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王璐 副主编：黄明明 编辑：王庆 校对：么辰 E-mail押mmhuang＠stimes.cn6 2012年 6月 26日 星期二 Tel押（010）62569345
生 物

全国首个医学表观
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本报讯日前，由天津医科大学联合南开大
学、瑞典卡罗林斯卡分子医学中心组建的天津
医学表观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这也
是全国首个医学表观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

表观遗传是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的重要
领域之一，被定义为“在基因组序列不变的情况
下，可以决定基因表达与否并可稳定遗传下去
的调控密码”。表观遗传在干细胞的自我更新与
分化、个体的衰老和死亡以及在肿瘤、心脑血管
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发生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表观遗传失调在重大疾病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越来越受关注，而医学表
观遗传学研究在世界范围才刚起步。

该中心还将打破校际限制，实现“三个转
变”：一是转变单纯以项目、论文数量为主的考
核评估方式，以注重原始创新质量、注重解决国
家重大需求的贡献度为导向；二是促进创新组
织从个体、封闭的方式向流动、开放的方向转
变；三是促进创新要素从孤立、分散的状态向会
聚、融合的方向转变。 （黄明明）

苏州爱斯鹏与瑞士德彪合作
开发抗肿瘤新药

本报讯近日，苏州爱斯鹏药物研发有限责
任公司与瑞士德彪制药集团就原创抗肿瘤新药
ASP-08126 的全球开发及商业化签署合作协
议。

ASP-08126是一种高效的口服类小分子抗
肿瘤药物，能够选择性地抑制多种与肿瘤生长、
转移和肿瘤血管生成相关的酪氨酸蛋白激酶，
目前正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预期该新药可通
过单独用药或结合其他治疗手段来有效地治疗
多种肿瘤。

据悉，德彪制药集团是一家跨国生物医药
集团企业，专注于肿瘤等重大疾病领域的药物
开发；苏州爱斯鹏药物公司位于生物纳米园内，
是一家专业从事创新药物研发的高科技企业，
专注于肿瘤及相关疾病的小分子靶向创新药物
的研发。根据合作协议，德彪制药集团将负责该
新药今后的临床开发及商业化。 （李惠钰）

液氮打浆技术破解
“香蕉氧化变色”难题

本报讯香蕉深加工过程中，香蕉容易氧化
变色，遇热后还会发生风味严重劣变，进而引起
营养成分的变化。这个香蕉深加工难题，近日被
华南农业大学香蕉深加工课题组破解。预计 缘
年内可以实现 远园万吨香蕉的深加工，可以帮助
蕉农增收 猿园亿元。
“打成浆的香蕉过一两个小时就完全被氧

化变黑，好不容易做成的白色香蕉粉只要加水
就变黑了。”香蕉深加工课题组负责人、华南农
业大学教授杨公明说，由于这些难题以前没有
解决，目前国内尚未建立起香蕉精深加工产业
体系，深加工率几乎为零。

香蕉深加工课题组通过历时 怨 年的研究，
最终研发出了“液氮打浆”的技术，突破了香蕉
加工过程中易氧化变黑的难题，同时通过酶解
技术、低温干燥技术有效遏制了加工过程中出
现风味劣变的现象，保存了香蕉的天然营养和
功能成分。在科研过程中，课题组共发表各种论
文 缘园余篇，申请专利 员园余个。 （郭康）

中储粮助力“免费午餐”

本报讯近日，免费午餐基金与中储粮油脂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发布会，宣布结为战略合作
关系。作为合作第一步，中储粮将为免费午餐项
目学校捐赠价值百万元的金鼎食用油。

据了解，免费午餐基金监督委员会将在中
储粮金鼎的支持下，组建金鼎爱心小分队，其主
要职责为检查回访学校免费午餐执行情况、效
果及存在问题；审计回访学校免费午餐公益善
款使用情况；为回访学校派送食用油等。

据免费午餐基金发起人邓飞介绍，免费午
餐运作一年多时间内，始终将确保食品安全放
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坚持原料采购就近、绿色原
则。截至到目前，在所有免费午餐开餐学校中，
尚未接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报告。

（贺春禄李木子）

孝南打造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园

本报讯近日，武汉一大型投资机构与深圳
光华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在孝感签约，携手在孝
南区打造国内最大的聚乳酸等生物降解材料产
业园。5年内，该产业园产能预计将扩至 20万
吨，销售收入有望突破 50亿元。

深圳光华伟业及其子公司孝感易生新材料
有限公司，是一家聚己内酯产业化生产企业，在
聚乳酸、聚己内酯、乳酸酯等可生物降解高分子
材料研发上独树一帜。该公司年产 1 万吨聚乳
酸项目已获 1425 万元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资金支持，授权和申请了 20余项国内外发明
专利，聚乳酸联产乳酸酯工业化技术具备国际
先进水平，和武大联建的生物材料研发中心已
落户武汉生物城。其研发的产品具有低碳、环
保、健康、可循环的特点。

其中聚乳酸来源于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可
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聚乳酸可广泛替代
传统高分子材料，用于生产服装、餐具、文具、玩
具、汽车内饰、电子电器产品外壳等。聚己内酯
是全生物降解的绿色材料，可用于生产高档面
料、生物医用材料等。 （黄明明）

姻李惠钰
前不久，一项总投资高达 6 亿元的胰岛素

药物扩建项目在京开工，这是欧洲最大制药企
业赛诺菲集团在华大举并购同时的又一最新
动作。
有别于其他跨国药企，赛诺菲并没有采用

“内生式研发”自建研发中心，而更倾向于搭建
一个开放型的研发组织架构，加强产品引入以
及与国内各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
十几年前，中国市场对于外企来说还不是

个“香饽饽”。现如今，跨国药企在华投资的热
潮愈演愈烈，不仅是赛诺菲，辉瑞、强生、默沙
东等全球前十强企业，无不紧锣密鼓地抢滩中
国市场。

加紧布局

“创新药物研发越来越困难。”辉瑞公司
高级副总裁迈克·道斯顿曾经对媒体坦言，由
于研发和原料成本的上升，企业开发一种新药
平均需要投入至少 20 亿美元，如果同时有多
个新药处于药品监管部门审批阶段，其研发成
本的压力就更难以承受。
近年，全球医药市场疲软，2010 年全球医

药总销售额约 8750 亿美元，年增长率为 10 年
来最低，仅 4.1%。然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
兴市场受人口基数大、社会老龄化、慢性病发
病增高、政府投入加大等影响，仍有望保持两
位数增长。
其中，中国这一新兴市场就显得格外具有

吸引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科技人才、低
廉的研发费用，这让许多跨国药企对中国觊觎
已久，纷纷通过并购与合作的手段，大幅挺进
中国市场。
曾在拜耳和惠氏两大公司作为首席科学

家主持多项新产品开发的天津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周泽奇说，目前全球十大药
企几乎均已在华投资设厂或建立研发中心，手
段已从传统的处方药销售向战略性全产业链
布局转变。

2011 年，诺华以 1.25 亿美元收购了浙江
天元 85%的股权；辉瑞出资 2.95亿美元与海正
药业合资；默沙东并购先声药业；葛兰素史克

将海王英特龙变为其独资公司……

疯狂并购

作为第一家在华设立办事处的法国药企赛
诺菲，其在中国市场的推进步骤就更具典型意
义。

早在 2010年，赛诺菲就与杭州民生药业共
同组建了新的健康药业合资公司———杭州赛诺
菲民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核心资产包括民生药
业的拳头产品“21金维他”。
而赛诺菲在中国最为炫目的一次并购，是在

2011年 2 月以 5.206 亿美元收购了中国药品生
产商兼分销商太阳石集团，并借此拥有了国内最
大的小儿感冒咳嗽药品牌“好娃娃”，同时也拥有
了太阳石集团在感冒咳嗽和女性健康领域的强
大平台。
值得强调的是，赛诺菲每一次的并购都不

是空穴来风。赛诺菲全球 CEO魏巴赫表示，赛
诺菲并购中国企业首先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
要找到有实力的品牌；二是要进入中国市场最
大的类别。

被戏谑地称为“重组先生”的魏巴赫，自
2008 年上任以来就开始对企业进行疯狂的变
革和重组，关闭和出售了 27家工厂中的 8家，
并撤销了 16个最无希望的研究项目。
“在美国，我们裁掉了 40%的人，欧洲也有

重组，但对中国的投资还在不断加大。”魏巴赫
表示，中国是赛诺菲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市场未
来的主要方向是收购健康药业和非处方药业等
新兴品牌，除了并购以外，还将成立新的合资公
司。

据赛诺菲亚洲高级副总裁龙贤礼介绍，如
今，赛诺菲的中国业务已覆盖处方药、疫苗、健
康药业和动物保健等多个领域，建立了北京、杭
州（2个）、深圳、南昌、唐山六大生产基地。

合作研发

在中国，赛诺菲的研发策略也是独树一帜。
与其他跨国药企自建研发中心不同的是，

赛诺菲并没有采用“内生式研发”，而更倾向于
搭建一个开放型的研发组织架构，加强产品引
入以及与国内各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

“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与国内顶尖的科研
机构和科学家携手，进行合作式研发，因为我们
深信，中国尖端的基础科学和赛诺菲强劲的开
发能力相结合，必能双赢。”赛诺菲亚太研发中
心总裁江宁军表示。

事实证明，赛诺菲这一决策确实是正确的。
2010年 7月，赛诺菲以 6000万美元的高价

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新药专利技术
收入囊中，根据协议，上海生科院的蛋白抗肿瘤
药物的专利技术将授权赛诺菲进一步开发。

授权之后，赛诺菲成功分离出 40 多种对抗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干细胞单克隆抗体，未来还
有望开发出抵御癌症干细胞的新药，这一合作
也被认为是上海生科院产业化转型的得力之
作。

而在此之前，赛诺菲在中国还有许多合作
研发的成功案例。

2007年 9月，赛诺菲与天津血液学研究所
签订合作协议，进行癌症干细胞的研究，共同开

发针对急性骨髓白血病干细胞的单克隆抗体。
2008年 10月，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探索神经疾病、糖尿
病和癌症治疗领域的创新药物, 开展高级人才
交换项目。

2009年 6月，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建
立再生医学联合实验室，重点开展老年疾病的科
研项目，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和代谢疾病等。
“如果是自建研发中心的话，估计两三年

才能建好硬件设施，出成果就至少得再过三四
年以后。”在江宁军看来，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创
新性合作研发模式，是赛诺菲研发体系转型的
最佳实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赛诺菲亚太研发

中心的落地点，辐射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整个
亚太地区和俄罗斯。
江宁军表示，赛诺菲将继续为满足中国及

全球患者的医疗需求，展开有针对性的科研工
作，提高中国药物创新研发的国际竞争力。

赛诺菲:并购合作抢滩中国市场 国内资讯

葛兰素史克、诺华等药企
将获美政府研发补助

本报讯 美国政府日前表示，英国制药商葛
兰素史克公司、瑞士诺华公司等数家制药企业
将获得美国政府的补助，以帮助这些制药公司
研发针对流行病及生物恐怖威胁的药物。
据悉，葛兰素史克、诺华及美国生产旧炭疽

疫苗企业 Emergent BioSolutions公司，将与美国
几个大学及一些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合作，在
美国三大研发中心的一个中心研发及生产针对
流行病及生物恐怖威胁的药物。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日前宣布，合作各
方将保障在美国境内生产出足够多的关键药
物，如预防流行病或者生物攻击如炭疽热的药
物。“我们希望美国三个研发中心将在未来四
个月内，能够生产出全国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
四分之一。”美国卫生部公共卫生应急处理委
员会副主任尼古拉·鲁丽叶说。 （王庆）

默沙东同 Ambrx 生物技术公司
建立合作关系

本报讯 美国默沙东制药公司日前同 Am-
brx生物技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将利
用 Ambrx 的各种先进生物技术致力于研发新
药。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规定，默沙东在
第一轮合作时，将向 Ambrx生物技术公司支付
1500万美元的资金，一旦研发了具有潜在价值
的新药之后，默沙东制药公司还将向其支付高
达 2.88亿美元的二轮资金。若是 Ambrx生物技
术公司和默沙东成功合作研发了新药并且获得
药物上市批准，那么在该药物的销售后期阶段，
Ambrx将从默沙东方面获得一定数额的分红。

Ambrx 生物技术公司属于私企性质的公
司，目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在市场上推出新
药，但是该公司的理念是研发出一些特殊的药
物分子，使药物的药效可以直达人体病灶。

（王庆）

孟山都起诉杜邦盗用育种技术

本报讯 日前，全球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向
主要竞争对手杜邦公司及其下属的农业作物部
门提起诉讼，原因是据称这些公司正在盗用其
关键性的新作物育种技术。

孟山都公司在诉状中指出，“种子切片”技
术是孟山都在 2007年公布的一种用于加速作
物育种的技术，而杜邦在 2008年推出所谓的
“激光辅助选种”工具完全复制了这种技术。

杜邦公司发言人丹特纳则回应说：“孟山都
只是希望通过法律诉讼作为手段，试图阻碍先
锋系列产品成为他们的有效竞争对手。这种策
略在之前已经多次失败，在这次也不会得逞。”
这起案件也是孟山都和杜邦公司系列专利

纠纷中的最新例子。杜邦公司先锋良种部门在
去年指控孟山都侵犯其用于帮助转基因玉米种
子发芽的专利。 （李木子）

国际资讯

姻王月
现代生物技术与原生态产品的碰撞会发生什

么？青稞红曲茶的热销给出了答案。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为何不乏百岁老人？

这与常食青稞是分不开的。青稞含有丰富的β-葡
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具有非常高的
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而红曲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药
食用真菌，不仅有降血脂和降胆固醇的作用，而且具
有去油腻、瘦身、健脾胃、促进新陈代谢等功能。

在西藏月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月
王生物”）牵头建设的青藏高原微生物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青稞与红曲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从 2012年 2月青稞红曲茶上市以来，短短几
个月时间里，青稞红曲茶便深得消费者的青睐，被
誉为“从马背上下来的生物发酵茶”。这一“西藏养
生之礼”背后的秘诀，即在于现代生物技术与原生
态的融合。

科技助力青稞高值转化

“两者的结合并不简单。”中心主任许正宏

教授介绍，“青稞作为红曲的发酵基料，可以为
红曲生长提供更为优化的营养成分，有利于红
曲活性成分的提高，与此同时，红曲的生长也对
青稞中的功能物质起到转化作用，使更多不易
为人体吸收的物质得到释放，或者在功能上得
到增强。”

许正宏是国内固态发酵领域的知名专家，目
前在固态发酵功能微生物和工艺系统优化等方
面承担着多项国家科研项目。早在几年前，他就
带领着中心集聚的生物学博士们，与国内生物、
营养以及医药等方面的专家交流，一直致力于青
稞的开发。
经过 3年的不断探索、实验，终于找到了实

现青稞高值转化的方法：运用微生物学、基因组
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先进技术手段将青
稞转化为青稞红曲。并针对饮食油腻、经常饮酒、
运动量少等习惯的特定人群，研制出极富西藏原
生态特色的健康饮品———青稞红曲茶。
据悉，青稞红曲茶选取已发酵的青稞红曲

与高原黑茶，加上芫根、葛花、决明子、荷叶、干
姜等药食同源的植物再次发酵，功效成分直接
溶出。基于此，青稞红曲茶更易于人体吸收，并

有助于去油腻、减酒害、排肠毒。

特色生物资源产品走向高端市场

为了发挥青稞红曲独特的医药价值，中心的
成员们致力于将青稞红曲转化为高端生活食饮
品。
青稞红曲茶的成功面市不仅首次实现了青

稞红曲在食饮品领域的应用，还促进了青稞资源
的产业化开发，顺利引导青稞产品从低端市场走
向高端市场。

为了推动青稞红曲茶的产业化，公司于
2010年 4 月入驻国家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
资总额超过 5000 万元，总建筑面积 11200 平
米。

现有的成绩并没有让月王生物停止前行的
步伐。2012年 5月，月王生物的生产基地顺利投
产，以率先独创的青稞红曲系列产品为载体，促
进农牧民增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月王生物的积极推动下，青稞红曲系列产
品正慢慢走下高原，走向世界。与此同时，更多的
藏域特色生物资源产品将走入人们的生活。

青稞红曲茶：生物技术与原生态植物的完美结合

赛诺菲研发人员在做实验。

生物技术作为现代农业育种的重要手段
之一，主要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具有高
产、抗虫、抗病、抗除草剂、抗旱等性状的农作
物，其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已在多个作物育种
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目前，生物技术育成的具有抗虫、抗除草
剂的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转基因作
物已经在生产上获得广泛应用。

我国在生物育种方面不断加大研究投入
力度，充分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转基因育
种等生物技术手段，相继培育出了超级稻、转
基因抗虫棉等一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在其推
广应用中有效带动了生物种业的迅猛发展，也
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截至 2012 年，我国有 7 种转基因植物通过
了商品化生产许可（即耐贮藏番茄、变色矮牵
牛、抗病毒甜椒和辣椒、抗病毒番茄、抗虫棉
花、抗虫欧洲黑杨）。

2009 年，我国政府发放了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基因高效植酸酶玉
米，成为全球首例推出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
因玉米并进行产业化应用的国家。转基因抗虫
棉作为应用推广最为成功的案例，在生物种业
领域有非常广的应用。

截至 2011 年，通过审定的国产抗虫棉品种
接近 300 个，其中半数左右的品种通过了国家
审定；国产抗虫棉累计推广面积 4.34 亿亩，已
占国内抗虫棉市场份额的 95%以上，累计减少
农药使用 2.17 亿公斤，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607
亿元。

据统计，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多达
8700 家左右，三分之二企业的注册资本在 100
万 ~500 万元的中小企业，90%以上的企业没
有研发能力。

注册资本在 3000 万元以上的只有 200 多
家，实现繁育推一体化、经营范围覆盖全国的

企业仅 100 余家，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
小、研发能力弱的劣势非常明显，与世界发达
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目前我国生物种业仍然以中小企业为主，
大部分还不具备研究开发投入的能力，缺少拥
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和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
企业创新人才匮乏，产权专利少，核心技术缺乏，
产业配套能力较弱，产业链还不能有机运转。

农科教脱节、生物育种产业与其下游支撑
产业和服务业配给不足，缺乏整体规划，国家
战略、宏观组织仍需要加强。

现阶段，我国生物育种产业中大部分仍处
于起步阶段，其投资主体仍以政府投入为主，
企业和个人所占比例较小，生物育种产业投资
周期长、利用效率低等使得我国生物种业的发
展仍需要一段艰难的上升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所）

编者按：
为更好地认识我国生物农业现状、分析认识问题，本周刊将陆续刊登分析文章，综

述我国生物农业相关领域研究及其产业发展现状，对未来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并对其产业化前景作出分析和展望。

生物育种产业链尚待有机运转
姻薛爱红 孙国庆王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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