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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包晓凤
在中国，乳品安全一直是个焦点

话题，近日，这一焦点话题的核心主
角被锁定在“高科技”身上。8月 2日，
由光明乳业承建的乳业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开建仪式在沪举行。全
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上
海市人大副主任胡延照、上海市副市
长沈晓明共同启动仪式，同日，承载
光明乳业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光明乳
业研究院”也正式落成。
“这是业内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堪称代表中国乳业科技创新最高

水平的‘封顶’之作，其开建则是光明
‘金字塔’式高科技战略版图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中国乳业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光明乳业总裁郭
本恒说。

四面“盾牌”护航乳品

在信任危机阴霾犹存的背景
下，如何才能扫去乳品消费阴霾重
现蓝天？

郭本恒表示，科技含量更高的乳
品会更安全、更健康、更营养、更新
鲜，这正是光明乳业“高科技金字塔”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锻造的四面“盾
牌”，也是履行其“为安全护航，为健
康助跑”的使命。
“高科技金字塔”是光明乳业“科

技领先”战略的象征，据郭本恒介绍，
“高科技金字塔”的使命就是“为安全
护航，为健康领跑”，目标是把它建成
中国乳业自主创新的标志性建筑。根
据光明乳业规划，“塔尖”是国家重点
实验室，“塔身”是国家工程技术中
心，“塔基”则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资料显示，光明乳业自 1999年确

立“科技领先”发展战略之际，就成立
了亚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乳业技
术中心；2002年率先跻身 320家国家
级技术中心，2004 年成功进入前 50
位，迄今为止光明仍是业内唯一拥有
国家级技术中心的公司。
“根据公司规定，光明乳业用于

科研经费的投入约占当年公司销售
收入的 3%，逐年水涨船高。近年来
光明乳业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增长中
科技贡献率已超过 70%，远远高于
30%~40%的行业平均水平。”郭本
恒说，“光明乳业通过研发已经建立
了系列快速检测技术，以及原料奶
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和质量溯源体
系。”

据消息人士透露，就在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建揭牌之前，科技部部
长万钢还特地安排时间听取了郭本
恒关于乳品安全与检测的工作汇
报，肯定了光明乳业“高科技金字
塔”的成果，同时对乳业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光明寄予厚望。
“近年来国人对中国乳业失去

了信任，只有保证质量安全才能重
建起老百姓对于乳品产业的信任。”
万钢部长表示，“乳品企业要把如何
保证民众的食品安全当成是机遇，
希望光明能够使我国乳业重振雄
风，打造一个好名牌，生产出最高品
质的牛奶。”

专利、“健”字值得信赖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作为乳业生
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承建者，光
明乳业需要承担很多国家重点科技
项目，同时还要拿出过硬的成绩，比
如两年左右要在这四个研究方向获
得一定数量的国家发明专利、“健”字
证书以及重要论文等等。

据郭本恒介绍，光明承建的乳
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立足国
际前沿和国内乳业发展需要，将主
要围绕四个待突破的方向展开科研

工作，即科技部核准的“原料奶及乳
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新型乳品发
酵剂理论与技术”、“功能性乳品理
论与技术”及“新型干酪及其副产品
理论与技术”等。
“虽然实验室今年 8 月 2 日才

正式揭牌开建，但实际上光明乳业
早早就已‘兵分四路’，沿着四个国
家核准方向奋力起跑，一年之后已
四面开花、颇有建树。”郭本恒说。

据介绍，目前，光明乳业拥有的
降血清胆固醇功能的植物乳杆菌
ST-III 和具有降压功能的干酪乳杆
菌 Lc2W已产业化，打破了我国发
酵乳制品领域所使用的“直投式发
酵剂”市场长期被国外知名企业垄
断的局面。

专家认为，当今世界食品发展的
主流是营养平衡产品，功能性乳品大
行其道是必然趋势，但基于功能性乳
品对研发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只有科
技领先型企业才能攀登至此。

据悉，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证
书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
志，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的“健”字证书，则是功能性乳品
认证的最高标志。通常而言，拥有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和“健”字证书的乳
品更值得信赖。

高科技为乳品安全护航
———乳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光明乳业

阴本报记者 龙九尊
7月 28日，致力于打造玉米全株

产业链的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力生物）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至此，奋斗了 10年
的龙力生物踏上借力资本市场发展
的新征程。

上市交易当日，龙力生物开盘
报 25.56 元，比发行价格 21.50 元上
涨了 18.88%。国泰君安预计，2011
年 ~2013 年，其每股收益分别为
0.62 元、0.75 元和 1.02 元。若是如
此，将为龙力生物后续发展带来可
观的支撑。
龙力生物是一家以玉米芯、玉米

为原料，生产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
等产品，并循环利用玉米芯废渣生产
纤维素乙醇等新能源产品的企业。

龙力生物招股说明书显示，本次
发行 4600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
象配售 90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3760
万股。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投向年产

6000吨低聚木糖建设项目、精制食品
级木糖及结晶阿拉伯糖联产项目、年
产 5000吨晶体麦芽糖醇项目、沼气
发电项目、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 5个项目。

根据招股说明书，功能糖为龙力
生物核心业务，也是其最主要利润来
源。2008年、2009年、2010年期间功
能糖产品毛利分别为 14567.71万元、
15287.28万元和 16939.00万元，分别
占同期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 78.43%、
80.82%和 70.76%。

不过龙力生物表示，纤维素乙醇
是公司努力培养的战略性业务，将逐
步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纤维素乙醇是以用玉米秸秆、玉

米芯等纤维素物质为原料制备的燃
料乙醇。我国自 2006年开始有企业
建设中试和生产装置，但由于相关工
艺尚不成熟，导致成本过高，无法实
现正常盈利。
《科学时报》记者获悉，龙力生物

从 2005年开始研发纤维素乙醇的生

产技术。龙力生物纤维素乙醇项目
2009年 10月建成投产，当年生产线
处于调试磨合阶段，实现小规模生产
2065.32吨。2010年生产线逐渐进入
平稳运营阶段，产量达到 35141.24
吨。
龙力生物表示，已经设置了相当

的行业进入障碍。在技术方面，其拥
有玉米芯废渣生产纤维素乙醇的发
明专利。成本方面，利用循环经济模
式，使用木糖废渣生产纤维素乙醇，
且自己生产纤维素酶，解决了成本问
题。
分析师预计，国内大部分纤维素

乙醇项目目前的生产成本约为 6100
元 / 吨，主要是秸秆、玉米芯等直接
原材料和酶制剂成本。由于秸秆、玉
米芯为农作物废弃物，且数量庞大，
价格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
况；随着技术的进步，酶制剂成本必
然大幅下降，从而提高纤维素乙醇的
盈利能力。因此，石油价格和技术进
步是影响纤维素乙醇企业盈利能力

的主要因素。
不过影响燃料乙醇行业的不利

因素也值得警惕。纤维素乙醇有可能
因产量增长，对秸秆、玉米芯等需求
增加而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此外，
由于秸秆、玉米芯等原材料价值较
低，不利于长途运输，因此燃料乙醇
的单厂产能易受区域原材料供应限
制，影响企业规模壮大。
龙力生物表示，将争取成为国家

级纤维素乙醇样板工程，并依托纤维
素乙醇的核心技术，力争成为国内生

物质新能源的领跑者和行业标杆，获
得国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资格。

龙力生物董事长、总经理程少博
在 7月 19日新股发行网上路演时表
示，公司已与中石化签订了合作意向
共同申报国家燃料乙醇定点，目前已
报到国家发改委，待定点批复后公司
即成立燃料乙醇生产企业。

据悉，此次募投建设项目之一、
投资金额为 4989.7 万元的功能糖综
合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将对纤维素乙
醇相关技术开展研究。

龙力生物登陆资本市场
未来主打纤维素乙醇

易盟网络完成首轮私募
融资 5000万元

天津易盟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近日完
成了首轮私募，获得天图创投旗下投资机构的
5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合众资本在本轮私
募融资中担任了易盟网络的独家财务顾问。
易盟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

力于家庭服务行业信息整合平台研发及深
度服务运营的公司。目前，其“95081”的服务
热线品牌已得到家庭客户的广泛认可。据介
绍，2010年，我国家庭服务业产值约为 6962
亿元，且每年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
约 40%的城镇居民家庭需要家庭服务。

天图创投是国内最早从事创业投资的
专业机构之一，重点投资领域包括医疗健
康、消费品、低碳经济和 TMT四大领域。管
理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 50亿元。

合众资本（SSG Capital）创立于 2003年
3月，是一家专注于为大中国地区成长性企
业提供私募股权投融资、并购上市和投资管
理的投融资服务提供商，已经为 20家以上
企业提供了总金额超过 4亿美元的私募股
权融资服务。 （包晓凤）

“资本改变产业 2011年
中国医药资本年会”召开

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资
本改变产业 2011 年中国医药资本年会”7
月 30 日 ~31 日在武汉光谷生物城召开。
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东湖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贾耀斌、湖北省药监局、工
信厅及武汉市部门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医
药产业相关领域的约 200 多人参加了此次
会议。
本届年会同时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最具竞

争力医药上市公司 20强、2011年度最具投
资价值医药上市公司 10强颁奖盛典。云南白
药、上海医药、联邦制药等 20家公司荣膺
2011年中国最具竞争力医药上市公司。2011
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医药上市公司 10强中，恒
瑞医药、复星医药等 10家公司上榜。

此外，本次会议还开设了以“资本改变
产业”为中心的主题演讲。会议吸引了
RDPAC现任总裁、安斯泰来中国区原总裁
卓永清；全球最大制药企业辉瑞的中国区总
裁吴晓滨；全球第二大制药企业诺华的中国
区总裁尹旭东等近十家跨国药企中国区高
管和上药集团、复星医药、神威药业、马应
龙、九州通等国内医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等
高管参会。 （润土）

中国药促会举行第九届
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

中国药促会第九届会员大会第二次会
议日前在山西省长治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焕晓、中华医学会副
会长祁国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监
司处长郭清武等出席会议。

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代表药促
会理事会向大会作了《中国药促会 2010年
度工作总结暨 2011年度工作安排的报告》。
宋瑞霖说，2011年度的工作主要要以“创新、
产业化、国际化”的目标，以服务政府、行业
和会员单位为宗旨，加强行业自律，促进我
国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提高我国医药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桑国卫院士
作题为《脑血管病药物上市后研究对我国新
药研发的启示》的学术报告。桑国卫指出，中
国面临药物创新的大好机遇。他说，复方创
新成为国际新药研发最新趋势，新药创制必
须重视成药性评估。

来自国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石药集团、
复星医药集团、天士力集团、上药集团、太极
集团等副会长单位和沈阳药科大学、军科院
毒物药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药学院、天津药
物研究院、山西振东集团、东北制药集团、科
伦药业、杭州民生药业等理事单位的 70多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李惠钰）

“西北干旱区抗逆农作物
种质资源调查”项目启动

“西北干旱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调
查”项目启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科技
部、农业部相关领导，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中国工程院院士
董玉琛，以及项目主持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相关人士 50余人出席了项
目启动会。

干旱缺水、土壤盐渍化等非生物胁迫
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
主要限制因素。为此，2011 年科技部启动
了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西北干旱区抗逆
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重点项目。该项目
围绕西北干旱地区，开展抗逆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种类、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生物学
特性、利用价值、濒危状况等基础数据展
开调查；采集基础样本，并从中筛选抗旱、
耐盐碱、耐瘠薄等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
明确我国西北干旱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制定西北干旱区抗
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
发展战略。

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王述民研究员就项目的总体目标、工
作内容、实施方案、人员分工和运行机制等
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阐述。 （润土）

龙力设备生物工业区

阴本报记者 龙九尊
上市刚好满月的广东冠昊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昊生
物）连续三次发出股价异动公告，让
外界对这支新股充满猜测。有分析师
表示，可能是资金看中了其没有被炒
作过的原因。

7月 6日，主营再生医学材料及
再生型医用植入器械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冠昊生物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数量为 1530万股，其中网下
配售 30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1230万
股，发行价格为 18.20元 /股。

上市后两日的成绩让人大跌眼
镜，7月 7日、8日两个交易日，冠昊
生物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股价交易波动异常。冠昊生物随
后在 7月 8日发出股价异动的公告，
并决定在 7月 1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小时。
对于此次股价异动，冠昊生物表

示自己也很茫然。公告称，近期公共
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其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
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不过股价异常波动的事情再次
出现，但该次不是暴跌而是暴涨。 7
月 21 日、22 日，7 月 25 日连续两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20%。
对于该次暴涨，冠昊生物在其公

告中透露，7 月 25日，仁和（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文龙一行来

访，就整形美容方面的业务合作进
行洽谈。但“本公司尚未与其达成任
何形式的合作协议或意向，该事项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然而暴涨情形接着出现，7月 29
日、8 月 1 日、8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冠昊生物再次在其公告中强
调：“关于公司与仁和（集团）发展有
限公司就整形美容方面的业务合
作，目前暂不具备实施该合作项目
或签署有关合作协议的条件。本公
司承诺三个月内不再筹划该合作事
项。”

由于股份波动异常，冠昊生物
被股民称为神奇的新股，由于猜不
透股价异动的真实原因，股民希望从
冠昊生物在 8 月 5 日发布的半年报
告找到蛛丝马迹。但是 8月 4日晚间
冠昊生物发出公告称，由于报告制作
尚有部分工作未完善，半年报披露时
间延期一日，并且其
股票自 8月 5日开市
起停牌，至 8月 8日
开市复牌。

“这轮新股的集
体爆发，可能是资金
看中了其盘子小、没
有被炒作过的原因。”
华龙证券一位分析师
分析说，冠昊生物所
在的医疗器械细分行
业“还是挺被看好”。

冠昊生物招股说
明书透露，公司首个
产品“生物型硬脑

（脊）膜补片”（商品名：脑膜建）累计
使用量已超过 10万片，目前已成为
国内第一品牌，市场占有率第一，已
在全国 700余家医院内临床使用。

据悉，冠昊生物曾获国家发改委
批复、授牌为“再生型医用植入器械
国家工程实验室”，并获得国家发改
委批复、立项的“再生型生物膜高技
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冠昊生物上市公告书显示，2011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2042.76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95%；利润总额为 237.50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10.25%；净利润为
232.1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4.97%。
“公司基于自身在再生型医用植

入器械领域的竞争优势，2011年第一
季度总体经营情况良好，实现了营业
收入、净利润的稳健增长。”冠昊生物
一位人士表示。

上市公司动态 生物可降解金属是本世纪初开
始迅速发展的以镁基合金和铁基合
金为代表的新一代医用金属材料，这
类新型医用金属材料摒弃了人们通
常将金属植入物作为生物惰性材料
使用的传统思想，巧妙地利用镁和铁
在人体环境中可发生腐蚀（降解）的
特性，以可控方式实现金属植入物在
体内的修复功能，并逐渐降解直至最
终消失的临床目的。出席日前在北京
举行的以“生物可降解金属研究发展
与临床应用面临的挑战”为主题的第
391次香山科学会议的专家指出，由
于镁和铁均是生物体中不可缺少的
微量元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独特的降解功能、优异的综合力学性
能及加工成形性能，因而具有诱人的
临床应用前景。
与会专家围绕“生物可降解金属

的研究与发展”、“生物可降解金属在
材料研究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生
物可降解金属在临床应用方面所面
临的挑战”等议题，分别从材料、医
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多个角度研讨了
可降解镁基合金和铁基合金研究及
其植入器件的设计思路、应用前景以
及实现临床应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和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会议执行主
席、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杨柯研究员作
了题为《可降解金属—一类革命性的
新型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的主题评述
报告。

与会专家认为，在临床应用方
面，目前对可降解金属在体内降解
产物的生物安全性方面仍缺乏完整
的研究数据，需要进行更加系统和
细致的研究，从而为可降解金属的
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可降解金
属在骨科、血管支架方面的临床应
用前景最为诱人，如何实现可降解
金属在体内的可控降解，是其医学
临床应用中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技
术问题。镁基合金降解速度过快导
致的可降解镁合金植入器件在体内
的力学强度衰减速率过快，将会影

响治疗效果。目
前还未形成针对
人体植入应用的
可降解镁合金的
材料体系，而鉴
于镁合金的力学
性能仍不如现已
临床应用的不锈
钢、钛合金等医
用金属材料，在
可降解镁合金植
入器件的设计与
制造方面仍需进
行广泛的研发工
作。

近 10 年来，
可降解镁合金研
究在国际上一直
非常活跃且发展
迅速，现已逐渐
进入到医学临床
应用的研究 阶
段，而且我国在
可降解镁合金研
究方面与国际发
展同步。但与会
专家认为，我国
的可降解金属领
域研究，尤其是
其临床应用研究
正在面临严峻的
挑战。我国目前
还停留在个体或小组自发的研究行
为层面上，急需组织国家层面上的
团队协作，通过来自材料学、生物医
学工程、医学等多个学科的科学家
们的通力合作，加快我国在可降解
金属方面的研究发展与医学应用，
将基础研究优势迅速转化为临床应
用优势，尽快占领国际相关领域的
制高点。并借此提升我国医疗器械
行业的创新能力，彻底改变该行业
国际竞争能力严重低弱的现状，创
造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润土）

生
物
可
降
解
金
属
临
床
应
用

面
临
机
遇
和
挑
战

冠昊生物上市满月股价接连异动

资讯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胡延照（右）和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共同为乳业科技金字塔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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