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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China Bioindustry
与拜耳合作将提高
中国食用油的安全性

提高油含量并增强对菌核病的抗
性已经是油菜育种中最重要的目标。
在中国农科院油料研究所，我们在开
发高含油量且抗菌核病的油菜品系、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复制相关基因等方
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由于中国
消费的 60%左右的食用油依赖于进
口，因此在取得现有进步的基础上与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进一步合作将有助
于增加全球植物油的供应。这一合作
将因此而提高中国食用油的安全性。
———近日，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

司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签订了开发油
菜新品种的协议，中国农科院油料研
究所所长王汉中博士对此作出上述表
示。

干细胞治疗必须引入
国家卫生医疗法规管理

目前我国细胞治疗管理诸多细节
尚无定论，病人不是小白鼠，医疗机构
开展临床生物治疗要应当严格遵循三
个原则，即科学依据、规范运行、客观
评价。为了病人的安全，干细胞治疗必
须引入国家卫生医疗法规管理。干细
胞技术是继生物克隆技术、基因工程
之后的生物科学成就，先后有三位科
学家因之而获得诺贝尔奖，促使人们
重新认识细胞生长与分化的基本生命
原理。从上世纪 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
干细胞技术成为医学热门，但是至今
国家还没有出台申报、操作等规范，也
没有相关的认证标准，这就需要医院
加强自律。生物治疗项目必须依据现
有的实验基础，以临床新技术应用的
形式申报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并
由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国内相
关专业专家评审，合格并获得临床方
案批件后方可进入临床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祖泽近日

对媒体表示。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物学
还没有诞生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在其基因
中携带的物种信息，绝不是现代所谓
的生物学所解读的那样，是一个简单
的生物分子结构或化学结构，而是携
带着生物上亿年为适应生态环境变
迁、多样化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的
种群关系所进行的选择、试错、调试、
优化的种种信息。可以说，基因中携带
的信息是物种演化的历史信息和种群
关系的社会信息的综合。而目前通过
基因来控制物种的科学技术，则是置
物种所携带的历史与社会信息于不
顾，把生命物当做一个非生命物来对
待，当做可以任人解构与组合的化合
物来对待，并按照人类最理想的目标，
在实验室中通过基因重组造出新物
种。所以，所谓的现代生物技术，并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按照生命规律研究生
命的科学，而是以解决非生命物的工
业科技范式来解决生命物问题的科
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生物学，还没有诞生。无论现代的基
因技术有多先进，如果不能有效解读
基因所包含的物质演化的历史与社会
关系的信息，我们就没有足够理由相
信它的科学性和给生命世界带来的安
全性。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教授张孝德近日撰文表示。

我的科学人生：汗水、理念、机遇

回顾自己 50 多年研究四氢原小
檗碱同类物（THPBs）的科研生涯，可
总结为：完成一个中药的科学研究范
例、开拓一个研究领域、发现一种新型
药理作用、提出“匹配治疗”的学术设
想均已列入《中药延胡索研究中的新
发现》学术专著中。为此，自己曾总结
为“勤思豁达明理念，笃志力行促发
展，探索开拓求创新”；也用“汗水、理
念、机遇”来概括自己科研生涯的一个
侧面。汗水表示辛勤劳动的一种精神
意志；理念指科研思路的具体演绎，从
模糊到清晰，成为一个追求目标和工
作理念。机遇指客观所赋予的良机，也
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抓住它。
———中国科学院院士、药理学家

金国章最近撰文回顾自己的科研生
涯。

中国的生物质能源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原料问题，
因为原料很容易与粮食争地、与人争粮。但是我认为，我们要更加充分地认识
这个问题。

阴龙九尊
“寻找非化石原料路线，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要充分重视生物质能源的发
展。”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副校长谭天伟
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谭天伟说，现在全球面临共同的挑

战：一方面来自资源的压力，另一方面来
自环境恶化的压力。“这双重压力要求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非化石资源的原料
路线。”
围绕生物质能源发展前景、产业发展

困扰等问题，谭天伟与记者进行了对话。

生物质能
是未来比重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科学时报》：从全球来看，目前各国
怎样看待生物质能源发展这个议题的？
谭天伟：把生物质既经济又可行地

加工为生物能源或者化学品，这不仅仅
是我们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从能源的安
全性、环境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面对未
来必须要解决的战略问题。我们在 8月份
举办了第二届生物质能源技术国际会议，
有来自 15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名参会
者，各国科学家对生物质资源开发、生物
质燃气、生物质液体燃料、生物基化学品
及材料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交流。说明这
个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
《科学时报》：目前国际上对生物质

能源的发展前景有怎样的判断？我国发

展前景如何？
谭天伟：在国外权威部门有关可再

生能源的预测中，到 2030年生物质能在
所有的可再生能源中将占 50%以上的比
重。这些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水
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其中生物质
能所占比重绝对最大。但对我们国家来
说可能占不到这么大的比重。我个人预
测是，将来 10到 20年，生物质能在可再
生能源中应该占到 20%以上。

原料的利用率还很低

《科学时报》：我国在发展生物质能
源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谭天伟：作为一个产业，我认为中国
生物质能源产业大有希望。但是目前我
们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一些非常有意思
的现象：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生物质能源，
一方面我们又在热火朝天地发展太阳
能、风能。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没有给予
生物质能源足够的重视。

中国的生物质能源到底应该怎么
做？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原料问题，因
为原料很容易与粮食争地、与人争粮。但
是我认为，我们要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个
问题。中国除了拥有 7亿吨的秸秆，还有
很多的城市垃圾，还有全世界最多的畜
禽的排泄物，这些都是很好的生物质，我
们目前在这些方面的利用率非常低。

但是产业怎么去扶持，我觉得还要
认真去思考。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迄今为

止，我们的生物柴油没有发展起来。其中
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家
对生物柴油没有补贴。我们补贴了燃料
乙醇，但燃料乙醇获得补贴之后，还有很
多是用玉米来生产。
所以我认为，在产业的政策上，国家

应该给予政策扶持，在技术上也要大力
的投入开发，现在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做科研要讲究经济评价

《科学时报》：北京化工大学在该领
域的科研进展如何？
谭天伟：我们在生物质利用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展生物
柴油研究工作的单位。

（下转 B3版）

谭天伟：发展生物质能要充分认识原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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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倾力打造
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基地

《抚州日报》9 月 15 日报道，近
年来，抚州市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把生物医药作为重要支柱
产业来培育，作好产业发展规划，在
企业落地、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
方面制定扶持政策，大力引进医药
企业，推进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实现
规模效应，打造生物医药产业航母。
目前，抚州市有医药生产企业 34
家，其中药品生产企业 24 家、药包
材生产企业 3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 7家。涌现出博雅、珍视明、科伦、
回音必东亚、银涛、昌诺等一批创新
能力强，经济效益佳的骨干企业，初
步形成了血液制品、大输液、中成
药、化学原料药、一次性医疗器械的
产业发展格局。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园
公共检测中心获国家级认可

《苏州日报》9 月 16 日报道，近
日，苏州工业园区专为生物医药产业
打造的生物纳米园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公共检测中心获得了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成
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国家级生物医药
公共技术平台之一。而获得 CNAS认
可，相当于加入了全球生物医药实验
室的“WTO”：超过 43个国家的相关
实验室都将认可园区公共分析平台的
数据结果。这也使得生物纳米园内的
企业足不出户即可获得全球认可的实
验数据。生物纳米园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现有 42名员工，其中博士 19名、硕士
10名。

江西中成药工业规模
跻身全国四强

新华网 9月 19日报道，江西省省
长吴新雄日前宣布，江西中成药工业规
模目前位列全国同行业的第四位，在中
部六省处领先地位。江西将加快深化企
业改革，增强医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
力，推进生物和新医药的产业发展，依
托资源的优势，做大做强中药产业。据
介绍，2009年江西省生物和新医药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 200亿元，生
物和新医药产业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
战略机遇期。吴新雄表示，江西省中药
产业资源十分丰富，樟树、南城是全国
有名的中药材加工地，有一批全国知名
企业和中药品种。江西将依托资源优势
和产业基础，加强中药材优势品种的深
度开发，加速中药现代化、产业化、职业
化进程。目前，江西在生物医药领域已
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工程中心，一个国
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

细胞产品国家研究中心
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工建设

滨海新区网 9月 25日报道，细胞
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大楼于 9月 25
日在滨海新区开工建设，“2010细胞治
疗研究进展与临床应用前沿研讨会”同
时举行。天津研发的干细胞治疗新产
品———脐带间充质肝细胞注射液，日前
一次性通过了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的检测，进入了新药申报、临床试验
阶段。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为技术依托的“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大楼位于滨海新区黄海路十三大
街“生物医药园”，总用地面积约 6178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00平方米。该项
目将建立起一个高水平的细胞研究及
产业化平台，推动细胞工程产品集群
式、快速发展。脐带间充质肝细胞注射
液由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公司研发，
研究成果克服了临床常规治疗的局限
性，为恶性肿瘤、血液病、神经损伤、肝
病、糖尿病等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开
辟了一条全新的治疗手段，市场前景
广阔。

声 音

纽约当地时间 9月 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艾滋病讨论会
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
工作。自 1985年发现首例病毒感染者以来，我国
就开始了一场抗击艾滋病的战役。
温家宝说，2004年中国成立了防治艾滋病

工作委员会，形成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防治工作机制。先后制定了艾滋病防治中长期
规划和两个五年行动计划，2006年又出台了艾
滋病防治条例，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和政策保障。
我们还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中央政府艾滋病

防治经费由 2001年的 1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今年
的 16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逐年
增加。
我们在全国实行“四免一关怀”的关爱措施，免

费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艾滋病病人提

供抗病毒药物，免费对自愿检测人员进行咨询检
测，免费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实施母婴阻断，
免费让艾滋病致孤儿童上学，并对艾滋病病人及其
家庭提供医疗救治、经济救助等方面关怀。
我们大力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普及艾滋病

防治知识，让社会正确看待艾滋病和艾滋病病
人，减少歧视，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我们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行为，加强血站建

设及管理；切实强化疫情监测、检测，更有效地开
展艾滋病筛查；积极推行行为干预措施，阻断吸
毒等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有效预防和控制疫
情的传播与蔓延。
我们实行医疗服务和社区服务、社会救助

与家庭关怀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帮助艾滋病病
人接受抗病毒治疗，创造条件使他们正常工作
和生活，妥善安置艾滋病致孤人员，维护他们的
权益。 （据卫生部网站）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

阴龙九尊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1~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经 2010年 9月 15日的国务院第
1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环境保护
部 9月 17日正式对外发布。

1994年以来，行动计划确定的主要
目标已基本实现，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

临新的问题与挑战：其中包括外来入侵
物种和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增加了生
物安全的压力，生物燃料的生产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形成新的威胁。

是官话还是实情？

“实际上这是一个官话。”对于上述
挑战的描述，该行动计划专家组组长、中
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首席科学家
薛达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述说。薛达
元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提法更为严重一
些，但在正式发布的文本里都删掉了，现
在只能看到这么一点儿的表述。
另一位参与该计划的专家认同薛

达元的说法。他告诉记者，他们本来很
明确地说转基因生物存在潜在的风

险，但是有关部门不同意。“只要提到
风险，它都删掉了，要不然在征求意见
时通不过。”
自从农业部去年对转抗虫基因水稻

“华恢 1号”、杂交种“Bt汕优 63”及植酸
酶转基因玉米发放安全证书后，关于转
基因生物安全的争议持续不断，而争议
的焦点集中在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安全问
题上。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表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是指防
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植物、微生
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
险。根据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一
般应当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
性试验三个阶段。

所谓的环境释放指在自然条件下
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所进行的中规模的
试验。薛达元说，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
增加了生物安全的压力，主要是说随着
转基因水稻等越来越多的转基因生物
将商业化生产，转基因生物对环境、生
物多样性、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或者潜
在影响会加大。此外，由于转基因生物
的环境释放面积很大，分布地域很广，
在各地不同的环境可能出现的生态问
题也不确定。
“转基因生物大规模商品化生产和

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体对人类和环境
的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大范围的，很多影
响具有时滞效应。同时由于转基因生物
所处的环境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大量的
转基因生物以超越自然界进化千百万倍
的速度介入到自然界中，本身就蕴藏着
一定风险。”一位长期从事生物安全研究
的专家表示。
“尽管还未清楚风险有多大，但谁

也不能说没风险，要不然就不要什么风
险评估这些程序了。”薛达元说。

至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形成新的威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研究员马克平对记者解释说，“这主
要是针对有些国家为了种植能源植物而
大量砍伐森林的现象提出的。”

风险评估尚待完善

薛达元告诉记者，关于转基因生物
环境释放的风险评估，农业部有专门机
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在负责。我国也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
管理办法》可以援引。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

法》表明，在农业转基因生物中间试验结
束后拟转入环境释放的，或者在环境释

放结束后拟转入生产性试验的，试验单
位应当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
室提出申请，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
员会安全评价合格并由农业部批准后，
方可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的
要求进行相应的试验。
既然程序如此严谨，这是否意味着

在环境释放这个环节通过了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委员会安全评价后的转基因生
物就不存在了生物安全的问题呢？
上述生物安全专家告诉记者：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
“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评估

是很复杂的事情。”这位专家说，“目前我
国关于危害识别和风险估算都停留在定
性分级的水平，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很
难定量评估环境释放的风险。”
此外，由于知识和经验的限制对于

危害的认识还不完全，对于一些新的转
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不可预知的重要危
害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和评估。因此，在危
害的识别和预警方面需要人们不断积累
经验，利用多种分析技术，尽可能降低不
可预知的风险。
这位专家说，为了尽可能的提高转

基因生物环境释放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科学家们正积极探讨转基因生物环境释
放风险评估的各种模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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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增大生物安全压力

阴于在林
对于新药研发来说，研发者、厂

家、医生以及物流的职业道德是极为
重要的，这些内容也构成了现在药物
研究的内容和新的进展。

从研发者角度来说，要有 Fail
early，Fail cheaply 的主导思想和职业
道德。对于研发者来说，如果早期失
败的话，成本就很低廉，造成的损失
就更少。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难。首
先，他们没有早期失败的动力，拿着
一个项目意味着有很多的研究经费；
其次，很多时候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
“新”，虽然这个药可做可不做。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于早期
失败要有一个关键性的指标———如
果用这几个关键性的指标来衡量你

的研发都是失败的，那你就应该尽早
结束这项研究。目前关于早期失败的
评价指标主要是三个方面：新药要比
现有的药物要更有效、更安全（更少
毒副作用）、更便宜（患者费用要更
低），其中疗效和安全这两个是最主
要的。
如果没有建立这种早期失败的思

想，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耗费国
家和企业巨资、患者没有受益还要受
到毒副作用的影响、治疗效果既不明
显还要花费巨额费用等等。
现在治疗癌症用的抗体药物就处

在这样一个现状，它能延长病人平均寿
命 3个半月左右。因为是平均，所以这
个指标看起来很可怕，有些人可能会达
到 6个月，有些人可能到不了 1 个月。
生产厂商的职业道德主要在产品

质量。质量的每一步都涉及很大的问
题，这些问题可以导致一个工厂的存
亡。现在很多中药注射剂在这些方面
的问题很明显，为了追求新而放弃了
老祖宗几千年都用的方法。如果要改
的话，一定要改得非常有稳定性和可
靠性。
医生的职业道德在于推荐好药、

有针对性的药物。例如针对肿瘤的治
疗，5-FU 是个老药，有 50 多年的历
史了，可是这个药对肿瘤细胞增生的
抑制特别有效。现在很多贵重的药，
病人打一个周期要用几万元钱也只
能多活三五个月，所以作为一个医生
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给病人用这个老
药。这个药的成本说穿了再多也不超
过几十元钱。另一方面，老药的毒副
作用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控的，而新

药包括抗体药物打到人体毒副作用
是非常明显的。
药物物流要有职业道德，要严格

遵守规范和规定的运输条件，例如：
生物医药的部分产品必须在指定的
条件下运输和保藏等。其实科研人员
本身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应该在
上游的研发就事先想好不要让后面
的物流有很大的困难。
当然，这个职业操守体系的建立

要花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必须得支持
和鼓励，因为它对新药的创制具有重
要的意义。

（于在林：天津溥瀛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特聘教授。本文根据记者与于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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