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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姻本报见习记者 李惠钰
22 年前，一批曾经手握铁锤的地质工人

毅然闯入商海，建立起一个不起眼的生化小
厂———核工业华新生物化学制品厂，生产着
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生物农药“赤霉素”。

22 年后，这家生化小厂华丽转身，成为
一家中外合资的新企业———江西新瑞丰生
化有限公司（简称“新瑞丰”），赤霉素年产量
也从过去的 3.6 吨增长到如今的 100 吨，一
跃成为赣中红土地上的“绿巨人”。
“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共有 140 多家赤

霉素原药生产企业，而今仅剩下了 4 家。”在
日前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
高峰论坛上，新瑞丰总经理刘义雄的介绍引
起全场注意。

经过大浪淘沙般行业洗礼后，新瑞丰不
仅生存了下来，还发展成国内技术领先的植
物生长调节剂龙头企业。
对于一个出生在核工业系统下的“门外

汉”，到底是凭借怎样的力量发展壮大？又是
如何从市场疲软困境中走出低谷？小小的赤
霉素又拥有着多大的魔力？

增产丰收的“好帮手”

早在 1926 年，日本病理学家黑泽在水
稻恶苗病的研究中发现，水稻植株发生徒长
是由赤霉菌的分泌物所引起的。之后，日本
科学家又从水稻赤霉菌中分离出一种活性
制品，并得到结晶，最终定名为“赤霉素”。
其实，赤霉素就是一类属于双萜类化合

物的植物激素，其最突出的生理效应是促进
茎的伸长和诱导长日植物在短日条件下抽
薹开花，也是一种高效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据刘义雄介绍，目前已经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的赤霉素 A3、A4、A7 产品，都是由赤霉
菌所产生的多种成分的次级代谢产物。其
中，赤霉素 A3是世界现有生物农药中最为
成功的产品之一，也是促进农业高产增收不
可或缺的“好帮手”。
据了解，赤霉素 A3 能显著促进植物

茎、叶生长，特别是对遗传型和生理型的
矮生植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能代替
某些种子萌发所需要的光照和低温条件，
从而促进发芽。
“赤霉素 A3在水稻、水果、蔬菜、花卉等

领域应用广泛，尤其是能使杂交水稻制种产
量提高十几倍。”刘义雄对《中国科学报》记
者说。近年来，赤霉素不仅开始在水稻生产
上施用，而且还作为添加剂用于饲料生产。

数据统计，国内赤霉素市场目前的需求
量在 195 吨左右，市场缺口约 50 吨。可以
说，随着需求量的日渐增多，赤霉素未来的

市场潜力依然很大。

技术是取胜关键

不过，新瑞丰的成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
顺。建厂初期，该厂从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到
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地质找矿“转业”到生
化，既无技术又无经验，对生化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也都不熟悉。

据刘义雄回忆，特别是在上世纪 90 年
代期间，该产业“僧多粥少”，厂家们为争夺
有限的市场而竞相降价，致使大多数企业转
产、倒闭。初生的新瑞丰自然难逃厄运，产品
大量积压，致使职工一度迷茫。
不过，面对市场疲软，新瑞丰并没有

忽视对赤霉素产品的技术研发。当时，毕
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有着专业背景的刘义
雄与其他研发人员共同承担了国家重点科
技开发项目赤霉素 GA3 纯化新技术及产品
的研制。经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攻克了
赤霉素增白、提纯新技术难关，并且使
GA3 含量达到 99.8%以上，符合甚至超过了
美国 FCC 质量标准，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市
场竞争能力。
不仅如此，新瑞丰也是国内赤霉素行业

最早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早在 2007 年，新
瑞丰就聘请南昌航空大学环境工程学院着
手开展清洁生产方案编制，实施清洁生产技
术的改造，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赤
霉素提炼分离浓缩纳滤膜技术和工艺设备，
淘汰了以往的薄膜提炼。

据刘义雄介绍，薄膜提炼主要采用蒸汽
加热，真空浓缩的工艺，由于赤霉素为热敏
性物质，在蒸汽薄膜浓缩中，约有 2%的赤霉
素被分解破坏。而纳滤膜则是在常温下进
行，不需要蒸汽，水和无机盐小分子能够有
选择性通过，赤霉素被截留，从而达到分离
浓缩。
“新技术的膜处理能力提高 30％以上，

使用寿命和浓缩倍数比原来都翻了一番，大
大降低了分离浓缩和后续工序成本，而且提
取率也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刘义雄说。

亟待清洁生产

可以说，在当前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
行业准入标准提高、能源成本不断上涨和国
家强调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清洁生产就成为
赤霉素生产企业的“生存线”。

不过，如何更有效的清洁生产也是新瑞
丰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刘义雄看来，要
想实施清洁生产就要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
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键还要在
原料替代与节约、菌种和工艺的提高、产品

的优化以及废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下功夫。
“我们用淀粉自制饴糖来降低成本，可

问题是近年来淀粉价格连续上涨，使得我们
的成本也在上涨。”刘义雄称，新瑞丰试图通
过多种方法从原材料上进行节约与替代，但
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用提取色素后的紫
甘薯薯渣做发酵试验，但却遭受后提取时色
素会带入产品的困扰。
为了能让产品朝着高效、低污染的方向

发展，新瑞丰还开发了 20%可溶性粉剂、10%
可溶性片剂等新产品，并试图进入一些农资
市场和外销市场。然而让刘义雄苦恼的是，
新产品要想成功打入市场并非易事，国内市
场的接受速度十分缓慢。
另外，赤霉素产生的废渣和废液均属于

植物源物质，含有大量有机质、腐殖酸、氨基
酸和无机营养元素，废液中也含有植物生长

所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活性氨基酸。可以
说，这些废渣和废液是生产有机肥料的上好
原料。
刘义雄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新瑞丰

的研究人员将高浓度萃余液通过板框过滤、
浓缩、复配添加营养元素等方式，生产氨基
酸叶面肥。然而摆在眼前的仍然是市场推广
难题，由于生物肥的价格与农民所接受的价
格相差较大，市场推广一度受阻，进展缓慢。

不过，在刘义雄看来，对于赤霉素企业
来说，今后的行业竞争在原材料、人才、市场
等条件趋于大同，而要想在同行业中赢得优
势地位，决胜点还是在于清洁生产。
刘义雄表示，未来新瑞丰运用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另
外还要增加品种、改善品质，研制赤霉素新
型制剂以及其他生物农药和生物发酵产品。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将破千亿

本报讯 北京市科委委员刘晖日前在“第十六届北
京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上透露，北京市生物医
药产业近 3年的年均增速达 36.4%，到 2020年，北京市
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将达到 18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20%
以上。
目前，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南北两翼协调发

展格局，北部创新中心有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和海淀园；
南部制造中心则囊括了亦庄生物医药产业园和大兴生
物医药产业基地。南北两大聚集区总收入占北京市生物
医药产业总收入的 78%。据刘晖透露，未来北京市还将
针对昌平、海淀、亦庄、大兴等园区出台配套政策，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
据刘晖介绍，今后北京市还将大力发展高端化学制

剂、生物技术药物、现代品牌中药、先进医疗器械和生物
医药研发服务业。争取到 2020年，重点培育一至两个 20
亿元以上生物医药“重磅产品”。 （王庆）

华南国家抗体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将建

本报讯日前，华南新药创制中心联合广东吉美博抗
体药业有限公司共同引进了抗体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核心团队，欲将人才、技术、项目、资金和政策等优质
资源进行整合，共同在华南地区建设一个国际知名、国
内领先的抗体药物及产业化基地———华南国家抗体药
物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抗体药物工程研究中心是国际知名的抗体药

物研发和产业化中心。其核心团队以重大抗体新药和产
业化转化研究为目标，攻克了抗体药物大规模细胞连续
灌流和流加培养、大规模高效抗体蛋白纯化、抗体大分
子药物制剂等一系列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其研发的 3个
抗体药物已正式上市，进入不同阶段的在研抗体新药达
30多个。
据了解，华南地区抗体药物开发和产业化基地建成

后，将开展 6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抗体新药的研发，推
动成熟新药在广东进行产业化转化，预计 5年后可带来
超过 60亿元的经济效益。 （李木子）

罗氏制药首个区域运营中心启动

本报讯 12月 6日，世界知名生物技术企业罗氏制
药在成都设立的西部运营中心正式启动运行，这也是
罗氏制药在中国设立的首个区域运营中心，负责管理
罗氏在西部的省、市、自治区的业务。与此同时，罗氏制
药还宣布启动“志行西部”战略，将携手中国西部的政
府部门、医疗机构，在西部地区推行创新药物和治疗方
法。
罗氏制药亚太区总裁陆可表示，决定成立西部运营

中心是希望能够在西部地区进一步拓展业务，包括一些
重点制药领域如肿瘤、病毒性肝炎的治疗测试、诊断等
等。希望通过和当地研究机构、学术性的医疗中心合作，
以提升药物的可及性。
据悉，罗氏制药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跨国

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制药和诊断业务。其在抗肿瘤、抗
病毒、炎症、代谢和中枢神经系统等领域拥有领先技术，
也是糖尿病管理领域的先驱。 （黄明明）

海洋生物有机肥在青岛试验推广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海洋生物有机肥项目在长
达 3年的试验推广中取得显著效果。研究人员通过在
青岛、临沂和烟台等地区 500余亩的田间试验，结果显
示，海洋生物有机肥的施用，可以使苹果树均衡生长，
结果枝和营养枝比例平衡，提高苹果的抗逆性和抗病
性，腐烂病、轮纹病发生显著减少，果实品质明显提
高。
据介绍，海洋生物有机肥原料主要有牛、羊、兔子

的粪便以及海产品加工产品的废弃物，海产品主要利
用的是贝壳粉、海藻及鱼骨粉。研究人员根据土壤的营
养元素、透气性，按不同比例加入发酵菌混合发酵而
成。
据悉，海洋生物有机肥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

瑞的指导下，山东省农业产业体系水果创新团队的支持
下，由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农
业大学联合研究而成。 （郭康）

两步发酵法生产可食用纤维素

本报讯在海南传统的椰子加工业中，大量的椰子
水被倒掉，不仅浪费资源，还污染土壤。这一直是海南
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由发明人钟春燕研发并获得授
权的“两步发酵法生产可食用纤维素”中国发明专利，
创造性地采用两步发酵方式生产可食用纤维素，解决
了环境污染问题，提高椰子加工效益 10%以上，同时大
幅度地扩展了椰果原料范围，彻底解决了制约椰果产
业发展的瓶颈。
传统的自然发酵过程中，椰子水受自然界各种杂菌

的影响较大，发酵率低，所需时间长，品质也难以得到保
障。而“两步发酵法”则开创了标准化生产的新时代，通
过对整个生产工艺的优化，减少了发酵过程中的污染，
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周期，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据介
绍，该专利自实施以来，已新增产量近 30万吨，新增销
售额近 1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新增产值 200
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李木子）

生物催化制备鱼油新技术通过鉴定

本报讯 由河北康睿达脂质有限公司研发的一项名
为“生物催化制备高含量多烯酸甘油三酯”的鱼油制备
新技术，日前在石家庄通过了由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中心与沧州市科技局共同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项目
达产后预计年产成品 300吨，实现工业总产值 6750万
元，利润 1560万元。
鉴定专家组认为，该项目采用固定化脂肪酶催化技

术，将甘油与多烯酸乙酯进行酯交换制备高含量多烯酸
甘油三酯，生产工艺集成了多项新技术。主要包括：采用
新型生物反应系统代替传统反应器，使反应效率大幅提
高，反应时间缩短到 20多小时；采用温柔导向反应器分
离回收固定化酶，实现了反应一体化；采用高真空装备
去除乙醇等副产物，在大幅提高效率的同时提高了产品
品质。 （梦萌）

资讯
公司故事

赤霉素龙头谋建绿色生存线

我国是世界精细化学品第三大国。精细
化工产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具
有复杂结构与质量要求的有机功能化合
物，以及一些事关民生健康的“重磅炸弹”
级药物大品种等精细化学品。

精细化工包括医药、农药、染料、材料等
40 多个行业，是当今世界各国化学工业发
展的战略重点。商务部已将精细化工列入
重点发展产业之一。

有机合成遇挑战

以医药、农药及其他功能性化合物为代
表的精细化学品等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化
合物，其高效工业生产代表了现代工业有
机化学的重要方向，而有机合成反应与技
术则是获得这些化合物的最直接手段。
精细化工产业与有机合成技术相辅相

成，工业有机合成的崇高方向与目标就是
在有限的时间，采用有限的手段、资源，以
最简单、经济、环保的手段生产质优价廉的
精细化学品。

精细化学品产业化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如何设计与利用这些技术更是一个艺术与经
济的问题，细节与系统以及要素集成是产业化
关键，经济性与“始终如一”的质量保障则是全
民普惠的基本要求。
有机合成技术具有反应可靠、分子可以

灵活“剪裁”等优点，但由于大多数有机化
学反应的不完全性，分离纯化以及相应的
能耗、废弃物等贯穿了整个产业的全过程，
因此，分离纯化与设备等构成了现代有机
工业的核心。一般而言，工业上 70%以上的设
备、50%以上的物（能）耗、30%以上的分离纯化
成本及废弃物都是在分离纯化过程中产生的，
这就导致了高能耗、环保等问题。
有机合成技术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

选择性（化学、立体与手性）与复杂性问题，
选择性与复杂性意味着多样性、不稳定性
及风险性。挑战与解决这些难题具有创新
与革命性意义，而有机合成技术由于反应
性与选择性的先天缺陷，不能根本解决这
些问题。

生物催化成新宠

以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生物催化
技术具有高效、高选择性、转化条件温和、环境
友好等优点，可完成一些用传统的化学方法很
难实现的反应，因而成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替
代和拓展传统化学技术的主要方法，并广泛用
于制备各种精细化学品。
工业生物催化技术被看作是继农业和医

药生物技术之后，生物技术发展的第三次浪
潮，是实现原子经济反应和生产过程绿色化的
重要技术。因此生物催化技术替代传统有机合
成技术，必将在精细有机合成中发现并找到行
业的沃土。

两种技术优势互补

通过生物催化与有机合成的交叉集成与
优势互补，可以解决药物合成面临的选择性、
环保、能耗等问题。生物技术是解决化学合成

中的选择性与复杂性的理想手段，生物技术与
有机合成的交叉集成也将成为绿色制药发展
的主要方向之一。
生物催化技术的专一性导致了其应用的

局限性，通过有机合成与生物催化技术的交叉
结合与集成，解决精细化工的产业问题，代表
了我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有
机合成技术为生物催化技术的发展、应用指明
并提供了更多技术、产品及产业机会。
生物催化与有机合成的交叉集成主要可

以从两个方向开展：以有行业影响力的产品为
目标，开发合适的生物催化技术；对现有实验
室研究比较成熟的酶进行工业化及固定化，加
快推进生物催化技术在精细化学品合成中的
应用。

未来发展建议

我国生物（催化）技术的发展首先应当以
有影响的行业（如生物医药、材料、精细化学

品）及产业为导向，明确具体的市场及产品；以
有显示度的大品种（如农药、基础化学品、材料
等）为具体目标，尽快建立与理顺具有中国特
色的产、学、研、官、资以及转化、孵化、产业化
的关系与机制，推动生物（催化）技术由只有长
远的研究与规划，向以市场、目标及过程为导
向的产业发展方向聚焦；以企业为主体，通过
要素集成，提升行业影响力，提高产品显示度，
推动我国绿色精细化学品产业的健康发展及
产业升级。
生物技术要以具有明确市场及行业影响

力与显示度的大品种为目标，通过生物催化与
过程技术从资源、环保、节能减排、减碳等多方
面来改造传统精细化工及相关产业。

我国在医药、农药、食品、食品添加剂、工
业表面活性剂、基础有机化学原料、生物及生
物医用材料等精细与特种化学品方面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个大品种及相关产业都
迫切需要通过生物技术来改造传统产品与产
业，这为生物催化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提供了
重大的机会。

建议从合作机制及产业分工着手，建立专
业的针对特种酶的工业应用设计、过程化、产
业化研究团队与企业群；在生物学科及化学学
科设立专门的交叉研究方向，以产品导向、产
业发展及企业参与及学科交叉为特色，整合系
统资源，组建生物催化技术在生物产业中的快
速反应研发与产业化特种部队。

预计在未来几年，生物催化与有机合成集
成技术研究将成为我国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
热点领域。手性氨基酸、手性醇类、胺类化合物
是构建手性医药、农药，材料等的官能团主体，
水解酶、酯酶、氧化还原酶等是构建这类化合
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同时，对实验室研究比较成熟已经可以
工程化的脂肪酶（如 Nov435）、氧化还原酶、
腈基水解酶、转氨酶等的工业应用，特别是
在有行业影响力的医药产业，以及有产品显
示度的生物农药、材料及基础化学化工行业
应当予以重点关注，加快我国生物（催化）技
术产业化的进程。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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