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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China Bioindustry

阴本报记者包晓凤
过去一年，深圳生物产业销售收入

超过 500亿元，同比增长 30%。深圳生物
产业正开足马力向前突进，“深圳创造”
旗帜徐徐展开。
《科学时报》记者近日从深圳市有关

部门获悉，深圳市今年安排 5亿元专项

资金，组织实施两批生物产业项目计划，
全力推动生物产业发展。

“深圳创造”名声鹊起

深圳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
深圳生物产业销售收入超过 500亿元，
同比增长 30%，产业规模位居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城市前
列。

其中，医疗
器械、生物医药
产业规模全国领
先。深圳已成为
我国最具影响力
的医疗器械产业
集聚地、大型精
密医疗设备和医
用电子仪器设备
的重要研发生产
出口基地，产值

约占全国的 13%、广东省的 50%。“深圳制
造”已成为中国高品质医疗器械产品的
象征，“深圳创造”正成为中国医疗器械
产业自主创新的旗帜。
与此同时，华大基因、迈瑞、华润三

九、健康元、海普瑞、信立泰等一批企业
已成长为我国各专业领域自主创新的龙
头企业。2010年，以上述企业为代表的生
物产业企业获得良好的发展。
在生物医药领域，健康元、华润三九

等龙头企业平稳增长，同比增速约 20%。
海普瑞增速则达 73.26%，海王生物为
45.55%。生物服务领域名声显赫的华大基
因，同比增速达 87.8%。目前深圳已拥有
生物领域上市企业 19家，占全省的 50%
以上。
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第一批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城市，深圳在 2009年
率先出台了《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2009-2015年）》和《深圳生物产业振兴
发展政策》，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科学时报》记者获悉，2010年深圳
制定了“2010-2012年推进工作方案”，
组织实施了三批专项资金扶持计划，扶
持项目总计 289个，扶持资金合计约 6.4
亿元。其中产业化项目 46个，总投资约
33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产业
规模约 320亿元。
深圳市重点项目进展顺利，总投资

7000万欧元的赛诺菲巴斯德流感疫苗项
目以及总投资 9990万美元的葛兰素海
王流感疫苗项目均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华润三九、致君制药投资建设的制药生
产基地、威尔德投资建设的 B超生产研
发基地均已建成投产。

多管齐下做强产业

未来几年，深圳希望通过建立生物产
业产学研联盟、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加
快产业基地建设、组织实施专项资金扶持
计划、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分类支持企业
发展等手段全面推进生物产业的发展。
在建立产业产学研联盟方面，深圳

将制定生物产业产学研联盟计划，并且
鼓励华大基因组建基因工程产学研联

盟，逐步完善基因产业链，加快推进深圳
乃至全国基因产业发展。
在强化生物医疗、生物医药产业优

势地位的同时，深圳着力培育生物服务、
生物环保等被认为是具备条件并且发展
前景广阔的产业。
深圳将加快推进坪山深圳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核心区、现代农业生物育种创
新示范区、盐田大梅沙成坑基因产业集
聚区等生物产业基地和集聚区建设。
深圳今年安排 5亿元专项资金，组

织实施两批生物产业项目计划。在生物
医疗、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生
物制造和生物能源等 6个重点领域，着
力组织 10多个专项，全力推动生物产业
发展。
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方面，深圳将

充实完善生物产业重大项目库，加强项
目储备，其中包括信立泰生物医疗器械
生产基地、海普瑞生物医药总部基地、深
圳国家基因库建设等重大项目。
深圳市还将建立生物领域重点企业

信息库，分类扶持培育企业。支持华润三
九、华大基因、赛百诺、华因康、金瑞凯利
等一大批企业做大做强。

经历了 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
国正面临着资源、能源、环境等可持续
发展的巨大压力，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挑战。
“经济转型发展离不开创新科技的

支撑，发展工业生物技术是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5月
25日，在青岛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工业

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说。
工业生物技术的重要性已被各国

所知悉，据经合组织（OECD）预计，到
2030年大约将有 35%的化学品来自工
业生物技术。李家洋说，工业生物技术
必将成为生物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以
合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
科技，将催生全球工业生物技术的新革
命。
在此背景下，我国工业生物技术领

域的科学家、企业家及政府主管部门积
极加强交流与合作，中国工业生物技术
发展高峰论坛即为该领域重要的交流
平台。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局局长张知彬说，自 2007年以来，中国
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联合有
关部门成功举办了四届中国工业生物
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受到各方的积极响
应。
在此次为期三天的论坛中，共举办

了工业生物技术产业论坛、中—日生物
技术高峰论坛等两个分论坛，以及能源
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与仿生技术、资
源生物技术、化工生物技术、海洋生物
技术、环境生物技术等 6个学术专场报

告会。
会议吸引了国内外工业生物技术

领域 30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出席论
坛。其中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哈尔滨工业
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南琪，华东
理工大学教授、“973”能源微藻项目首席
科学家李元广等科学家。
此次论坛激发了美国波音公司、英

荷壳牌集团、法国道达尔集团、荷兰帝斯
曼公司、丹麦诺维信公司、中海油公司、
中粮集团、新奥集团等公司参与的热情。
他们为这一新兴领域的巨大潜力所吸
引，渴望占据市场的勃勃雄心在他们报
告中随处可闻。

在上述多个报告会中，科学家与企
业家就工业生物技术发展的技术前沿、
机遇与挑战等多个问题进行充分的研
讨。

李元广表示，能源微藻项目大约 5
年能够实现产业化。不过，也有参会人士
认为这一目标“过于乐观”。

新奥集团生物质能研发中心总经
理刘敏盛透露，在新奥的能源微藻项目
中，微藻含油比可大于 40%，提取比则为
80%~93%，而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效率可
达到 95%。

“我们现在关注生命科学以及材料
科学来推进我们业务的发展。”帝斯曼中
国生物技术中心总监 Reinhard Karge
说，帝斯曼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得很好，
2010 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 15 亿美
元。
波音中国研发中心研究合作总监

尹久盛说，目前在中国还没有能源微藻
联盟或协会，他建议几家研发实力强的
单位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成立一个联
盟，对能源微藻的瓶颈问题作研究，并
且共享相关的数据。

2010年，美国波音公司与中科院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签署了《关于推
进藻类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合作备忘
录》，拟共同开发藻类航空生物燃料。
也不乏有政府及金融界人士“潜

水”于论坛中，他们试图从会议中挖掘
出可以投资的项目。国家开发银行评审
二局处长刘勇在中—日生物技术高峰
论坛上介绍了国家开发银行对生物产
业的支持情况及未来的计划。
“这个论坛已经成为政府、企业、科

研机构、大学、金融机构等部门合作的
平台，在推动我国生物技术创新和生物
产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知彬在介绍前四届论坛所取得的成

就时总结说。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08年，中国

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倡议成立
了中国科学院生物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旨在推动生物技术的转化，加快实现产
业化。目前联盟企业已达 170余家。
李家洋说，在创新联盟的框架下，通

过政府、产业界、学界、科研院所、金融等
要素的有机结合，将推动科技成果的对
接，促进国际技术的转移，推进国内外深
入合作，加快生物技术产业化进程。
论坛举办城市青岛拥有全国近一

半的海洋科技人才和海洋科研机构。青
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秦敏透露，“十二
五”期间，青岛将加快推进生物技术、新
材料、新能源等 12个高新技术产业项
目产业化基地建设，计划到“十二五”
末，这些项目产值将突破 2500亿元。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所

长王利生表示，未来该所的研发重点将
聚焦在生物能源、生物基材料、生物能
源应用技术三大领域。
本届高峰论坛由中国科学院生命

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高技术产业司、科技部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联合主
办。 （部分专家观点见 B3版）

李家洋在第五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指出：

工业生物技术将成生物技术发展中坚力量
阴本报记者 龙九尊

李家洋

阴本报记者 龙九尊
在 1977 年左右，水危机就被提了出

来，在以后 30多年时间中，不同国家和地
区之间由于水资源引发的争端此起彼伏。
有人耸人听闻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
是为了争夺水。

正是在此背景下，哈尔滨工业大学教
授、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南琪对城市水系
统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
认为，实现城市排放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是
保证城市水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思路，
同时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5月 25日在青岛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工
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上，任南琪在阐
述他这一观点时表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
依赖于生物学技术，“因为生物学是最经
济、有效的办法”。

城市水系统是包括水源、水处理厂、使
用、废水处理与排放等环节组成的系统。
在 2000年以前，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一样，仅仅要求废水能够达标排放即可。
但是现在，这一粗放做法带来的弊端逐渐
显现。
“如果再用、回用一倍的话，就可以少

取水一半，少排放一半，这对于节能减排的
贡献是非常大的。”任南琪说，“所以作为城
市水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
考虑。”
此外，从未来角度看，由于工业废水和

城市排放的污水其实并不废，其中含有大
量的资源，如果这些废水全部得到资源化

利用，其价值非常大。
任南琪在报告中援引的数据显示，仅

化肥生产就会以产生 57 亿吨（570millon）
废水，每年我国产生的废水数量庞大。
“‘废水’如何进一步资源化，包括能源

化？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任南琪说。需
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资源化利用，
用何种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
任南琪认为，主要应该从生物学的技

术来实现，“因为生物学是最经济、有效的
办法”。
作为探索，任南琪研究团队从 20世纪

9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利用废水制氢技术。
他们采用了混合培养的方法来制取氢气，
并于 1999年完成了中试，2005年完成了生
产应用试验。在这一试验中，他们利用废水
成功制取了氢气，并将成本控制到了 1.37
元 / m3，其中，废水处理费用占大头，为 1.2
元。
乍一看，1.37元 / m3的成本并没有优

势，例如甲醇制氢的成本可以做得更低，只
需 0.8元 / m3。但换个角度看，高成本是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暂时垫付的费用，随
着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成本随之下降。
毕竟，目前的氢气有 95%~96%来自天

然气、石油和煤炭，另外 4%是来源于电，这
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实现可持续
发展必须依赖于生物学技术。
任南琪表示，关键点有三个：一是菌种

资源、生物资源，包括构建和发现新的菌
种；第二，研制出非常好的设备和整套技术
系统；第三，充足的原料，例如木薯渣就应
该得到更充分和高效的利用。

阴本报记者龙九尊
“我国生物质能的瓶颈主要有两

个。”5月 25日，在第五届中国工业
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
云在大会报告中说，“第一个瓶颈是
生物资源量的不足，第二个瓶颈是生
物质能源发展的上中下游高新技术
的研发。”
在此间的会议上，匡廷云表示，

中国要发展生物质能源，首先要突破
上述两大瓶颈。作为解决途径，相应
的手段是提高能源植物的生物量，以
及在能源植物品种培育和推广上加
大力度。
经历了几次石油价格波动以及

由此引发的经济波动之后，石油消耗
大国都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能源以
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的情况
更是如此，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数
据，2010年中国能源消耗达 22.5亿
吨石油当量，排名世界第一。
很难想象，如果输往中国的石油

枯竭或中断，将对这个已经跃居世界
第二的庞大经济体造成的影响。科学
家和经济学家们都认同，这个新兴的
市场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占
据相应的地位，必须加强能源的自我
供应。当然，这包括了对未来全球化
石资源枯竭的普遍担忧。
不过在发展哪一种新能源问题上，

中国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毕竟，除了化

石能源，还有太阳能、核能、水电能、风
能、光能、生物质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
在过去一些时间里，核能被寄予厚望，
但是最近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正在
修正这一看法。
“在可再生能源中，不管是太阳能、

风能和生物质能，能够替代化石能源
的，我想首先是生物质能。”匡廷云说。
国内不少科学家与匡廷云持有同

样的观点。因为生物质能可以同时转化
为固液气三种状态的能源，同时还可以
电气化，而这一特性为其他可再生能源
所不具备。
此外，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二

氧化碳排放压力巨大。另一方面，由于
涉及到农村秸杆等农林废弃物，生物质
能源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了
起来，而“三农”问题是中国极力想解决
的难题。
基于国情和现实利益的考虑，发展

生物质能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其重要
性和迫切性也跟随着专家们的呼吁更
加突显。作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在国
家科技经费中，有不菲的经费投向这一
领域。
但是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生物质能

源并未获得质的突破，更不用说替代化
石能源。不过，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制约生物质能源发展的瓶颈倒是逐渐
清晰起来。
“我国生物质能的瓶颈主要有两

个，第一个瓶颈是生物资源量的不足，
第二个瓶颈是生物质能源发展的上中

下游高新技术的研发。”匡廷云说。
匡廷云在报告中所引用的数据

显示，全球年光合作用积累生物质总
量 2200亿吨，其中陆地为 1600 亿
吨。中国陆地总生物质年产量估计只
有 50亿吨，约为全球的 1/30。可以
看出，在宏观数据层面上，我国生物
资源并不丰富。
目前中国生物质能源现有资源量

主要来自农作物秸秆资源、林业生物质
原料、畜禽粪便。通过对现有资源量及
能源作物资源潜力的分析和评估，我国
的生物质资源量 2010年可达到大约
8.8亿吨标准煤 /年。通过系列高技术
研发及沙漠、盐碱等边际土地的开发，
预计 2050年可以达到约 13亿 ~14亿
吨标准煤 /年。
匡廷云说，生物质资源量是生物质

能源原料的物质基础，作为突破这一瓶
颈的途径之一，应当建立生物质能源基
地，也就是在我国不同地区筛选优质高
效的能源植物资源，建立能源植物繁育
和生产基地、规模种植及加工生产体
系。
在生物质能源发展的上中下游高

新技术的研发方面，匡廷云表示，需要
经过抗性基因的系统挖掘与分子设计、
重要基因的克隆和功能分析、分子模块
育种，以及品种的实验和推广等多个方
面来寻求突破。
“也就是说，能源植物、生物资源

的规模生产必须结合高新技术的研
发。”匡廷云说。

任南琪：
用生物技术
实现废水资源化

匡廷云：
生物质能源
两大瓶颈待突破

生物产业：“深圳创造”旗帜渐展

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祝

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圆满成功

为期三天的第
五届中国生物产业
大会 6月 16 日将在
深圳拉开序幕。日
前，记者专访了本次
大会组委会常务副
主任、中国生物工程
学会理事长、南京工
业大学校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欧阳平凯。
《科学时报》：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对推动我国生物产业的发展发挥了什
么作用？
欧阳平凯：我国自 2007 年起，已

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中国生物产业大
会”，它在宣传我国生物产业政策，搭
建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促进政
府、企业、科研以及金融界之间的对
接，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化、集聚化、国
际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
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积极效果。
从国家发改委的角度来讲，利用生物
产业大会这一平台可以更好地与地方
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等进行沟通
和联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科学时报》：经过这几年的推动，

我国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物制造、
生物能源等方面发展水平如何？
欧阳平凯：生物医药是我们国家

最重视的，投入力度很大，生物医药也
获得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但
是，生物医药在产学研合作上更多重
视新药研发，而对于医药制造的重视
力度不够，我觉得应该在生物医药制
造方面加大投入，要发展中国特色医
药路线，多为老百姓谋福利。
生物农业方面，虽然国家对生物农

业的投入力度也很大，但是资金与农业
产业的结合还是没有做到位，到现在为
止，我们国家还没有一家像样的种子公
司，通过生物产业大会这一平台，我认
为会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有所推动。
生物制造近几年发展较快，投入少

收益大，取得了很多世界第一的成绩。
生物能源也是我们国家重点推动的，现
在最大的挑战是人多地少，利用非粮来
生产生物能源是很有必要的，生物技术
是发展生物能源最重要的推动力。
《科学时报》：到 2020年，生物产业

要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未来几
年要在哪些方面获得突破才能实现这
一目标？
欧阳平凯：我国生物产业尚存在

科技基础弱、产业规模小、政策环境不
完善等诸多问题，生物产业的发展任
重而道远。未来几年首先要结合科技
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一起
推动生物产业的发展。要进一步推动
环境与生产的结构变更，改变环境与
生产脱节的问题。例如在环境污染问
题上，目前整体上集中于水污染、气体
污染和固体污染，国家有很严格的污
染排放标准，但是对于科技型中小企
业，如果有太多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企
业很难开展工作。其实，环境问题更多
的是需要有人去监督，更重要的是要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银行也要加大支持生物产业的力

度，特别是对于中小型生物企业，最需要
突破的是用何种策略、方式去支持。通过
这一系列的突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科学时报》：本届大会主题“培育

生物产业，发展绿色经济”对我国生物
产业的现状和未来释放出哪些信号？
欧阳平凯：我觉得低碳经济是发展

经济的重要模式，生物技术是新时代的
低碳技术，生物技术时代来临给中国人
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而且发展
经济要靠技术的强烈推动，产业、资源、
环境、经济要结合，同步发展。
《科学时报》：深圳作为我国经济

特区之一，它在我国生物产业经济版
图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未来可能在
哪些领域获得突破？
欧阳平凯：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火

车头，也要在生物产业上起到带头作
用。深圳在转基因药物、基因测试及服
务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诞生了世
界第一个基因治疗新药、第一张亚洲
人基因图谱、第一台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等一大批自主创新成果。深圳地处
广东省南部，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作为首个国家
创新型城市试点地区，我认为，深圳未
来会在生物制造和生物能源上获得突
破。

欧阳平凯：
生物产业需要
多部委推动
阴本报记者 包晓凤

深圳市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