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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包晓凤
虽有三聚氰胺等行业性危机事件的牵绊影

响，光明乳业的销售业绩依然在去年初冬时节
突破百亿。光明乳业近日透露，2012年元月，公
司整体销售业绩超额完成预算至少 20%以上，
畅优、莫斯利安、优倍、培儿贝瑞等明星产品更
是全线出彩，2012年市场目标保守估计将达到
130亿元。

2012年是光明乳业正式启动“腾飞之旅”的
吉祥元年，但对于中国乳业而言，以往“黄金年
代”30%以上的年增长率已成旧梦，由三聚氰胺
事件引发的行业性寒流亦迟迟未走。
在全球最差生乳标准、虫子国籍事件、散奶

风波、癔症门、污染门、致癌门等重重阴霾中，中
国乳业的 2011之行难免显得磕磕绊绊灰头土
脸。实际上，自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东窗事发
至今，中国乳业已连年接踵遭遇连阴雨，“口水
黑幕”屡被踢爆，消费者信心一直没有真正恢复
元气。饶是如此，中国乳业虽然步履蹒跚，却仍
旧前行。

秘诀在于“全线高端”

“除了消费信心需要继续恢复之外，2012年
整个乳品行业所面临的主要压力与上年趋同。”
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分析认为，乳业压力一方
面来自于行业增速放缓，近年来仅为 10%左右，
同时内涵式增长也乏力；另一方面源于成本的全
面上升，去年原料奶价格上升了 8%~12%，辅料糖

由 3000元 /吨涨到 7000元 /吨，能源价格以及
人工成本等也都有至少 10%左右的涨幅，不排除
今年物价仍会上涨，只是涨幅可能会放缓。
面对延续至 2012年的行业性寒流，光明乳

业选择以“内涵增长、自我发展”的方式来驱寒
保暖，其秘诀在于“全线高端”。

相关信息显示，目前光明乳业在鲜奶、酸
奶、奶酪这几条战线上已经占据最高端的领军
地位，常温和奶粉战线的高端产品都已具备，品
牌地位正在培育中。
按照郭本恒的布局，光明乳业从酸奶、鲜

奶、常温、奶粉每个品类当中选择一个战略性高
端产品重点聚焦，畅优、优倍、莫斯利安、培儿贝
瑞已在各自的阵营中领军挂帅。
“2012年公司将延续上年的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保守的市场销售目标是 130亿元，增速仍
然要争取超过行业平均增幅。”据郭本恒介绍，
支撑实现 2012 市场目标的依然是光明乳业
2009年就确立的三大支柱产业：新鲜、常温、奶
粉。按照规划，光明乳业麾下这“三驾马车”今年
开始明显提速，扬鞭全线高端，力争并驾齐驱，
全面推进“聚焦乳业、领先新鲜、做强常温、突破
奶粉”战略目标，以此暗中改写中国乳业“三分
天下”格局。
光明乳业新闻发言人、公共事务总监龚妍

奇对此的解释是，“三驾马车”加鞭提速是为“腾
飞之旅”作好热身准备；与此同时，公司也以“全
程质量精准管理体系”和“高科技金字塔”为两
翼继续锻炼升级产品竞争力，并提速奶源、工
厂、科技三个领域的基础建设，为“腾飞之旅”拓

宽跑道全面开路。

三大领域建设提速

据了解，在奶源方面，2012
年年底之前，光明乳业在武汉投
资 1.3亿元建设的华中首家“生
态示范牧场”将竣工投产，可饲
养奶牛 3000 头，年产鲜乳 1.32
万余吨，为光明高端鲜奶优倍的
生产输送更多优质原料乳；在河
北规划投建的 3000~5000头规模现代牧场项目
也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此外还有股东上海
牛奶集团也重磅助阵，苏北 4万头规模海丰牧
场已经初期投产，又将在其他地区投建类似规
模的现代生态牧场。
在工厂方面，位于天津的华北中央工厂，作

为光明乳业在华北的常温产品战略性生产基地
今年可建成投产，日产可达 1000吨。另一位于
上海马桥的华东中央工厂，作为光明乳业鲜奶
和酸奶品类的战略性生产基地，主体结构也将于
今年完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60万吨液态奶。此
前，光明乳业奶粉品类去年已有两座“中央工厂”
在去年年底率先建成投产，其中黑龙江光明松鹤
二期主要生产本土婴幼奶粉品牌优幼，新西兰新
莱特 2号工厂生产高端婴幼奶粉 100%洋品牌培
儿贝瑞，为“突破奶粉”立稳根基。
在科技方面，由光明乳业承建的乳业生物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在 2012年年底之前
通过国家验收，并将批量性收获多项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及各类科技奖项。据透露，2012年上半
年光明乳业还将推出一款具有震撼力的新品，
不是现有产品的延伸或改进，而是突破性的品
类创新。
执掌光明乳业之初，郭本恒就曾预测，多则

10年左右，中国乳业市场格局就会相对地稳定
下来，产业集中度会继续提高，只剩下几家乳业
巨头，与发达国家当今的乳业格局相似。

2011年中国乳业格局已如其所言初现端
倪：乳业三甲的日子还算好过，二线品牌已有半
数以上增长乏力，乃至陷入亏损泥淖，众多小型
乳企更是挣扎求生。
“无论规模大小，如果不做差异化乳品，一

味走同质化产品、低成本竞争的路子，缺乏足
够的研发和市场投入，前途只能是越走越
窄。”郭本恒直言，“2012虽有寒意，但并非中
国乳业的末日。不过，如果作为行业市场主体
的乳企，如果不持续提升自己，就意味着渐渐
沦陷。”

资讯

内涵增长自我发展光明乳业驱寒保暖

北京建立生物医药创新
促进平台

本报讯 2月 10日，北京生物医药创新促进
平台成立大会在京举行。该平台是继北京生物医
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之后，由北京市药监局牵头
组织协调成立的又一个集政策支持、信息服务、
技术支撑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
政府将进一步指导新药申请流程，提高药品注册
申报效率，缩短审批时限，促进成果落地。

北京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建立
后，药监部门将提早介入药物研发，实现监管关口
前移，确保药品质量；为企业提供兼并重组、品种
落地、技术转让、技术合作方面的咨询服务以及政
策解读，促进产品研发。在药物研发方面，该平台
将关注患病人数多、医疗费用高、痛苦程度重等方
面的重大疾病治疗药物，扶持疫苗、原研药等相关
重点药物研发。长期依赖进口产品的“孤儿药”也
将纳入该平台重点研发种类。 （李木子）

中国可再生生物能源公司
在加拿大上市

本报讯中国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枣庄新中兴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加拿大可再生生物能源
公司 2月 9日宣布在加拿大国家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加拿大可再生生物能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刘学典在上市庆祝仪式上说，该公司自主研发
“生物质干馏”裂解技术，生产木炭、焦油和煤气，这
项技术获得中国及加拿大知识产权部门的核准。
赶来祝贺的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领事党

海鹏说，中国企业对加拿大的投资从前几年的几
十亿美元快速增长至目前的近 200亿美元，投资
领域从能源资源领域向农业、节能环保、信息通
讯、制造业等领域加速拓展，多元化趋势日益明
显。

他说，加拿大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信息通
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有着突出
优势，中国正在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双方可加强相关领域的研发和商业合作。（郭康）

苏州纳米所设计开发出
高通量微生物培养芯片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国际实验室的甘明哲博士设计开发了
一种用于细菌平行悬浮培养的多通道微流控芯
片，它可以一次进行多个细菌培养实验。

该芯片在 7.5×5 cm2面积上集成 32个独立平
行的细菌培养单元，每个单元的培养液需求量极
少，仅为 50nL。在集成的气动微泵驱动下，培养单
元内的液体能够循环流动，带动细菌在培养液中悬
浮生长，且液体流速基本一致，适合进行平行实验。
由于整个芯片材料透明，可以随时观察芯片内细菌
的生长情况，该芯片结构已申请专利。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又进一步开发了第二
代微生物悬浮培养芯片。与前代芯片相比，该芯
片的集成度更高，在相同的面积上培养单元数量
提高到 120个，且单元内的液体循环流速更高，
这拓展了该芯片的微生物适用范围。该芯片不仅
可用于培养细菌，也可用于培养体积更大的酵母
菌。同时，芯片的制作工艺更加简化，这为以后芯
片的低成本批量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李木子）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临床前研究是新药研发的关键环节，主要是

针对药品在动物体内的药理作用、毒性、代谢、吸
收等方面的研究。该环节的完成质量直接影响着
临床用药安全。
高水平、高标准的新药临床前研究几乎长期

被少数发达国家企业垄断。上世纪 90年代中期
以前，我国涉及临床前研究的也只有少数几家大
型科研院所。
现在，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最早带来这

一变化的，正是在国内首个尝试临床前研究民营
企业化运营模式的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简称“昭衍”）。

中国第一家企业化 GLP实验室

昭衍现任董事长冯宇霞，在军事医学科学院
获得新药毒理、药理评价硕士学位之后，很想做
一些比基础研究更为实用的事情，希望能把知识
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冯宇霞的导师、我国著名毒理学家李培忠非

常支持学生的想法。而且他一直认为药物安全性
评价应该是企业化行为，并不特别适合科研单位
去做，中国应该有企业化的 GLP实验室。

GLP实验室（Good Laboratory Practice），就
是优良实验室规范。它主要是针对医药、农药等
进行的安全性评价实验而制定的规范。主要目的
是严格控制可能影响实验结果准确性的各种因
素，降低实验误差，确保实验结果的真实性。

1995年，冯宇霞创办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谈到公司的创办和发展，冯宇霞特
别感谢中国药理毒理学会一批老专家和导师的
支持与帮助。

1998年，昭衍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个上市的
基因治疗项目 SBN-1（ADV-P53）的非临床安
全性评价，进一步表明昭衍有能力将现代生物技
术应用于新药评价。

2004年，昭衍建立了符合中国 SFDA标准
的 GLP 实验室，2005 年通过了中国的 GLP 认
证，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化 GLP实验室。

通过美国 FDA GLP检查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 GLP的实
施，国外制药跨国公司涌入中国，陆续在中国建
立研发公司并在中国寻求研发外包，降低研发成
本，从而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医药行业尤

其是制药业的高速发展。迫于内外竞争压力和自
身发展需要，中国药企必须进行创新药物研发，
由于技术标准的提高和国际制药巨头的进入，研
发投入和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创新药物不能再局
限于中国市场，而必须走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
增加单品种的销售收入。否则，研发将无以为继。
因此，昭衍需要进一步提高接轨国际标准，

满足客户的创新需求。
昭衍一方面对大型试验设备进行更新；另一

方面，不断从英、美、日等国邀请专家来公司检
查、讲学和培训，又引进了一批相关专业的技术
人才，其中包括在美国 FDA药品审评中心工作
多年，熟知美国新药审评法规的新药审评员、拥
有美国毒理学证书且具有多年毒理学工作经验
的课题负责人等。昭衍不断提高软硬件水平，为
达到国际先进标准，实现国际化战略提供了强劲
动力。

2008年，公司获得了 AAALAC（国际实验动
物评估和认可委员会）认证。当时，国内少有企业
能获得这一国际权威认证。

2009年，昭衍迎来成立以来的又一次“大
考”：美国 FDA对公司进行 GLP 检查，FDA专
家对昭衍的实验设施及试验运行管理等给予了
高度评价，认为昭衍完全达到 FDA 的 GLP要
求。实验报告得到 FDA认可，所评价的药物获准
在美国进入临床试验。世界最大动物试验 CRO
（合同研究组织）之一亨廷顿已与昭衍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努力，昭衍也获得了客户

的好评。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黎表示，昭衍在服务意识和能力方面都很好，而
且对动物的使用非常科学。

自主研发新药通过昭衍研发平台顺利获准
在美国进入临床试验的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严庞科也对昭衍的服务水平给
予了肯定。

一步步走下来，昭衍构建了与国际接轨的新
药研发技术平台，搭起了中国制药业走出国门的
桥梁。

迎接新挑战

昭衍一路走来看似顺风顺水，这与其稳扎稳
打的发展方式是分不开的。然而稳健发展的昭衍
也不得不面临这个行业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自我国对生物医药产业不断增加支持力度
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加大新药研发投入，
从而一度引起新药临床前研究服务供不应求。

由于市场需求强烈，国有研究机构、民营企
业和外资公司纷纷加入竞争。

部分公立研究所开始转制尝试企业化运营；
以前没有涉足 GLP的药明康德也开始进军该领
域；全球最大的医药研发服务公司之一科文斯也
进一步拓展在中国的业务。

严庞科分析，市场竞争必将引起越发激烈的
人才争夺。为了获得人才，各企业会争相开出更
高的薪酬，这意味着成本的上升进而引起利润的
下降。
对于竞争的压力，冯宇霞深有体会。她认为，

资金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高价挖人和个别实验
室的不正常低价竞争都对昭衍构成相当的压力。

昭衍正计划通过终身员工制等方式进一步
激励员工，让员工真正实现和公司共同发展。冯
宇霞一直坚信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团队，也应

该是一个大家庭，员工都是家庭成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一点：

冯宇霞对大家都很和蔼亲切，员工见到这位领导
时也没有紧张局促的感觉。

在吸引人才方面，冯宇霞建议，国家可以给
予更多的激励政策，这将有利于处于早期发展阶
段的本土临床前评价企业更好地面对国际巨头
的竞争压力。

与中国药企共成长

昭衍一直倡导“与中国药企共成长”。

本土药企可以从昭衍获得性价比较高的
服务，而且由于双方都是本土企业，可以避免
与外资企业合作时产生不必要的沟通磨合成
本。

冯宇霞认为，国家应该更加重视昭衍等本
土临床前评价企业对国内医药产业的支撑作
用：“我们做一个新药评价收几百万块钱，意义
不在于昭衍通过这几百万自身形成了多少产
值，而在于中国药企因此节省了多少成本。我
们作为平台可以加快创新药物的产业化和国际
化，帮助药企创造更大的价值，促进本土医药
产业的发展。”

药物临床前研究民企也能担重任

姻韩健
这几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包括华尔街

日报在内的报刊、广播、电视新闻都大幅报道
Facebook 将要上市的消息，预计其市值将达
1000 亿美元。
粗略计算一下，按照这个估价，Facebook

需要在今后 10 年每年增长 30%!
有人质疑 Facebook 是否值这么多钱，而

我更关心的是，像这样的巨型公司为什么至
今在生物技术行业依然空白？近期“打得火
热”的罗氏收购 Illumina 案例，开出的支票也
不过六七十亿美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换个问法：生物技术（BT）行业何时才能

像 IT行业那么成功？
IT 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的便捷与品质的

提高，而 BT应该给人类带来健康与长寿。IT
做到了，而 BT 还差得很远。

消费者对 IT 产品非常熟悉，电视、电脑、
手机等产品已经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可是 BT
呢？普通消费者有几个能说出什么是日常生
活的生物技术产品？
没有拳头产品，产业就没有群众基础、没

有市场基础。
除了产品，BT 落后于 IT 的还有商业模

式。Google也好，Facebook也罢，都是全新的
商业模式：把自己的独家技术免费给用户去
用，钱不是直接从用户身上赚的，而是通过搜
索引擎或者用户兴趣来制订“个体化广告”来
赚的。
回过头来看看我所从事的生物技术领

域，这样的商业模式至今还没有被实践。在

BT 行业，厂家都还停留在直接从客户手里赚
钱的商业模式上，无论是医疗产品还是科研
产品都是如此。
如何在自己特有技术和产品以外去赚

钱？如何把自己的技术免费开放，让更多的人
受益，然后开拓出一个全新的盈利空间？这是
我们每个搞生物技术的人都该考虑的问题。

Google 的搜索引擎不收费，注册成为
Facebook的用户也不用交钱，所以才有数以
亿计的用户每天访问这些网站。而这些访问
行为本身形成的数据就成了 Google 和 Face-
book盈利的本钱。
这个模式在生物技术上能否借鉴？如果

把我们的专有技术免费开放给直接客户（比
如把 mPCR引物设计软件免费交给科学家使
用），那我们的间接客户是谁？谁来为我们的
技术和产品买单？
以我所从事的行业为例，mPCR 技术的

最直接客户是科学家或者厂家，他们需要使
用这个技术来开发诊断产品，而间接用户是
病人（或是医生）。此前，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
公司之一罗氏垄断了 PCR技术，科学家们成
为他们赚钱的对象：试剂要钱，仪器要钱，产
品开发出来还要交更多的技术使用费才能送
到病人手中。其结果就是科学家研发新产品

的热情被损耗，新产品少了，而最后真正有需
求的病人却还没有可用的产品。
这种商业模式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我们正在做的 iCubate2.0 开放平台，最大

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地实现技术开放，不把科
学家和致力于产品研发的生物技术公司当成
目标客户群、不从他们身上赚取。

当然，钱肯定是要赚的。不过在产业发展
初期阶段，保护科学家的研发热情，产品内容
（诊断试剂）多了，平台普及了，价格自然就会
降下来，最后受益的还是病人。

全世界都在担心医疗费用无限增长的问
题。医疗费用疯涨，是因为几乎所有医疗产品
的研发费用都居高不下，而研发费用高则是
因为所有生物医药公司都先在技术上赚大
钱，然后再试图从最终市场上赚钱。这也有情
可原，因为技术公司的专利有时限，在专利过
期以前他们需要收回成本，所以不得不向科
学家伸手。

生物技术领域如果想诞生 Facebook 这样
的公司，首先就得从我们落后的商业模式上
下手。如果我们的目光总是看着眼前的利益
（科学家手里的研发费用），放弃了长远的利
益（治病救人），那我们就不能承担起时代交
付的责任，而错过跨跃发展的良好机遇。

生物技术行业何时能有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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