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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研究与临床应用由于其自身的
敏感性而备受关注。

日前，科技部就近期出台的《干细胞研
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十二五”专项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进行了解读。

据悉，“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深化干
细胞研究和促进转化应用为总体目标，并
将从顶层设计、加强干细胞研究基地建设、
加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等方面出台政策
措施保证《规划》的实施。

促进转化应用是重点

与欧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干细
胞研究在原始创新能力与标志性成果方面
仍有一些差距。

针对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领域亟待
解决的问题，《规划》强调我国干细胞研究
应力争在干细胞多能性维持与重编程的分
子机制、干细胞与微环境的相互作用、干细
胞定向分化与转分化、干细胞应用转化研
究与关键性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尤其应
该重点支持未来干细胞临床和转化应用的
核心技术。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以深化干细胞研

究和促进转化应用为总体目标，优化整合
干细胞研究资源，培养创新能力强的高水
平科研队伍，加速干细胞基础和临床前研
究。
除争取实现干细胞基本理论的突破，我

国还将开发并推广一批临床级干细胞产品
和以干细胞为靶点的药物，为形成干细胞
临床应用标准、发展干细胞临床治疗新技
术和提高疾病的治疗水平提供基础理论支
持。
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韩

忠朝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促进干细
胞临床和转化应用的需求已十分迫切，而
且国家是否能尽快出台干细胞临床应用标
准和明确相关申报审批法律法规将直接影
响到我国是否能在干细胞治疗领域有所突
破。
韩忠朝认为，在规范推进干细胞临床和

转化应用、干细胞新药开发方面，我国一度
处于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相应法规和新
药审评标准，目前已落后于发达国家。近年
来，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多国都积极推进
干细胞临床应用，已经批准了 5 种干细胞
新药。

他呼吁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干细胞新药
审批应获更多重视，并希望能有具体措施保
障《规划》顺利落实。

加强顶层统筹

在我国，干细胞治疗领域迫切需要国家
宏观层面的措施。
一方面，干细胞及其分化产品为有效修

复人体重要组织器官损伤及治愈心血管疾
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提供了新的途
径。干细胞研究也因其独特重要性位列 6 个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十二五”专项规划
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干细胞临床应用标准和

相关申报审批法律法规尚未明确，干细胞治
疗领域的乱象饱受多方诟病。卫生部今年 1
月要求地方卫生部门在其管辖区域禁止所
有未经批准的干细胞临床应用。
对此，根据《规划》，我国将加强顶层设

计与统筹协调，突出“国家干细胞研究指导
协调委员会”的作用，协调我国干细胞基础
和应用研究工作。
在应用上，系统性、原创性重大成果的

产出是“十二五”发展的重点。对此，《规划》
强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
沿，进一步强化重大科学目标导向，完善项
目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及鼓励创新的评价机
制。
基地建设是干细胞研究的基础和平台。

对此，《规划》进一步强调了干细胞研究基地
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突出科研平台的作
用、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鼓励科研
机构与临床单位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提出将设立试点

单元，推动干细胞转化研究和规范化应用。
在人才培养和引进领域，“十二五”期间

将突出干细胞科学技术发展领军人才的国
际视野，提出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研究团队。

姻李惠钰
“凡是在养殖海域，你都能看到我们的产

品。”电话连线的另一端，青岛海芙特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芙特”）总经理姜林
庄言语中透着自信。
姜林庄所说的畅销产品，其实就是海芙

特生产的一种名为“生态宝”的海水改良剂，
而就是这种以最不起眼的贝壳废弃物制成的
生物材料，竟然给公司带来每年 3000 多万元
的销售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海芙特的成功，关键在于

其背后强大的科技智囊，那就是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朱校斌带领的研发团队，
“生态宝”正是该团队的研究成果。
“现在，研究所提供技术，我们来做产业

化，科企联手谁也离不开谁。”姜林庄笑言。

水产品安全大起底

40多岁的陈先生是烟台一家海水养殖企
业的老板，主要经营海参养殖、加工和出口。
据他透露，在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养殖过程中
添加抗生素早已是默认的“行规”。
“当地养鱼的人是根本不吃鱼的，因为只

要有部分鱼生病，就得加药，否则染病多，一
死一大片，肯定血本无归。”陈先生说。
为了防治病害，养殖户几乎使用了所有

人用和兽用抗菌药物，从新体暂养育苗起，使
用抗菌药和各种消毒药品已成为育苗和养成
的必要程序。
早在 2006 年，浙江大学就曾发起过一项

“抗生素类药物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的
调查，结果显示：国内每年约生产抗生素 21
万吨，其中有 9.7万吨是用于动物养殖。
如今，随着大面积、高密度集约化水产养

殖的施行，任凭药物滥用也使得生物病害发
生率越来越高。
“目前，威胁水产品养殖的疾病大概有

400~500 种，特别是鱼虾贝蟹等水产养殖品
种，几乎没有不被病害威胁的。”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朱校斌说。
不仅如此，朱校斌表示，“由于铅、汞、铬

等重金属离子严重污染了水质，全国数万家
鱼、虾、贝、蟹、海参等育苗企业，一般必须使
用 EDTA（乙二胺四乙酸及其盐）络合有害重
金属，才能育苗成功”。

“但是，要知道 EDTA毒性可是三聚氰胺
的 100倍。”朱校斌强调。
作为生物病害防治的研究人员，朱校斌

认为，要想实现无公害养殖，就得研究开发出
无药物残留、能替代 EDTA和抗菌药品防治
病害及污染的新技术。

生物纳米材料起作用

朱校斌研究团队开始在纳米材料上动脑
筋，觉得可以利用纳米材料来防治病毒和病
菌性疾病。
“病菌的尺寸一般在 0.45μ以上，大的病

毒 则大 约 370nm。 而纳 米材 料 直径 为
1~100nm，比病菌和病毒小得多。”朱校斌说。
而那些被当做垃圾一样填埋处理的贝壳

废弃物，在该研究团队眼里也成了宝贝。朱校
斌表示，贝壳中含有 95%的碳酸钙和少量有
机物，经过煅烧的贝壳在微米尺度下孔隙率
高、孔径分布均匀、比表面积大，具有优良的
吸附性能，最适合充当纳米材料的载体。

在朱校斌看来，纳米材料既可以包裹住
病菌和病毒使其失活而变为抗体，又能增强
生物自身抗病和免疫能力，从而高效防治鱼、
虾、贝、蟹和海参等生物病害。
其实，早在 2004 年这种生物纳米材料就

已经问世，当时还让青岛胶南市的养殖户提
前尝了鲜。

当初，青岛胶南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海
参病害，大面积的海参出现肿嘴、烂头、化皮
的怪病，养殖户们尝试了各种药物均不见效。
正当束手无措时，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送来的
一种“神药”让海参的病情明显减轻，那就是
朱校斌刚刚研发出的“生态宝”海水改良剂。

据朱校斌介绍，“生态宝”能够迅速在水
体中生成大量纳米级胶体粒子，包裹住水体
里 95%的病菌和病毒，从而有效净化水质，减
少抗菌药物的使用。
为了能更快地将这些“宝贝”送到全国水

产养殖户的手中，2005 年，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融通达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如今的海芙特，专门针

对“生态宝”进行产业化生产。
在采访中朱校斌透露，另一种“生态宝”

升级版产品———纳米光催化材料也已经研发
成功，这种材料新增强了杀菌作用，而且杀菌
效果要优于土霉素和青霉素。目前，针对该材
料的示范基地正在建设当中，未来投入生产
后，有望取代更多的抗菌药物。

产业化推广步步为营

从实验室到工厂，从“生态宝”到水产养
殖业中家喻户晓的“生财宝”，产业化成功的
背后却无比艰辛。
“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当初产业化的时

候我们也是经历了不少弯路。”姜林庄回忆，生
产设备就是挡在产业化面前的第一只拦路虎。
“起初我们根本没有听过这种材料，也没

有一个现成的设备来生产，当时花了好多钱
去借别的行业设备来试用，如果不行就再换
一个行业的。”据姜林庄讲述，这种摸索持续
了近一年才开始有了起色，可是，当产品生产
出来以后，推广应用又成了另一道障碍。

按理说，生产成本和售价都不是限制因素，
据朱校斌介绍，“生态宝”的生产成本仅为 1元
/公斤，而新型的纳米光催化材料生产成本核
算也只有 3.1 元 / 公斤，仅为 EDTA 价格的
11%，各类抗菌药品平均价格的 3%左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养殖户不愿意接受？
“因为使用过程太复杂，养殖户觉得不如用抗
生素来得方便。”姜林庄说。

据了解，使用这种生物纳米材料需要将
其均匀地喷洒到整个水体中，为了解决使用
过程复杂的难题，海芙特还专门针对“生态
宝”发明了一种使用装置，之后又不断进行升
级改造，加强了自动化水平，并将其免费配送
给养殖户使用。
“现在，我们的销售网络覆盖全国，销售

面还在每年递增。”姜林庄说，“可以说，凡是
在养殖海域，你都能看到我们的产品。”

据姜林庄介绍，目前，海芙特已经开发出
生态宝、配合饲料、增氧剂、微生态制剂四大
系列 20 多种规格产品，建成年产 5 万吨生态
宝、600 吨海参配合饲料、500 吨增氧剂、微生
态制剂四条生产线。
“未来，新型光催化纳米材料初试成功

后，海芙特还将继续对其进行产业化推广。”
姜林庄说。

国家药监局正在研究制定
仿制药优先审评策略

本报讯 7月 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主持召开的“2012 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期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尹力表示，SFDA启动药品
注册管理事权的调整，正在研究制定仿制药优先
审评策略。

尹力表示，《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提
出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新修订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实施、信息化建设、标准提高等重点工作已
在按要求按进度推进。另外，为期四个月的药品生
产流通领域集中整治成效显著。全国共收回药品
GMP 证书 30张、药品 GSP 证书 99 张，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9张、《药品经营许可证》45张，立案
调查 12519 起，责令企业停产整顿 252 家，移送公
安机关 149起。
为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尹力认为，监管科学化水

平还要进一步提升。必须突出抓好技术水平提升和
人才队伍建设，这也是我们能否适应形势变化、把握
监管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李惠钰）

生物基材料及高钾有机肥料生产
新工艺项目通过鉴定

本报讯近日，生物基材料及高钾有机肥料生产
新工艺项目鉴定会在广西省岑溪市召开，该项目一
期投资达 1亿元，如果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岑溪将成
为生物基材料及高钾有机肥料新工艺技术应用的首
个产业示范推广基地。

据了解，生物基材料及高钾有机肥料生产新工艺
由北京英力生科新材料技术公司研究开发，有效解决
了传统工艺只能提取纤维，无法利用大量溶于纤维提
余液中的木质素和其他有机质而必须进行浓缩、焚烧
的后处理难题。新工艺还利用腐植酸、纤维素或改性纤
维素与纤维提余液中的木质素、钾、磷、氮等原料，生产
出经过大田试验鉴定的具有很好增产和提升品质效果
的生物基缓控释肥料，为植物体的全价开发和高附加
值大规模、广泛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据悉，2008年，岑溪市全部关闭取缔了全市 232

家土纸加工厂，而北京英力公司计划投资的主要以
竹子等非木材资源为原料的生物基材料及缓控释肥
料生产项目，刚好为大量的竹资源找到了新出路。

（郭康）

中国花生基因组计划启动

本报讯由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Macrogen千年基因等共同发起的中国花生基因组
计划目前已全面启动。该项目计划于全球范围内首
次完成对花生 A基因组的全基因组测序、组装及序
列结果的注释。

花生栽培种（AABB）是异源四倍体，基因组由 A
基因组和 B基因组组成，采用目前的测序技术直接
进行测序组装是很困难的，容易造成序列拼接错误。
前期研究结果表明，花生 A基因组与 B基因组的相
似度达 98%，A基因组所含的优质基因与 B所含的
优质基因基本是一致的。

因此，仅对花生 A基因组进行测序即可挖掘相
当数量的优质基因并开发大量分子标记，从而将研
究结果应用于花生分子育种。

完成花生基因组的测序及遗传密码解析，将对花
生的遗传育种及新品种改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千年基因以总部Macrogen作为技术依托，主要
致力于提供测序服务及相关技术支持。 （黄明明）

“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开发”
项目协调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与中科院“微藻生物柴
油成套技术开发”项目协调会在中科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召开。该项目的实施，对解决目前发展生物质燃
料急需的油脂来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此次协调会重点在于检查前一阶段项目的
进展情况，并布置微藻生物柴油项目的下一步研发工
作。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分别就荒漠、淡水、海水和东
北地区的产油微藻资源调查、筛选、建库和遗传育种方
面的研究工作作了详细的汇报。技术集成产业化方面
的课题负责人也分别就板式光生物反应器、养殖工艺、
批量养殖等产油微藻开放式和封闭式培养技术及
400m2产油微藻示范装置的建设情况作了汇报。
参会代表对过程所最近开发的新型软体板式光

生物反应器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该光生物反应器
系统采用塑料薄膜作为反应器主体，与开放池和现
有光生物反应器相比，成本大为降低，为实现微藻培
养的产业化提供了可能性，目前正在构建 100m2封
闭式微藻培养光生物反应器系统。 （李木子）

长沙生物产业基地 300万元投入
撬动 3亿元融资

本报讯早在 2009年 6月，为解决中小企业融
资难问题，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出资 300
万元，成立了园区企业互助担保协会。近日，记者从
互助协会换届选举会议上获悉，3年来，协会已获得
银行 3.17亿元融资投放，合作银行也从开始的国家
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发展到长沙银行、北京银行、浦
发银行、浏阳农村商业银行等多家银行。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最早入驻的企业主要是
中小企业。由于园区企业规模小，单个企业达不到银
行放款要求。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决定拿出 300万
元作为引导资金，采取企业贷款贴息、提供风险补偿
金及奖励基金等形式，组织企业成立互助协会，实现
抱团增信，终于为企业争取到了银行贷款。3年来，
企业互助担保协会积极协调银企关系，充分发挥融
资担保功能，先后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64笔，为企
业融资 3.17亿元，会员规模从成立时的 17家增加
至 25家。 （黄明明）

科企联手铸水产养殖“抗菌盾牌”

国内资讯

水产养殖示范区一角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供图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干细胞研究。 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供图

“十二五”我国干细胞研究将注重原始创新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美国研发出

MRC生物发电技术

本报讯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
研小组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发电技术，即微生
物逆向电渗析电池（MRC）。科研小组负责
人、能源与环境研究专家布鲁斯·罗根表示：
“废水中蕴涵有大量以有机物形式存在的能
量，而这些能量是处理这些废水所需能量的
10 倍之多。我预计通过 MRC 技术，可为美
国带来 17 吉瓦的电力，而一座核反应堆一年
发电能力也只有 1 吉瓦左右。”

科研小组把 MRC 技术的发电原理报告
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报告显示，在使用
RED 技术时，淡水和海水会被水泵压过两个
膜片，这对膜片与带相反电荷的电极相连，
会让正负电荷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行进，当离
子朝它们各自的电极移动时，就会产生电
流。但这一方法需要使用很多膜片，因此成
本很高。而 MFC 的技术，则是利用微生物群
来分解和氧化有机物，此过程会释放出向阳
极移动的电子，而这时水中的氢离子则会通
过质子交换膜并进入独立的阴极，这样一个
从阳极到阴极的游走产生了电力。而氢离子
还会与周围的氧相结合，形成清洁的水。

（李木子）

植物原料药进入欧盟受阻

本报讯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对进口
活性药物成分的监管条例（2011/62/EU）用
以避免假冒伪劣药品成分进入供应链。
这些规则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欧盟以外

国家向欧盟出口植物原料药需要提供当地
监管机构提供的关于其生产基地满足欧盟
相应标准的书面证明，不管其是否已经获得
EDQM 或欧盟成员国监管机构的检查认证。
而如果欧盟以外的“第三国”能证明他们的
制造和检验标准和欧洲相同的话，可以对这
项规定要求豁免。
从这项条例发布至今，只有瑞士和以色

列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请求。目前这
两个国家正在评估当中，如果他们确实具备
相当于欧盟标准的 GMP 和监控法规，则这
样的请求是会被接受的。
获得这种进口豁免的国家在其产品、设

备运到欧盟国家时将不再被要求提供前述书
面证明。
然而，最需要提出这项申请的是中国和

印度。这两个国家的植物原料药在欧洲使用
最广，进口量最大。欧洲药监局正在与中国、
印度两国相关机构进行沟通。 （郭康）

国际资讯

作为生物病害防治的研究人员，朱校斌认为，要想实现无公害养殖，就得研究开发出无药物残留、能替
代 EDTA和抗菌药品防治病害及污染的新技术。

在朱校斌看来，纳米材料既可以包裹住病菌和病毒使其失活而变为抗体，又能增强生物自身抗病和免
疫能力，从而高效防治鱼、虾、贝、蟹和海参等生物病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