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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姻本报记者王璐
驱车穿过黑龙江双城市市区，20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幸福乡，这里有一个占地 10公顷的
奔新牧场，牧场里的近十位工人共同经营着 230
头奶牛。据牧场的工人们说，这些奶牛平均一天
能产 2300公斤奶，对于这样的产量，工人们很满
意。
奔新牧场的奶牛与其他散户所养殖的奶牛

有一些不同，奶牛们吃的青贮、羊草以及混合饲
料中添加了一些有利于奶牛健康的营养成分。并
且，这里的奶牛几乎个个脊椎骨都稍微凸出一
些，体形上显得有点儿“骨感”。牧场的工人告诉
记者，为了保证奶的产量和质量，奶牛们也是要
保持“身材”的，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以稍稍凸
出一点儿脊椎骨为最好体形。
在双城，像这样规模的牧场大概有 60多处，

它们几乎都经历了由散户养殖到集中养殖的过
程，目前的管理和规模已经很像样了，牧场功能
齐全，拥有现代化的养殖和挤奶设备。并且，雀巢
公司为这些小牧场提供担保贷款，同时进行日常
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最终，这些牧场生产出来的
鲜奶，大部分进了雀巢的收奶车。

类似双城这样的模式，雀巢也在呼伦贝尔和
青岛推行，通过向当地的农户提供养殖培训和技
术支持，来加大对于规模化养殖的推动，雀巢希
望通过诸多努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奶源供应基
地。

一所全国奶农都能参加的学校

今年 1月份，双城市人民政府与雀巢公司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同发展现代化奶牛养殖，将
这一雀巢在华最大的鲜奶供应基地建造成领先
的、管理水平最专业的奶区，成为国内奶牛养殖
和管理的典范。
半年之后的 6月 6日，雀巢在双城宣布将在

黑龙江双城郊区建设一个占地 60万平方米的奶
牛饲养管理培训中心，用以教授中国奶农怎样建
立自己的牧场、如何改善饲料、提高牛奶品质和
产量、改善奶牛的健康等等，并提供世界一流的
奶牛优良品种和奶牛育种技术。在培训中心，每
年将有 700人次学会如何医治病牛，还会得到专
业兽医的支持。

记者了解到，奶牛饲养管理培训中心总投资
1.8亿元，一期工程计划于今年年底竣工。培训中
心包括一个培训基地和三种形态的示范牧场。其

中培训中心占地 1万平方米，主要用来教学；示
范牧场涵盖了一个有 1520头牛的奶牛小区、有
1200头牛的大型农场和 8000头牛的巨型牧场。
据介绍，奶牛小区将为小奶户和个体奶户向

专业管理的奶牛小区或规模化牧场过渡提供实
践指导；而大型农场和超大型农场，则是帮助现
有的规模化农场向更大规模发展，并使用现代化
的管理手段。
在这一项目中，蓝德雷贸易有限公司、亚达

-艾格威有限公司及东石北美牧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雀巢的合作伙伴将分别在牧草技术、
奶牛育种、牧场设计与建设方面提供支持。
“双城的培训中心，实际上是对全国开放

的。”雀巢大中华区食品及饮料部总裁苏博透露，
中心在先期对奶农提供培训的时候，不会收费。
随着面向全国开放，其将会为从业人员提供收费
培训。
此外，雀巢目前正在向黑龙江省相关金融管

理机构申请建立一个“金融贷款担保平台”，用以
给奶牛小区和农户提供贷款担保。

别有新意的合作模式

三聚氰胺的风波，让更多人对中国奶源环节
薄弱的问题有了强烈认知，而业内普遍认为，散
户的大量存在导致国内乳企奶源来源复杂，存在
食品安全风险。基于此，推进规模化养殖成为一
个不错的选择。

在这条路上，雀巢的思路别有新意，即推动
零散奶户集中化养殖，但不作为牧场的直接所有
者，而是以技术及管理提供者出现。

对此，雀巢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董玉
国说：“我们认为自己的优势只在生产环节，而
不是牧场管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对自己
奶源产生影响，得到好质量的奶源，所以我们
越过了所有的第三方环节，直接和农户去对
话。”

与自建牧场所投入的成本相比较，雀巢的这
种基于培训获得奶源的成本明显小很多。同时，
雀巢还考虑到提高整个牧场的效率，比如一头奶
牛的单产奶量有的是 10~20升，有的是 15~25
升。如果产量能够提升增长，那么盈利空间就很
大了。

哈尔滨市畜牧兽医局局长秦德亮分析，如果
通过科学管理、规模饲养，一头奶牛可年增产 2
吨鲜奶，全市以 20万头奶牛计算，一年可以增产
40万吨鲜奶。

姻吴伊欣
上海，浦东，国际医学园区。
在这个以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著称的园区

里，阿敏生物的 LOGO格外显眼。绿色的星月环
抱着公司的名称，似乎提醒人们，这是一家清真
生物制品生产企业。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研制、生产、销售系列清

真生物制品的高科技企业。自成立之初，阿敏生
物就紧紧把握生物产业的发展机遇，持续关注并
迅速占领了生物产业的细分领域———清真生物
产业。”上海阿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苏
翰说。

生物产业奇葩

“清真生物制品是指原料来源及生产过程等
环节均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的生物制品。”上海
阿敏生物子公司———甘肃阿敏生物清真明胶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辉介绍。
据了解，世界穆斯林人口基数极其庞大，约

有 15亿有清真要求的消费群体。目前，伊斯兰会
议组织（OIC）成员国已经达到 56个之多，具有
极大的清真生物制品消费市场。
“具有产业优势的‘生物’一旦与以市场为导

向的‘清真’结合，就造就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清
真生物产业，是一朵不折不扣的奇葩。”上海伊斯
兰教协会前会长白润生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毕竟，生物产业的广阔前景没有人怀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高度评价道：“以生

物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技术突破和
重大战略需求为基础，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
资源消耗少、环境保护好，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
益好的特点，引领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展。”
数据支持了杨胜利的观点。
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生物产业，

在“十一五”期间产值从 6000亿元跃升到 16000
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达 21.6%；预计到 2015
年，中国生物产业产值将会超过 4万亿元。
那么，市场对“清真”的需求又有多大呢？据

新加坡中央社报道，全球清真制品的每年产值高
于 1.5万亿元人民币，并仍以两位数递增。
“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刘辉说。
事实上，有清真习惯的穆斯林人口约占全球

的近 1/4，其中 1/3人口的购买力接近发达国家
水平，这些国家对清真生物制品需求量非常大。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上述国家缺少必要的工业
基础、人才队伍和研发能力。
“穆斯林国家几乎没有生物制品的制造能

力，绝大多数依托进口。”阿敏生物副总经理苏有
录总结道。
另外，清真生物产业遵循生物产业的普遍规

律，准入门槛高、科技含量大。然而，包括欧美发
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往往忽
略了穆斯林国家的特殊需求。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考察和采购，清

真生物制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马来西
亚知名制药企业 Ain Medcare公司总裁赛义德博
士显得有些无奈，“我们迫切需要符合伊斯兰教
法、门类齐全、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生物制品。”
无疑，中国在清真生物产业上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无论从原料供给、工业配套，到科技人
才、研发水平都具备占有这块广阔市场的能力。
地处西北的兰州市敏锐地感受到这一领域

大有可为。
兰州市副市长牛向东表示，该市将打造国内

首个清真生物产业集群。拟以阿敏生物清真明胶
项目为龙头，实现构建集研发、生产、内外销售为
一体的最具影响力的外向型、科技型、综合型清
真生物制品产业园区。
“清真生物产业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国外市

场潜力很大。与传统产业相比，其具备较大的上
升空间。”民生证券资深医药行业研究员李平祝
认为。

产业领跑者

经过 10年的发展，从 50万元起家的阿敏生
物已经发展成固定资产近 4亿元、拥有多家子公

司的高科技清真生物制品企业。
“并不是我们能力有多大，关键是市场给我

们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谈起创业之路，苏翰很有
感触。
“核心技术，推动清真生物制品产业”，自创

始到现在，阿敏生物始终坚持这样的技术发展
观。

10年来，阿敏生物的产品遍销穆斯林市场。
他们特色产品清真牛肝素钠、羊肝素钠远销埃
及、马来西亚等国；核心产品清真胶原蛋白、清真
硫酸软骨素及氨基葡萄糖已获得了东南亚客户
的广泛认可；清真小牛胃凝乳酶成功进入了伊
朗、土耳其等市场。

中国是动物生化制品制造大国，但是中国多
数企业大都以猪起源的原料进行工艺制造。而阿
敏生物从创建伊始，就致力于在原料替代、制造
工艺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

事实上，清真生物制品制造是一个特殊的高
科技工业领域。产品制造既要有强大的清真原材
料获得能力，同时要有大规模动物生化制品制造
能力。
“生物制品清真化，并不像人们认为的只是

原料替换那么简单。”技术出身的苏翰说。
原料不同，就意味着产品工艺的全部改变。

同时，如何优化工艺，如何严格控制成本、提升产
品质量，也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点。

阿敏生物技术团队在 1位博士后和 3 位博

士的带领下，逐步克服了“动物生化制品清真化”
的诸多技术难关。
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取得（或申请）了 7项国

家专利。其中，亲和层析法大规模生产低分子肝
素钠、一步法联产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胰脏
中联产提取四种酶等多项技术成功运用于生产
实践，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作为国内最大的清真生物制品制造商，阿敏

生物将“做大做强、引领中国清真生物产业”作为
己任，围绕其优质产品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和合
作。
阿敏生物在上海扩建了其精品生产线，可保

质保量地为国内外消费者生产生化原料精品和
成品；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及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他们还创建了大
规模粗品原料生产厂。
在国外，阿敏生物于马来西亚创建合资工

厂，生产鱼胶原蛋白，成功占领东南亚和中东市
场。

2012年 2月 13日，阿敏生物全资子公司、甘
肃阿敏 3000吨清真明胶产品试产成功。中国日
用化工协会明胶分会理事长刘抱一称赞道：“（阿
敏生物）3000 吨清真骨明胶生产线顺利投产
……填补了中国和全世界无清真骨明胶的空
白。”
据了解，甘肃阿敏总投资 1.85亿，建设有全

世界第一条现代化清真明胶生产线。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 2.2亿元，利税 4000万元。
“阿敏生物二期明胶生产线将投资 4亿元。

实现年产清真硬胶囊 20亿粒、清真软胶囊 10亿
粒、清真胶原蛋白 1500吨，年销售收入 5.5亿元
人民币。”刘辉说。
为了占据清真生物产业制高点，阿敏生物致

力于完善对外清真保障体系。
“（清真认证）保障体系相当于国内生物企业

出口穆斯林国家的通行证。”阿敏生物副董事长
孙玉安解释说。
为了帮助中国国内企业进行清真认证和清

真保证体系培训，让更多的中国优秀企业和产品
走向国际穆斯林市场，阿敏生物与印度尼西亚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国家清真认证
机构（MUI）合作，以独家代理的形式成立了中国
办事处。
“现在我们已经帮助 400多家国内企业完成

了清真认证。”苏有录非常自豪。

清真益清

“现阶段国内频频出现部分生物产品、添加
剂等生产原料不合格、使用不安全的现象，特别
是没有专门为穆斯林群众生产提供可靠的、可信
的清真生物产品，使得清真生物产品成为国内空

白。”在首届中国兰州清真生物产业高峰论坛新
闻发布会上，牛向东指出。
根据伊斯兰教法，清真产品必须符合伊斯兰

教法的可食用动物（牛、羊、鸡、鱼等，不食用猪及
其制品作为原料）；不得使用血液、自然死亡动
物、病死动物及其原料；必须按伊斯兰教法屠宰。
另外，产品制造过程中不得加入不符合伊斯兰教
法的物质，同时产品储存也要符合该教法的规
定。
“这些特性，客观上保证了清真生物制品与

传统生物制品相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以明胶
为例，合格的清真生物制品绝不会出现类似于
‘毒明胶’的情况。正因为其产品的纯洁性和安全
性，也更容易被普通消费者认同和接受。”刘辉强
调。
那么，企业是否会在执行层面出现“清真不

清”的问题呢？
“我们保证一线收购人员均为专业的穆斯

林，并承担责任。而且，只收购清真屠宰厂的新鲜
牛骨，那些来源于清真饭馆及其他渠道的散骨绝
不收购。”刘辉说。
另外，该公司用接近两年的时间，自建和调

查了国内清真生物制品的原料供应情况，创造性
地建立了飞行检查制度。
据了解，阿敏生物聘请了多位知名伊斯兰教

宗教人士为监督员。这些监督员可以在不通知厂
家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检查生产过
程中的任何环节，并具有一票否决权，从而确保
其生物制品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需要。
“从原料、清真关键点控制、飞行监督检查等

各方面来保证清真制造，是严格且可操作的清真
保障体系。”白润生如是强调。
除了公司内部的自我要求，穆斯林国家严格

的清真准入制度，也是促使阿敏生物产品符合清
真标准的重要保障。

然而通过调研，阿敏生物却发现，目前中国
的原料市场根本不足以支撑清真生物制品尤其
是清真明胶的产能需求。因此，他们不得不从海
外进口清真原料。
“我们走遍了多半个地球。”孙玉安多少有

些无奈。
阿敏生物认为，从海外进口清真原料，会使

成本有所上升。然而，质量和信誉是企业的生命
线。只有严格保障“清真”，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才
能迅速打入并牢牢占领清真生物制品这一巨大
的高端市场。
“为了生产出绝对合格的清真生物产业制

品，也为了产品的安全性更高，同时赢得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市场，我们宁愿增加成本。”即将飞往
澳大利亚与客户商谈原料合作的苏翰斩钉截铁
地说。

他的眼中，透着一丝自信与执著。

制剂国际化阻力重重
姻本报记者 刘畅
对于国内一些企业家来说，心中始终存有

将制剂国际化的愿望，希望把中国的制剂卖到
国际市场上去。
“制药企业走国际化道路是要砸重金的，

所以每个企业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看
好我们自身的优势和我们要去的彼岸。否则的
话，很容易败下阵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副会长骆燮龙表示，国内制药企业制剂国际化
这条路，走起来还须谨小慎微。

靠质量突入国际市场

说起制剂国际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
药品的质量保障。对于企业来讲，质量就是生
命。虽然现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以及医改的艰
难给企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扰，但在质量
保证方面，企业一点都马虎不得，如果出现任
何问题，都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影响。
深圳立健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牛莉

莉说，虽然做高标准的质量认证使企业的成
本增加了，运营成本比其他企业高很多，但回
过头来，“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很安稳，因为企
业产品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地减少了。我们
也相信，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品牌和质量会回
归到我们这个行业的主题上来。”牛莉莉谈
到。
“企业有大有小，有时间长的、有时间短

的，经营的特色和自己的习惯、发展方向也不
尽相同。但控制质量、建树信誉的心是相同
的。”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孟冬
平表示，商会将长期帮助企业走向国际化、进
入国际市场。
随着跨国药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

国内制药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孟东平认
为，企业应该朝西方的高标准看齐。从生存环
境小、市场容量有限的环境中突围。不管是传
统医药市场，还是新兴医药市场，国家可以反
哺企业在国内的生产、营销和品牌。制剂国际
化的结果肯定是多赢的。

国际沟通亟待加强

中药的国际化究竟有多少可行性，这个问
题一直在困扰着中成药生产企业。中药进入欧
美发达国家市场，技术门槛比较高、规范比较
严，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路径进入欧美市
场？
据了解，去年欧盟颁布中药禁令以后，其

他的国家也颁布了类似的限制，对国内中药
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中药企业甚
至因此倒闭。孟冬平对此表示，欧盟颁布中药

禁令，只是用现代化的理念去诠释中成药的
道理。目前中成药产品正被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接纳和使用，包括针灸以及其他的传统治
疗方法。
虽然外国人逐渐了解到了中医的神奇功

效，但依然希望用西方的科学理念去论证中
药。在我国企业对其的沟通中，基本上还是各
说各话，找不到共同点。“外国人特别希望我们
能用西方的方法解释，但我们中国人认为中药

是我们自己的体系，何必要用对方的思维去解
释。”孟冬平表示，中药想进入其他国家的市
场，就必须遵守别国规则。

企业应突破自身障碍

中国制药的国际化还面临着一大难题：中
国的原料药卖到国外去没有问题，但制剂进入
发达国家市场存在着极大障碍。其主要在于，

中国制剂的技术或质量总是自身问题接连不
断，使国外的企业、医生、患者总是对中国药品
心存疑虑。所以要想更平稳地进入国际市场，
还需要加强对药品质量的严格把关，我国的企
业才能逐渐建立声誉。
孟冬平介绍，近些年政府的观念也在逐渐

转变，希望与企业加强沟通。在国内和对外法
规制订的过程中，需要听取企业的意见。“大家
一定要团结起来，不要再打乱仗了，否则一个

个的个体，碰到问题时非常无奈、非常弱小，需
要团结起来，提高对外的议价能力以及推动政
策的能力，希望企业去充分利用商会、协会的
资源。”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飚表示，制剂国际化的道路很难走，确实急不
来。“没有五年时间，没有五十个、一百个品种
让美国人、欧洲人吃了放心，制剂国际化要上
规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阿敏集团：引领中国清真生物产业

“授之以渔”：奶源获取新战略

奔新牧场的奶牛。

阿敏生物集团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