锡和铜的供给。但是，今天塑料已取
代锡成为制造许多食物容器的材料，而
电话通信通常可以利用沙子为原料生
产的光导纤维来传输。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足以保证经
济持续增长吗？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
方法是考察自然资源的价格。在一个
市场经济中，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
上。如果世界陷入了自然资源的短缺，
那么这些资源的价格就会一直上升。
但实际情况往往与此相反。自然资源
的价格表现出相当大的短期波动，但
在长期里，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价格（根
据整体通货膨胀调整过的）是稳定或
下降的。看来我们保存这些资源的能
力的增长比他们供给减少的速度快。
市场价格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然
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限制。

（作者为清华大学学者）

自然资源不是经济增长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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