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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式出台，加快
发展生物产业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部署。中国科学院将义不容辞地推动
生物产业发展，并全力以赴地做好生物产业的科技支持，希望通过“生物技
术创新与生物产业促进计划”加强政产学研结合，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为我
国生物产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创刊一年来，及时传递了该领域的科

研进展与产业动态，并能深入剖析产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诸多建设性意
见。希望在新的一年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产业是朝阳产业、低碳产业，当前发展生物产业极其重要和迫切，21
世纪的社会经济应该是和工业生物技术密切相关的白色经济。现在我国生物
科技跟国外的距离相差并不是很大：虽然生物医药方面跟西方还有一定差距，
但在工业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发展非常快。

希望《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在新的一年密切关注生物科技各
个方面的进展，充分发挥媒体的力量，一起推动我国生物产业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端之年。在新的一年里，中国将
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生物产业将在其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谨祝《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在过去一年
工作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上越办越好，为中国民族生物产业的创新和健康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发展生物产业
促进人民幸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也是这样，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现在整个产业进入了比较理性化的阶段，最突出的标志是我们比较
重视系统性的可行性研究，避免了很多失误和盲目投资。

迈向生物经济，任重道远，我们要持之以恒。在技术上要创新开放，产
业发展政策要符合科学发展。生物经济不是刚出生的婴儿，而正好是早晨
5点钟的太阳，离我们真正的中午 12点、真正生物经济还有些遥远，这要
靠我们共同努力。望《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继续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是生物医药科技界的一个科学论坛、
科技工作者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国家决策的一本科学咨询智库，
起步有成绩，发展有势头！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生物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把它作为重点产业发展是一个很重
要的方向。“十二五”期间我国生物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国民
经济的一个支柱性的产业。这需要我国生物产业界、广大科研人员和相关
的金融界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也希望《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在这
些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谨祝《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 2011年继续
关注重大话题，在引领行业进步、服务国家新兴产业战略方面作出新的创
造性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先进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2011年就这样扑面而来了！
2011———“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生

物产业高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旗，蓄势待
发，扬帆起航！

今天，《中国生物产业》双周刊已出版了 22
期，并即将迎来一周年的创刊纪念。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 22期报纸中，我们得到了
诸多院士、专家、企业家们的关心与指导。从他们发
来的贺词中关爱和鼓励的话亲切温暖，倍受鼓舞。
在他们的呵护和鼓励下，《中国生物产业》承担起
“我国首份生物产业发展实时交流媒体”的角色。

这一年来，我们关注了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
物制造、生物能源等多方面的内容，对转基因生物
育种的有关争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的模式探
讨、中科院生物技术创新与生物产业促进计划的实
施、国家开发银行生物产业信贷政策解读、生物技
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挑战、生物柴油在海南封闭推
广……官、产、学、研、金等一系列与生物产业发展
切实相关的话题充盈版面，有杨胜利、欧阳平凯、程
京、陈君石、石元春、王正国、付小兵等近 20位院士
专家做客周刊，畅谈前沿技术，指点产业迷津，有对
生物技术的风险和对生命伦理的探讨，丰满了《中
国生物产业》特立的构架。

我们知道有无数的期刊报纸都在关注报道
这个领域，而《中国生物产业》双周刊却是目前唯

一细分的专业报纸，是中国生物产业的第一媒
体！当“干细胞”“基因检测”“转基因食品”等名词
被大众津津乐道的时候，生物技术产业就不仅是
高技术的一个概念、实验室的一组数据这么简单
了。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贴切的比喻解读专业知
识，并在与科学家交流的过程中提升他们面对媒
体的能力，是媒体人肩负的责任。
曾看过著名科学家杨焕明的《“天生”与“人

生”(生殖与克隆)》一书，那份亲切和温柔一直萦
绕于心，生动、有趣的语言让我们了解了什么是
“克隆人”，了解了生命科学与你我的关联。

也曾有人说过，目前公众对“转基因”的质疑
和难以理解，就是因为宣传得不到位，报道得不
准确。回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很值得称道
的了。2010年 2月 1日创刊第一期的头版头条，全
文发表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科学家黄大昉的《不应被
忽略的历史经验———我国转基因抗虫棉发展的回
顾与启示》，那也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大昉将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提案。紧接着约访了七八位科
学家如范云六、万建民、罗云波、彭于发、朱帧等，形
成了《转基因隐忧背后的逻辑———科学家谈新技术

与旧知识的冲突》一文，同时采访了食品安全专家
陈君石院士，他指出《信息不对称是转基因争论的
关键症结》，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ISAAA）创立者、主席 Clive James博士，正好来中
国讲学，专访报道《转基因作物不是万能药，却极其
安全》，他有一首诗让人印象很深，是纪念“绿色革
命之父”诺尔曼·布劳格博士的：“他的关心比别人
更智慧，他的梦想比别人更真实，他的冒险比别人
更安全，他成就别人不可能的事业。”这一系列的报
道在 2010年的 3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全
国几十家网站和媒体转载，特别是“天涯网”上的
吵吵闹闹，“顶”和“砖头”也算是让大众过了一把
科普的“瘾”了。
在近一年的报道实践中，我们更深的体会是

生物产业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
如公众认知不足、产业投资周期长、项目规模小、
顶层设计难度大等，如何向公众提供经过解读的
科技知识、为学者提供来自社会的需求、为政府
汇集各方声音、为企业提高产品认知度，是我们
必须要担当的！
《中国生物产业》是一个产业的凝聚者，其媒

体责任就是促进政府、学者、企业、投资方、公众
等各方的对话，提高生物产业的公众认知度，用
传媒的力量推动生物产业的发展。前几天在启动
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的筹备会上，一位领导
对大会提出要“突出时代特征、关注热点问题、形
成主流声音”，我认为这一要求也吻合了我们周
刊的宗旨。
有专家指出媒体应该是“有生命的载体，有

思想的容器”。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只扮演一个
传声筒和扩音器的角色。“报纸应该注重培养思
想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学说”被媒体专
家解读为锻造报纸品牌的路径，“尊重的需要”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报纸（产品）的体验价值
和自我认定来满足。这种价值源自报纸（产品）提
供的美感、情感和品牌归属感，也有人解释为一
种由衷的回家的感觉。这可能也是全球报人追求
的目标吧！
春华秋实，悠悠曲调，放飞的是一种追寻！
漫漫征途，花开花落，执著的是一份坚韧！
《中国生物产业》将伴生物产业同成长！
《中国生物产业》将与创新时代共进步！名誉主编院曹务波

主 编院包晓凤
编辑部电话院愿圆远员9191-8301
广告热线院82614615
电子邮箱院zgswcy@stimes.cn

邀您一起关注
双周要闻

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
入驻光谷生物城

《湖北日报》2010 年 12 月 29
日报道，2010年 12 月 28 日，武汉
生物技术研究院正式入驻光谷生
物城。入驻仪式上，武汉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与邓子新院士签订了人
才计划协议，生物技术研究院与拟
入驻国家、省部级平台签订了入驻
协议。据悉，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
是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六大支
撑平台之一的技术支撑平台，主要
从事生物技术应用研究开发、技术
服务和成果转化，支撑和引领湖北
生物产业的发展，吸引和凝聚生物
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湖北省委常
委、省生物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
张昌尔指出，研究院的组建是解放
思想、顺时应势的改革创新之举，
对整合湖北省生物技术科研、人才
资源，加强自主创新，促进产学研
结合，提升湖北省生物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研究
院已引进 38 个研究团队，两院院
士 7名，“973”等国家计划首席科
学家 10 名，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
士 PeterLobie 等国际专家 7名。

无锡投资 7.5 亿元
打造医药园区平台

中国江苏网 2010 年 12 月 29
日报道，2011 年无锡市将投入 7.5
亿元打造江苏省覆盖面最广、标准
最高的生物医药园区公共技术平
台，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助推
器”。据介绍，生物医药产业是无锡
市重点培育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之一。目前，无锡市共有生物医
药企业 430 多家。有江阴、惠山、马
山、新区 4个生物医药重点园区，
共建成载体面积 40 万平方米，入
驻 200多家企业。其中在无锡市药
监局注册的药品生产企业有 44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178 家，
“530”生物医药企业 210 家。落户
无锡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4家。预
计到 2010 年底，无锡市生物及医
药产业实现产值约 205 亿元，到
2011 年底，全市生物产业年产值
将超过 260 亿元。无锡市生物产业
推进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2011
年计划新建的 12 个公共技术平台
总投资为 7.5 亿元，将覆盖无锡市
四大生物医药园区，其标准也是全
省最高的。

天津市召开工业微生物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

人民网 1 月 1 日报道，天津市
工业微生物重点实验室暨工业发
酵微生物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2010 年学术委员会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在天津科
技大学召开。据悉，工业微生物重
点实验室目前设有三个研究方向：
微生物代谢工程、食品微生物工
程、微生物制药工程。重点实验室
在 2009~2010 年新增国家级科研
项目 14 项，省部级项目 21 项，
横向科研项目 36 项，累计到款经
费 1720 万元；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 284 篇，其中
SCI、 EI、 ISTP 收录论文 88 篇；
申请发明专利 50 项，授权专利
12 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5 项，
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成果产业化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学术委员会
专家认真听取了报告，对工业微
生物重点实验室的工作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通过充分讨论，专家组
就重点实验室的可持续发展达成
了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进一步凝
练特色项目等一致意见。

与创新时代共进步

与中国生物产业同成长
———院士、专家祝贺《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创刊一周年

值此新春到来之际，山东瀚霖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务波携全体员工向全国人
民致以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感谢各级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与关
怀，感谢所有与我公司合作的客户和朋友，感
谢一直以来与瀚霖生物共同经历风雨，百折
不挠，不离不弃的同仁们，感谢你们辛勤的付
出和劳动。

展望 2011 年，我们依然信心百倍、踌躇
满志，将继续完善自己，充实自己，健全机制，
不断创新。

衷心祝愿全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
康，生活愉快，事业顺利！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张清奎

李家洋

韩忠朝

张胜民

仝小林

赵宗保

于在林

仝小林

欧阳平凯

于建荣赵宗保

宋维平 于在林

欧阳平凯

《中国生物产业》主编

陈国强

生物产业肩负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给力，生物产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

生物产业周刊，
产业转型的助力器。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2010年注定是我国生物农业产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之年，
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发放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
反响与关注。从人口增长对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生物技术内在
演变进程看，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
广泛应用势不可挡。我国农业生物技术虽然有所进展，但在国际
生物农业产业中还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我们还应该加大投入、
放宽政策、加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融合的生物农业创新机
制建设，开发具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新品种与新技术，确
保食物供给需求与国际竞争安全。由《科学时报》主办的《中国生
物产业》周刊恰逢关键时节出版。一年来刊载了许多重要政策信息
与产业发展时论，是我国首份生物产业发展实时交流媒体，令人爱
不释手，读来大有裨益。我衷心祝愿《中国生物产业》继往开来、益智
献策，为推动我国生物产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生物技术是新世纪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之一，生物产业是关系到
国计民生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支柱产业。而知识产权制度是促
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律保障，是创新型国家建
设和世界未来竞争的有力武器，也是促进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发展
的重要手段。望《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在新的一年里越办
越好，更多地宣传和报道与生物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信息，使其为
生物产业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保驾护航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级审查员

科学前沿的战地记者
科学圣殿的守护神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

《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的相关报道比较客观、科学，具有一
定的深度和广度，至今已刊出的我都浏览过。经过一年历练，相信她能更
好地把握产业发展动向，展示产业发展历程，在热点问题上兼顾领域专
家和普通读者。期待该周刊与我国生物产业一道快速健康成长！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物技术部研究员

不知不觉回国创业已八年，乍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创办也一
年。岁月前行，人虽见老，我和周刊发奋之心仍如初。期许周刊新年
里依然奋行，继续做到及时、新颖、有深度、有广度、继续给力生物产
业，也愿我随周刊进入下一个创业收获年。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天津溥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 2010年 10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推出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生物产业在
今后的 20年乃至更长远的时间，将会有更为长足的发展。相信《科
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对此会有及时的反映和更好的体现。预
祝《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周刊越办越好！对促进我国生物产业
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发挥更加切实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副主任

曾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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