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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作物可显著提升
农业生态系统生物防治功能

本报讯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吴孔明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Bt棉花大规模
种植和农药用量的减少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对害
虫的生防作用”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害虫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化学防治

是控制害虫发生危害的主要手段，但化学农药的
大量使用会导致害虫再猖獗、抗药性等一系列问
题。转 Bt基因抗虫作物（Bt作物）的研发为害虫
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法，迄今为止，全球已有 20多
个国家推广种植了 Bt作物。
吴孔明科研团队以我国华北地区 Bt棉花商

业化种植为案例，系统研究了 Bt作物生态系统
天敌昆虫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种植 Bt棉花农
药使用的减少使棉田捕食性天敌种群数量上升，
天敌的增加不仅有效抑制了华北地区棉花蚜虫
的发生和危害，而且进入大豆、花生、玉米等相邻
作物大田，显著提升了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
防治功能。
这是国际上首次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对 Bt

作物生态服务功能和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深
入阐明 Bt作物对天敌昆虫的生态调控作用，发
展利用 Bt植物可持续控制重大害虫区域性灾变
的理论与方法有重要科学意义。 （黄明明）

两江新区将建生物医药产业园

本报讯据国家科技部和重庆市政府日前透
露，重庆两江新区将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这将
是我国首个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基地和中西部地
区第一个国家级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园区将着重构建药物新制剂技术研究、新药

临床研究、医疗器械检验检测等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生物医药孵化器、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产业
化服务平台，以及生物医药技术转移中心、医药
交易平台等市场交易平台。将重点开发中药、化
学原料药、医疗器械三个产业，提升产业水平。
两江生物医院产业园区规划总占地面积为

10平方公里，分为产业核心区、产业拓展区和辐
射区。
预计到 2015年，园区将完善生物医药技术

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年产值过亿元的大品种
30~50 个，产值超十亿元的企业 20~30 家，产值
超百亿元的龙头企业 1~2家，园区年总产值达到
500亿元。 （李木子）

烟叶植物源生物农药基地
落户河南

本报讯近日，河南顺天生物天然植物萃取
产业化项目在河南社旗奠基。该基地是全国最大
的以烟叶为原料，采用亚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
取，并对萃取的烟碱和茄尼醇开发生产的植物源
生物农药基地。
该项目以烟叶为原料，利用亚临界流体萃取

技术，对烟叶有效成分目标产物进行提取，萃取
的产物（浸膏）通过科学复配研发出低毒低残留
农药，通过分离提纯技术生产出生物制药中间体
（烟碱和茄尼醇），并对生产过程中剩余的植物残
渣采用有氧堆肥技术，生产高效安全的生物有机
肥。 （李木子）

日本 SDS将开发生物农药与
化学农药结合特色产品

本报讯日本 SDS公司日前透露，将结合其
自身以及 Idemitsu公司分别在化学农药方面和
生物农药方面的优势，发挥双方特点，以建立强
大稳健的新特色业务。
日本 SDS生物技术公司，是 Showa Denko

和美国 Diamond Shamrock 公司于 1968 年成立
的合资公司，于今年加入 Idemitsu Kosan集团，成
为其子公司。

SDS 的优势在于生产和销售化学和生物农
药，并专注于增长空间巨大的生物农药，包括自
然的活性成分。而 Idemitsu Kosan公司正致力于
促进其生物农药的发展。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相
结合，比单独的生物农药产品更容易占据市场。
双方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因此达成了资本和业
务合作协议。
目前，SDS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40%左

右，且销量逐年上升，但日元走强和来自仿制药
的竞争加剧已经影响公司的利润率，公司计划通
过推出高附加值产品来提高利润率。
此外，SDS 于今年 4 月与美国 Gowan 公司

达成了合作协议。Gowan将负责在美国登记和销
售 SDS公司的水田除草剂双环磺草酮。（郭康）

普利司通和味之素
使用生物质原料制成合成橡胶

本报讯日本轮胎巨头普利司通与食品巨头
味之素日前宣布，已成功使用植物生物质原料制
成轮胎用合成橡胶。这项技术可帮助应对新兴市
场国等的需求增加，使轮胎生产摆脱单纯依赖原
油的现状。公司争取在 2020年将这一技术投入
实际应用。
味之素灵活运用了生产氨基酸等过程中使

用的发酵技术，对植物的糖分进行发酵后制成橡
胶的主要成分。普利司通使用这一成分制成了合
成橡胶。
普利司通执行董事滨田达郎表示，“希望今

后能够制出性能超越天然橡胶的合成橡胶”。
普利司通力争到 2050年全部使用可再生资

源来生产轮胎。由于原油生产的合成橡胶和天然
橡胶供应量有限，原料的多样化有助于确保供应
稳定。 （王庆）

长期以来，提及“低碳”，人们往往更多地想
到工业、城市，甚至已细化到生活方式，但涉及农
业、农村和占据我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却少之
又少。

在全球盛行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国家对低
碳农业的忽视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
晔很是担忧。

长期从事资源环境政策研究与管理工作的
齐晔，还担任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等多
项职务。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前，齐晔正忙
于准备两个重要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Rio+20)和第六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低碳农业与中国绿色经济转型》是齐晔即

将在生物产业大会上演讲的主题报告，他也想通
过这份报告传达这样一种观念：“农业的低碳发
展是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撑，国家应该重新定位农
业的战略地位，积极地推动农业向低碳化、生态
化、精细化和科技化的方向转型。”

低碳经济应锁定农业

近年来，“低碳经济”成为可持续发展规划中
的新鲜词汇。
据了解，“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

2003年英国发布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
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书中首次提出要把国家
建成一个低碳经济体。

此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
甚至企业界的迅速响应，我国也不例外。

据齐晔回忆，2007年 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
就曾在亚太经合组织第 15次领导人峰会上，明
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之后，又在 2009年 9月
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进一步强调“中
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
环经济”。2010年 8月，国家发改委确定在 5省 8
市正式开展低碳产业建设的试点工作。

正是在这种“热点风向标”的指引下，“低碳
技术”、“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工业”等
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可令人不解的
是，“低碳农业”却很少被提及。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齐晔觉

得，对比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高能耗产业，农
业最有潜力成为推动低碳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产业。

低碳农业潜力巨大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估计，低碳农业模式可
以抵消 80%因农业产生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不生产工业化肥每年可为世界节省 1%的石油能
源，不施化肥还能降低 30%的农业排放。
“事实上，农业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低碳部门。

按照全国单位 GDP能耗指标显示，农业的碳排
放及能耗最低。”齐晔说。“十一五”期间，农业是

我国唯一实现了能源消耗
量和 CO2 排放量总量下降
的产业。
尽管农业部门直接的

化石能消耗及其碳排放量
较低，但是，与化石能源相
关的间接消耗和隐含碳排
放数量却不可小觑。
数据显示：2009 年，由

于化肥、农药、农膜生产及
农业机械折旧导致的隐含
碳排放量达 325 MtCO2，是
能源消耗 CO2 直接排放量
的 2.3倍，比 2000年增加了
28%。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IPCC）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也显示，
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包括土壤施用石灰和氮肥
的 CO2 排放、水稻种植的 CH4 排放、有机耕作土
壤中的 CO2 和 N2O 排放、粪便管理系统中的
CH4和 N2O排放、生物质燃烧的 CO2排放等多
种途径。

正因为如此，齐晔觉得，国家要确定农业对
低碳经济的重要作用，在碳排放空前高度约束的
情况下，农业必须要向着低碳、高效和优质并进
的方向发展。

发展还需转变观念

齐晔认为，低碳农业是绿色经济转型当中的
核心部门，而要想成功转型，国家首先要提高对
农业战略意义的认识。
而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加快的今天，国家

对农业的保护只有一条，“坚守 18亿亩耕地这一
不可逾越的红线，决不能因为城市化、工业化而
使耕地大量减少”。
可在齐晔看来，问题的关键并非如何守住这

18亿亩耕地，而是国家对城市化、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是否有个明确的认识。
“大多人认为农业的功能仅仅是提供粮食，

而实际上，农业的价值远不止如此，正因为这种
简单化的认识，才使得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农
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上有所偏颇。”齐晔说。

现如今，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已经让农
业本身受到了伤害，也使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的
自然生态系统基础受到了影响，而现代化农业也
造就了农村过多的剩余劳动力。

所以，转变认识对于发展低碳农业至关重
要，而在转变认识的基础上，齐晔建议国家还需
要制定中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战略规划。

从部门层面来讲，通过农业的低碳发展，提
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
以此作为解决农业发展困境的重要契机；从国家
层面来讲，应将农业定位于推动国家低碳发展的
战略性产业，其重要性应该与国家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相当。

齐晔认为，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才能推动
农业发展成为可再生能源和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的重要产业，成为国家低碳发展中的重要支撑。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6月 7日，诺维信山东创新与发展中心正式

成立，这是来自丹麦的这家生物技术企业在中国
继北京、天津、苏州、广州等地先后投资设立生产
基地和分公司之后的又一战略布局。
诺维信在上世纪 90年代初便进入中国，在

北京设立的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由
外资投资建立的生物技术研发中心，许可证显示
“001”号。

尽管早早进入中国，这家公司却鲜为公众所
知，然而它的酶制剂产品早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如今，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的这些酶制剂产品
正在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助力纺织业节能减排

酶，对人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简单地讲，酶
是催化特定化学反应的蛋白质、RNA或其复合
体，属于生物催化剂。
没有酶的参与，新陈代谢只能以极其缓慢的

速度进行，生命活动根本无法维持。例如食物必
须在酶的作用下降解成小分子，才能透过肠壁，
被组织吸收和利用。
诺维信所做的正是利用生物技术研发和工业

化生产各类酶制剂，应用于纺织、食品、生物质能源
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但在生物质能源等新兴领域发
挥作用，并且有助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
以纺织行业为例，据诺维信中国政府事务和

公共关系总监何育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在传统工艺当中，纺织行业要经过抛光、漂白等多
道流程，如果使用酶制剂就可以缩短工艺流程。”
丹麦时装研究院首席执行官 Eva Kruse 表

示，服装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就环
境影响而言，它仅次于石油行业。
据统计，每年全球各地要生产出大约 900万

吨针织品。采用酶制剂后，每生产 1吨针织品可
减排 1~1.3 吨二氧化碳，每年可减排 900 万
吨———相当于 400万辆汽车一年的排放总量。
纺织业还需要耗用大量的水。酶制剂能够加

快工艺流程，缩短生产周期，一次完成更多工序。
数据显示，采用酶制剂后，纺织厂每生产 1吨针
织品可节省 7万升水，相当于每件 T恤衫节约
20升水耗。
此外，何育萍表示，酶制剂还可以提高纺织

产品的质量，比如，不少织物容易“起球”，而利用
纤维素酶对织物进行“生物抛光”之后，织物表面
凸出的毛羽便被分解掉了。

推广新型酶制剂

溢达集团是国际高档衬衫的生产商，诺维信

纺织工业酶制剂在溢达集团得到成功应用。生命
周期评估报告显示，相比常规加工方案，仅漂洗
就可在生产 1吨针织面料的同时实现节省用水
30立方米。
同样眼光长远、愿意尝试新事物的还有深圳

新龙亚麻漂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连亚：“在短
期内，纺织行业可能赚钱，但是产量的增加必定
会加剧环境负担。”
上述企业都是规模较大的纺织企业，抗风险

能力较强，为了保持领先也愿意勇敢创新。
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尽管使用酶制剂有着

节约成本的诱惑，但要想让它们改变沿用多年的
传统工艺却并不容易。
诺维信纺织行业亚太市场经理金艳霞表示：

“很多中小企业会先观察大企业的举动，发现酶
制剂确实有效后才会考虑尝试。”
诺维信华南区销售负责人张银科说，中小型

纺织厂大多由传统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负责生产
工艺，往往即便看到别的厂家采用，也不敢轻易
尝试，因为一旦采用新型酶制剂，就意味着要改
变工艺流程，工人需要学习适应，中小企业抗风
险能力也不如大公司。
于是张银科及其团队运用实验数据和成功

案例多次反复说服客户尝试酶制剂。
恒联控股有限公司江门德联染厂就经历了

从逐步尝试到获得实际效益的过程。
该厂生产经理唐招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

表示，采用诺维信供应的酶制剂之后，生产工艺
得到了简化，而且由于减少了水和电的消耗，生
产成本也大幅下降。
“最重要的是工艺简化之后生产周期比以前

缩短了，因为客户要货急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可
能地压缩供货时间。”唐招强说。
据金艳霞介绍，以前多是大型纺织企业，现在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尝试诺维信的酶制剂。

研发：对市场保持足够敏感

很多生物技术公司得以安身立命的本钱
都在于其强大的研发能力，诺维信也不例外。
诺维信有着丰富的天然酶菌种资源，研发投

入约占全球年销售额的 14%。然而并非钱花够了
就能出产品，很多生物技术企业难以使科研成果
走出实验室。
何育萍认为，诺维信研发成果能够高效转化

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市场保持足够敏感，严格以
市场为导向。
“我们会认真考量市场规模和前景，充分倾

听用户的声音，然后倒推回去，‘量身定做’一些
研发项目，市场前景暂时不明朗或规模较小的我
们也做，但不是优先项目。”她说。

诺维信是一家领域相对专一的生物技术企
业，避免了研发力量的分散。此外，何育萍强调，

诺维信虽然在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但组织机构
扁平，较好地避免了跨国公司反应迟缓的“大企
业病”。
同时，诺维信非常注重本土化，在研发方面

也力求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并且招聘了大量中国
雇员，诺维信中国研发中心的领导岗位和几乎所

有职位都由中国人但任。
谈到未来的发展，何育萍表示，生产商是否

使用了酶制剂尚未成为公众关心的议题，但是目
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采用酶制剂，这将为
诺维信等酶制剂生物技术公司带来更大的发展
空间。

本报讯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
日前宣布，未来五年将投资 1.2亿美
元，新建一个新能源创新中心，并通
过跨学科的持续机制，确认和解决关
键材料生命周期中的问题。

稀土元素和其他重要材料具有
独特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包括磁性、
接触反应和发光性能，对能源技术发
展非常重要。而这些重要材料的供应
则面临着风险。

该关键材料中心的建立以美国能
源部关键材料战略报告为基础。该报
告强调在清洁能源组件、产品和工艺
中应利用稀土和其他关键材料。

关键材料中心的目标是降低美
国对关键材料依赖，并确保美国国内
能源技术的配置并不以未来材料供
应短缺为代价。该中心将应对每个关
键材料整个生命周期的挑战，包括矿
物加工、制造、替代物、有效使用以及
生命终结回收。

该中心今年已获得 2000万美元
拨款，有助于提高美国在能源制造及其
他领域的竞争力。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实
现稀土和其他关键材料的可靠供应，并
找到降低需求量的有效方式和替代物。

第一个能源创新中心建立于
2010年，是重要的整合性研究中心，
有很多来自不同机构、具有不同技术
背景的研究人员。它们模仿曼哈顿计
划的强大科学管理特色，如麻省理工
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开发了雷达，
AT＆T贝尔实验室开发了晶体管，小
布什政府建立了高度成功的生物能
研究中心，倡导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
先进生物技术。这个新关键材料中心
研究和开发将推动关键材料科技各
个阶段的创新。

大学、国家实验室、非营利组织
和私人公司均有资格参加项目竞争，

并被鼓励在提交建议时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些
获选项目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宣布。

据了解，这是自 2010年起美国能源部建立
的第五个能源创新中心，其他能源创新中心是：
人工光合作用联合中心，研究重点是利用阳光直
接产生燃料；高级轻水反应堆联盟，致力于通过
复杂计算模型和仿真改善核反应堆性能；费城市
区和郊区节能建筑集群，旨在节能建筑设计方面
获得重大突破；电池和储能创新中心，该中心是
在今年早些时候启动的。 （郭康）

外资在华生物技术研发中心“001”：

酶制剂助力传统行业升级

农业应向低碳化科技化方向转型
姻李惠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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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的研发人员 诺维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