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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口服一次利伐沙班可让患
者远离卒中。”这是拜耳医药保健 1
月 6 日宣布的最新研究结果，该结果
显示，新型口服抗凝药利伐沙班能有
效降低心房颤动患者的卒中风险，效
果优于当前的标准治疗手段华法林，
为房颤卒中预防手段带来福音。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房颤的发
病率约为 0.77%，全国约有 800 万人
患有房颤，而房颤患者是严重卒中的
高危人群，使用华法林抗凝治疗是目
前预防卒中的标准治疗，但是，由于
华法林治疗窗口窄，剂量难把握，并
且受到食物、药物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大大限制了其临床使用。而利伐
沙班安全性好，药物起效迅速，剂量
响应可预测，生物利用度高，无需凝
血监测，与食物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
的可能性低，用起来简便安全，有利
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从而成为有效
而安全的替代华法林的最新疗法。

该项研究是拜耳医药关键性双盲
III 期 ROCKET AF试验的最新结果，
据了解，该实验通过对 14264 名存在
卒中的患者比较每日一次利伐沙班与

剂量调整的华法林的疗效，实验结果
显示，利伐沙班耐受性良好，因不良反
应导致的中止治疗发生率与使用华法
林的患者相当。由于利伐沙班每日给
药一次，无需常规实验室凝血监测，因
此给患者带来更好的保护作用。从安
全性上来看，利伐沙班更胜一筹；从有
效性终点方面来看，利伐沙班使预设
的治疗人群发生卒中和非中枢神经系
统栓塞的相对风险降低了 21%；从使
用上来看，利伐沙班根本解决了在房
颤卒中预防中药物使用方便性、治疗
依从性、疗效和出血事件难以把控的
问题，并且明显降低出血事件的发生
风险，包括颅内出血、重要器官出血和
出血相关性死亡。该项研究的结果将
对未来房颤卒中预防领域带来非常积
极的影响。

据悉，利伐沙班是由德国拜耳伍帕
塔尔实验室研发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并
由拜耳医药保健和强生药物研发公司
联合开发。利伐沙班的商品名为拜瑞
妥，目前拜瑞妥已在全球 100多个国家
获得批准，并由拜耳医药保健在超过 75
个国家成功上市。 （李惠钰）

新型抗凝药物
突破房颤卒中预防瓶颈

阴龙九尊
股价 4个交易日暴跌逾 30%之后，云

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绿大地”）近日终于对外界解释控
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股份被冻结一事的
原因：公安机关担心何学葵借机抛售，于
是依法冻结其部分股权，以确保大股东股
份在调查结束前不发生减持。

事情发端于绿大地 2010 年 12 月
23日的一份公告：控股股东何学葵持有
的绿大地 4325.7985 万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于 2010年
12月 20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该公告对于冻结原因及性质并未透
露只言片语，由此引发外界种种猜测和恐
慌，绿大地当日跌停开局，暴跌 4个交易
日后于 2010年 12月 29日保护性停牌。

终于说出秘密

据了解，何学葵所持的绿大地股份
被冻结，主要因为证监会 2010年 3月对
绿大地涉嫌信息披露违规的立案调查。

绿大地 2010 年 8月 20 日披露的
《2010年半年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显示，2010年 3月 17日，绿
大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调查通知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对其立案调查，
目前稽查仍未结束。

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何学葵所持
的上述股份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解
禁，且每年可转让 25%。

绿大地总经理王光中对媒体透露，
何学葵原计划不减持上述股份，但由于
公司不少的工程项目需要自己先期垫
资，因此何学葵有意将上述解禁可转让
的 25%股权质押给银行以获得资金。

王光中解释，绿大地 2010年 12月
14日进入解禁手续的办理阶段并未申
请主动不解禁。此时，监管机构的调查
意见尚未结束、处分意见也没有，公安
机关担心何学葵借机抛售，于是依法冻
结上述股权，以确保大股东股份在调查
结束前不发生减持。

绿大地 2010年 12月 23日随即对
外界发布上述情况：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的通知，
其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万股限售流
通股于 2010年 12月 20日被公安机关
依法冻结。

这份公告在陈述上显得十分蹊跷，
它释放出的信号是，绿大地对何学葵股份
被冻结的内情也并未知晓。这引发了投资
者恐惧而疯狂的臆测，随之关于何学葵涉
刑事案件、携款潜逃的传言也四处升起，
最终导致了绿大地当日复牌后跌停。

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绿大地曾提议
将“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接
受调查”等相关冻结原因写入即将对外
发布的公告中，但遭到了监管层的拒绝。

有消息说，何学葵与云南证监局局
长范辉关系并不融洽，有投资者猜测何学
葵股份遭冻结与此有关，坊间称此为“两
个女人的战争”。对于外界这种猜测，云南
证监局稽查处一位人士表示，“作为具体
的监管部门，我们对此不作回复”。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绿大地于 2010
年 12月 23日晚间在其公司网站发布了
一份《公司关于大股东股份冻结的声
明》：“针对绿大地大股东股份冻结一事,

董事长何学葵今天举行电话会议，回答
了相关机构和股民的疑问：股份冻结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目前，公司一切
生产经营情况良好。”这份企图安抚外界
的声明对于冻结原因只字未提。

2010年 12月 26日下午，绿大地在
其公司网站发布消息：“公司董事长何学
葵与总经理王光中、财务总监李鹏、企划
经理吴晓玲等人讨论公司相关工作，规
划部署明年工作。”这则消息附带贴出其
四人的合影，以期消除外界的恐慌与疑
虑。但这则消息同样未透露股份遭冻结
的缘由。

2010年 12月 28日晚间，绿大地网
站发布了一份何学葵关于股份冻结一事
的声明。但这份声明很快就从公司网站上
消失。

绿大地对于股份冻结原因讳莫如
深，外界称其为“不能说的秘密”。

2010年 12月 29日，绿大地保护性
停牌。从 12月 24日到 28日，绿大地股
价较 23日公告前股价下跌超 30%。

2010年 12月 30日晚间，绿大地终
于发布公告：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公司因
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接受调
查。这个迟到的解释，不能改变绿大地流
通市值在四个交易日蒸发 12.2亿元。

期待早日解冻

2011年 1月 5日，绿大地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一位人士说，除了已经发布在

公司网站上的信息，目前还未有其他的
信息可以透露，至于股份冻结的事情什
么时候结束，也还未清楚。
绿大地于 2007 年 12 月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云南第一家民营
上市企业。主营业务为绿化工程设计及
施工，绿化苗木种植及销售。2009年 10
月，何学葵以 11亿元身价成为首次登
上胡润富豪榜的云南女企业家。
值得一提的是，绿大地与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
植物所）合作紧密。事实上，昆明植物
所是绿大地的第二大股东。绿大地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昆明植物
所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为 8745658股。

1998年，昆明植物所以关键技术入
股云南绿大地生物有限公司。在昆明植
物所技术支撑下，绿大地先后得到国家
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及云南省科技厅有
关云南特色野生花卉新品种选育及生
产技术研究的项目资助。
昆明植物所对与绿大地的合作评

价甚高，认为这一合作是昆明植物所推
进产业化创新、服务西部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 12月 29日，
就在绿大地深受困扰的时日，昆明植物
所决定给予在与绿大地合作中作出重
要贡献的研究团队一次性奖励，奖金达
500万元。

2011年 1月 4日，绿大地发布拟
收购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51%的股权的公告，称如果收购
成功，可提高绿大地的设计能力，有利
于其承接绿化工程业务。有投资者认
为，这是绿大地特意释放的一个利好
信号。

王光中对媒体表示，现在绿大地内
部定调主要抓三件事：一是积极跟政府
沟通早日解冻股份；二是保证公司正常
运转；三是确保南充 5亿元工程项目顺
利签约。

绿大地疑云消散

阴本报记者 潘锋
仿生体系的分子组装是化学、物理

学、生物学和材料学等交叉领域的一个
研究热点，分子仿生的理念成为近年来
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科学
问题。出席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以“分子
仿生”为主题的第 387次香山科学会议
的专家指出，分子仿生将在人类探索生
物世界奥秘、新材料合成和新型功能器
件的研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分子马达值得期待

在生物体与生命过程中，生物分
子通过不同层次的自组装，由微观到
宏观，自发地形成了复杂且精确的多
级结构体系，实现了各种特异性的生
物功能。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化学所
李峻柏研究员在题为《分子仿生》的主
题评述报告中介绍，分子仿生是以人
工合成分子或生物基元为研究对象，
在分子水平上组装或制备结构与功能
仿生的新材料与新系统，研究与模拟
生物体中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生物膜
的选择性、通透性、生物分子或其类似
物的检测和合成等。分子仿生可以模
拟生物体实现多功能的集成与关联，
制备智能材料或分子机器，也可以仿
生实现生物相容和生物功能，制备生
物医用材料与器件，为现代材料科学、
特别是生物新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无限

的创新发展空间。
生物分子马达是将化学能转化为

力学能的生物大分子。这些大分子广泛
存在于细胞内，它们是蛋白质，也可以
是 DNA，常处在纳米尺度，因此也称作
“纳米机器”，分布在线粒体膜内的 ATP
合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小的一种旋
转分子马达。

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纳米技术研究
中心贺强教授介绍，将从生物体中分离
的 ATP合酶重组到仿生微胶囊上，不
仅能实现活性蛋白在体外的重组，再现
生物体中 ATP合成的生物过程，更好
地理解活性蛋白功能，同时也有助于人
们模仿生物体的自组装、识别及跨膜的
物质传输等功能，开发出相应的功能材
料和器件，如新的仿生材料、药物靶向
输送和控制释放载体等。
清华大学隋森芳教授介绍了生物

三维电子显微学在这方面的进展及其
在分子仿生领域中的意义。隋森芳说，
在较复杂的系统层次上对生物大分子
自组装体系以及由它们进一步形成的
亚细胞结构的组装、结构及功能的研究
已经成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会议执行主席、清华大学刘冬生教

授指出，核酸分子马达未来的研究热点
应该是定量研究核酸分子马达的做功
过程，揭示纳米尺度下的能量转化规
律，制备出生物医用领域中的智能材
料，同时为研究蛋白质分子内 /间相互
作用提供工具。

仿生膜制备仍面临诸多挑战

细胞是组成人体和生物体的基本单
元，细胞膜具有其特定的组成、结构和功
能，对细胞的生物活性和功能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通过对细胞膜的材料、结构和
功能进行科学的模仿制成“仿生膜”，将
有望创造出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
医学和药学的新概念和新技术。会议执
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汪尔康研究员说，进一步揭示天然生
物膜的奥秘，更加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其
生命机理，对解决医学、农业以及工业上
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峻柏介绍，仿生膜的研究就是在

充分了解和认识生物膜的组成、结构和
功能，尤其是磷酯、脂质体和蛋白及其
结合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与
制造出与其组成或结构相似的仿生膜
体系，模仿生物膜的信息传输和识别功
能。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张欣研究

员指出，仿生膜结构材料的可控制备依
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尺寸和均一性
的控制、仿生膜的结构模拟、更复杂的
仿生膜及其功能的设计与调控、规模化
制备技术和装备以及仿生膜的实际应
用等。仿生膜的可控制备目前还停留在
试验阶段，开发新型的规模化制备技术
和装备并最终实现产业化，将成为未来
的发展方向之一。

构建功能化分子仿生体系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欧阳钟灿研究员介绍，很多天
然和人工组装的结构，如病毒衣壳、蛋
白质组装体、DNA聚合物和表面活性
剂组装体都能形成正二十面体结构，正
二十面体相对其他正多面体具备最小
的弹性能量，是最稳定的多面体对称结
构。这一发现对认识自组装体的形成机
制和力学性质，以及新型组装体的构建
和功能化具有指导作用。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范青华研

究员认为，实现分子仿生体系的功能化
将是未来研究中所遇到的挑战之一。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分子组装的

角度研究仿生体系目前在国际上还处
于发展的初期，目前我国科学家在该领
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分子仿生研究
应服务于能源、环境检测、生物医药等
重大领域。重点应关注：搭建复杂生物
体系的微流控技术研究平台，发展活性
分子仿生体系的构建，将现有的 ATP
合酶马达蛋白体系拓展到其他马达蛋
白体系；建立分子仿生组装体形态演化
物理模型；开发新型分子仿生功能可控
器件；开发新的分子仿生微纳工艺，提
高仿生体系的稳定性和重现性；发展新
技术提高理解分子仿生体系工作的精
确性，开展分子仿生纳米机器和蛋白质
分子仿生工程等前沿领域的研究等。

分子仿生为构建新体系与
发展生物新材料提供创新空间

———第 387次香山科学会议综述

项目·成果

项目一：棉花组织培养性状纯化及外源基因功能验证平台构建

“棉花组织培养性状纯化及外源
基因功能验证平台构建”专项技术使
我国首次在国际上建立了以田间活
体棉株叶柄为外植体的棉花成熟组
织培养高效再生技术体系与高分化
率材料选育方法。
该项专利技术，通过叶柄组织培

养，从中棉所 24、中棉所 27、冀合 312
和中 091等 4个品种中筛选出叶柄
分化率在 100%的棉花组织培养“纯
系”20个，其无菌苗下胚轴分化率均
能达 95%，并建立了稳定的组织培养
体系。利用稳定的组织培养体系，筛
选出 3 类适宜该体系的高效转化载
体，其中 pBI121/131载体的转基因
植株阳性率达 76.4%。以此载体转化
棉花“纯系”下胚轴，其转化率达
32.9%，与定向筛选前的材料相比，是

原来的 2.88倍；若转化叶柄，其转化
率为 51.8%，与定向筛选前的材料相
比，是原来下胚轴转化率的 4.5倍。该
项目每年可转化验证外源基因 160
个左右，建立了我国基因验证技术平
台。
“外源基因功能验证平台”所获

得的基因功能信息，可使上游单位有
针对性地改良和优化相应的候选基
因，淘汰没有价值的基因，提高了工
作效率。同时创造了一批转基因材料
涉及到抗棉铃虫、抗蚜虫、抗黄萎病、
纤维品质改良、耐旱等重要性状，部
分转基因材料已交育种家应用。
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

究所生物技术室研究员李付广等人
主持完成，目前已获得 2010年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项目二：用于 2型糖尿病防治的专利新药—太罗

由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等单位进行的
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对照临床研究
证实，“太罗”是目前最好的 2型糖尿病
治疗药物。
研究人员在运用药物分子设计理

论对罗格列酮母核进行详细的计算和
分析之后，经过无数种试剂和方法试
验，发现罗格列酮内酰胺键上的氢呈
现微弱的酸性。根据这一新发现，研究
人员合成了全球唯一的罗格列酮钠
盐，并对其进行了专利保护，“太罗”就
是在抗糖尿病药物马来酸罗格列酮基
础上进行再创新并取得成功的创新
药，打破了跨国制药公司对该类产品
的垄断。
有关专家认为，现有的糖尿病药

一般只有降血糖一种功能。而“太罗”作

为最新的胰岛素增敏剂，却有四种功
能，即减少胰岛素抵抗，保护胰岛β
细胞，降低血糖，阻断、减少心脑血管并
发症。“太罗”能减少糖尿病并发症，控
制血糖波动也很稳定，副作用极小，对
正常血糖没有降低的作用，不会造成
低血糖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太罗”没
有饮食时间的限制，可以和所有类型
的糖尿病治疗药物联合用药，准糖尿
病人和新糖尿病人也可单独服用。

用于 2型糖尿病防治的专利新
药—太罗是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
由太极集团投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
制，并由太极集团独家将其成果转化
成生产力的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抗糖尿病专利新药。该产品已入
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
品目录》。

项目三：环境友好型肥料的制备技术与应用

“环境友好型肥料的制备技术与应
用”项目针对缓 /控释肥包膜材料难以
降解和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发明了新型
无残留低成本缓 /控释肥包膜材料、制
备工艺与装备；针对工业有机废弃物处
理成本高、难以利用等问题，发明了制
备有机肥的关键工艺和核心装备；针对
农业有机废弃物利用前处理困难的问
题，发明了简捷高效的处理工艺；针对
微生物肥料效果差和吸附载体资源受
限问题，开发出微生物肥料新菌株和替
代型低价吸附剂，实现了肥料高效化和
工农业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环境友好型肥料创制的技术发明

主要有四点：第一，发明了无残留低成
本缓 /控释肥包膜材料和中微量元素
新型螯合剂，筛选出微生物肥料新菌
株。第二，发明了缓 /控释肥、有机肥和

螯合肥节能、降耗和减排新生产工艺。
第三，发明了肥料生产核心设备。第
四，创制出缓 /控释肥、微生物肥、有机
肥和滴灌肥等新型肥料产品 52个，明
确了其作用机理和效果。
发明新工艺是提高工农业有机

废弃物肥料化利用的关键，以提高
肥料利用效率、资源化利用可农用
工农业有机废弃物为目标，通过“环
境友好型肥料的制备与应用”技术，
能够有效促进肥料产业节能减排、
农业生产节本增效、保证粮食安全
和环境友好。

项目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
料研究所所长刘兆辉主持完成，该技
术已在国内外 400多家肥料企业应
用，生产出各类新型肥料 560余万吨，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4.6亿元。

项目四：抗条纹叶枯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

针对我国水稻抗条纹叶枯病抗
性鉴定技术体系和分子标记聚合育
种技术体系尚未建立，抗病种质、基
因、品种匮乏等突出问题，“抗条纹叶
枯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
用”研究成果有效克服了此项难题。
该项目提出了灰飞虱非嗜性和抗

生性鉴定、强迫饲毒与集团接种相结
合的水稻条纹叶枯病抗性鉴定方法，
研制了室内与田间相结合的水稻条纹
叶枯病鉴定技术和指标，首次建立了
规模化水稻条纹叶枯病抗性鉴定技术
体系，并对 10977份水稻资源进行了
抗条纹叶枯病鉴定，筛选出高抗种质
212份。项目还挖掘和标记水稻条纹叶
枯病抗性基因 /QTL，创建分子标记聚
合育种技术体系。同时，选育系列抗条

纹叶枯病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实现
了南方粳稻区的快速应用。
从 2000年开始水稻条纹叶枯病

在我国南方粳稻区大面积流行，每年
损失约 45亿元，给水稻生产带来巨
大危害。该成果有效解决了南方粳稻
区长期受条纹叶枯病威胁的难题，有
力地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为保障
我国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可持续性
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由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徐淮
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等 9所高等院校共同研究的成果。
目前，此项目已获得新品种权 7项，
申请发明专利 8项。
（据国家奖励办网站，整理：李惠）

阴本报记者 包晓凤 阴李惠钰
“拔剑出鞘，全员起舞，攻无不克，战

无不胜”对光明精准管理镜头下的“工厂
千分”标准，光明总裁郭本恒作出了这样
的评价。

近日，光明乳业宣布，从元旦开始，光
明旗下所有工厂开始正式执行最新修订
的 F版“工厂千分”标准，这已是第 5个修
订版本。据光明乳业质量总监钱莉称，基
于对适合乳业发展的精准质量管理体系
的需求，自 2006 年起，公司选择以
“AIB1000分”为参考基准，结合乳品行业
特有的质量安全管理需求，已建立并逐步
完善光明首创的“工厂千分”考核体系。

坚守“良心”与时俱进

据中国质量协会与全国用户委员会
公布的《2010年液态奶消费者满意度调
查报告》中显示，液态奶行业的消费者满
意度只有 72.5分，低于 2009年的 76.2
分，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在质量信任度
方面，有 44%的消费者已经不相信生产商
对乳品质量的承诺；45%的消费者不相信
奶品生产商对原料奶来源有很好的控制。

面对中国乳业之殇，光明乳业总裁
郭本恒表示，乳业是个良心企业，唯有好
心才能做好奶。为了使中国乳制品更健
康，消费者更有安全感，光明以首创的“工
厂千分”标准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后台中强
化管理，坚守“良心”贯穿始终，不断修订

和提升标准，推进国产乳品质量与国际全
面接轨。
“在每年修订过程中，我们也都会把

新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国际乳业
发展需求加进去，然后全面分解到日常管
理运营工作中。”钱莉说，“2010年底定稿
的 F版又增加了不少与时俱进的条款及
内容，凡是上个年度考核发现比较薄弱的
地方，新版标准就更细致更强化。”
“工厂千分”标准每年都有提高、审

核内容和方式都越来越严格，从 2010年
开始，已经不提前通知，而是随时“空降”
审核，但所有工厂的考评分值几乎每年都
在提高，这表明其真实的质量管理能力和
实际效果也在逐年拔节。光明乳业新闻发
言人、公共事务总监龚妍奇表示，“工厂千
分”实施这 5年来，给光明带来的不仅是
软件方面的提升，硬件上也有很大的更
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为升级
乳业精准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光明“工厂千分”标准内容涵

盖：乳品质量管理体系，建筑设备等硬件
设施，检测工艺，过程控制，员工培训、管
理及环境卫生 5个项目模块，每个模块分
值均为 200分。

“工厂千分”炼就 AIB乳业嘉奖

经与 AIB国际组织正式确认，光明
乳业奉贤分厂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 AIB
食品安全标准评审的乳制品企业，同时也
是唯一一家取得“excellent”评定成绩的

乳制品企业。相关信息显示，我国虽有其
他极少数乳品企业曾宣称采用 AIB千分
标准或参加了认证培训，但目前尚未通过
AIB国际组织的合格认证。
“奉贤分厂能够拿到中国乳业唯一

的 AIB国际认证‘excellent’嘉奖，是在近
年来实施光明‘工厂千分’标准的基础上
炼成的。”钱莉介绍，自 2006年开始，国内
很多乳业开始效法欧美企业建立
ISO9000系列、HACCP等各种质量管理
体系，而当时光明旗下的所有工厂此类体
系都早已建立完善。并初步建立“工厂千
分”质量管理考核体系，实施过程中各个
工厂质量管理水平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持
续提高，考评分值也越来越好。
“对于光明来说，这次摘到 AIB国际

认证的“excellent”评级嘉奖，代表光明在
精准化质量管理领域提升到了新的发展
阶段。”龚妍奇在采访中说，2010年光明旗
下所有工厂不仅在“工厂千分”标准审核中
频结硕果，同时全部通过HACCP（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的再审认证和国家
GMP（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认证，并建立
了与国际接轨的 ISO22000（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

AIB是发起于 1919年的非盈利机构
美国烘烤技术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Baking）的简称。“AIB1000分”成为当
前发达国家较为通行的食品安全与环境
卫生的国际标准之一，在中国千余家乳品
企业中，光明是最早引进并创新实施这一
国际标准的公司。

光明执行新版“工厂千分”标准
提升乳品质量

绿大地苗木基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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