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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而立之年的昆泰医药：

CRO行业转型路上的“情场高手”

关注生物服务业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校园一辆拖

车上诞生的昆泰医药步入了自己的而立之
年。
身为世界最大的 CRO，2004~2010 年

间，八成以上糖尿病、心血管和肿瘤等多个
治疗领域获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的
新药，都有昆泰医药参与其中的研发或商业
推广。
今年，昆泰医药似乎特有干劲：在大连设

立全球外包基地、在上海成立大中华区总
部，把商业解决方案拓展至巴西，将多位跨
国制药公司的干将招致麾下。仅在中国，昆
泰医药的业务和人员在过去 3 年中增长了
近 4倍。
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规模的扩张似乎

只是表面，其实质则是模式的转变。

超越传统收费服务模式

19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加州爆发了一
股“淘金热”，吸引世界各地数万人蜂拥而
至。结果，并非所有淘金者都能发财，但有一
类人却着实大赚了一笔，这些人就是为淘金
者提供服务的人。
如今，随着重磅专利药陆续到期，新药研

发领域正上演着新一轮“淘金热”。为各个制
药厂提供研发服务的生物制药服务企业
（CRO,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随之
兴起。
目前，昆泰医药正从传统收费模式转变

为一种与制药公司共同平衡风险 /回报的新
型合作模式，同时，已将业务范围从传统的
临床研发拓展至商业、咨询和资本领域，形
成四大支柱。

CRO 是我国生物服务业的两大支柱之
一，而生物服务业首次从生物医药、生物农
业等领域中单独分离出来，登上“十二五”规
划生物产业七大重点领域的舞台，成为国家
重点关注的新兴领域。
由于新药研发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一

个新药从发现到上市，历时几年甚至十几
年，动辄耗资数亿美元，即使医药巨头也难
以单独承受这样巨大的压力。为制药公司提
供研发服务的 CRO由此应运而生。
传统意义上的 CRO，主要依靠完成客户

的项目或向客户提供研发人员来赚取服务
费，这种模式更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CRO付出劳动获得收益，但并不承担研发
失败的风险。
相对复杂一些的模式会设置几个所谓的

“milestone”（里程碑），比如完成某一阶段之
后药厂向 CRO支付相应比例的服务费。
更加复杂的则被称作“outcome-driven”

（结果导向模式）。
据昆泰医药大中华区总经理甄岭介绍，

这种传统模式下，假如项目服务费为 1000万
元，并不是一次付清，而是根据进度，提前完

成会获得超额奖励，推迟完成则相应减少服
务费。
“这是比较初级的风险分摊模式，”甄岭

表示，“更加高级一些的是客户把某个项目全
部交给 CRO来做，由 CRO来设计和实施方
案，客户只看结果完成情况，CRO承担一定
的研发失败的风险。”
而据《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昆泰医药

正在开展的，则是更加复杂、风险更高，回报
也更高的风险 /回报平衡模式。也就是说，昆
泰医药与药剂公司形成伙伴关系，直接投资
参与药品的研发，并且提供优惠的 CRO服
务，然后分享药品上市后的收益。
“这种模式使得研发新药不再是只有大

型药企才能做成的事情，小药厂也因此可以
尝试新药研发。”甄岭说，“高风险带来高回
报，如果我们非常看好一个在研品种的前景，
且客户缺乏资金和研发实力的话，我们宁愿
为它承担更多的成本和风险压力，进而获得
长远而丰厚收益的可能。”
据了解，本土 CRO尚无能力尝试这种

合作模式，国际 CRO对此也少有涉猎，而昆
泰医药已在国外成功开展这种风险 /回报平
衡模式的业务。
此种模式对 CRO专业判断、研发能力、

资金实力都有很高要求。
昆泰医药之所以能够具备开展新型合作

模式的实力，不是因为研发能力，而是与其

商业、咨询、资本等业务水平紧密相关。“要
对品种的商业前景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而且
要有强大的销售团队作为商业推广的基础。
此外，还要具备相应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
否则无法完成一个在研品种从研发到商业
化。”甄岭解释道。

不仅仅做研发

有人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缺乏实战
经验的咨询专家，可以告诉你多种谈恋爱的
方法，而专家本人却从未真正接触过女人。
而深入参与多种新药研发和商业推广的

专业 CRO则可谓“情场高手”。
传统 CRO 只提供研发服务，而昆泰医

药则将商业、咨询、资本作为与研发并重的三
大支柱。
医药公司为何还需要 CRO协助进行商

业推广？
甄岭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医药公

司在销售方面的工作量也是上下浮动的，一
般会维持一个核心团队。一旦有前景很好的
新药上市，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共同推广。
在商业推广方面，昆泰医药也已推出了

两种模式：一种是根据所提供的销售人员数
量来收费，另一种是根据销售业绩来获得分
成。
目前，昆泰医药在各国拥有总数在 5200

人左右的销售团队，并正在中国本地建立自
己的销售团队。
“在咨询方面，传统的临床研究机构难以

提供战略性的意见，而传统的咨询公司缺乏
多年的行业经验可以借鉴。”甄岭一语道出了
昆泰医药在医药行业咨询领域的特殊优势。
昆泰医药在咨询领域尤其熟悉新药审批

问题，可以帮助制药公司顺利跨过从研发到
上市的这道审评门槛。这对创新药上市经验
匮乏的本土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很多企业都
曾向本报记者反映过“摸不准，吃不透”新药
审评规定的问题。对于那些希望把自己的产
品推向国外的企业，昆泰医药可以进一步提
供在海外研发和报批的咨询与服务。
此外，若问有志于新药研发的企业最缺

什么？几乎众口一词的答案往往是：资金。
恐怕少有药企会想到 CRO还会提供金

融服务。甄岭表示，在这方面，成熟的 CRO
比投资公司更有专业判断优势，可以更好地
分析出哪个品种更有市场前景。
昆泰医药一方面利用自有资金向药厂提

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会借助专业判断优
势，在药厂和投资公司之间牵线搭桥。
“与风投更看重几年之内的利润回报不

同，昆泰医药投资某家药企更看重的是，随着
推动这家企业研发实力增强，进而获得更多
的研发项目。”甄岭如此解释昆泰医药在资本
方面的考量。

中科院纤维素丁醇制备技术研究
获新进展

本报讯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生生态所
杨晟和姜卫红课题组在筛选获得具有较好抑制物耐受
能力的产溶剂梭菌宿主菌基础上，鉴定了五碳糖代谢
途径相关基因，通过阻断特异性负调控因子以及强化
糖转运速率等多种策略，显著提升了菌株对水解液中
复杂碳源的共利用能力，发酵经济性提高显著。

丁醇、乙醇和丙酮是大宗基础化学品。第一代生物
法制备溶剂技术是建立在玉米粉、小麦淀粉等粮食原
料经产溶剂梭菌发酵基础之上的，但因其原料成本太
高，致使国内绝大多数使用第一代生物法制备溶剂技
术的企业难以与石化工业相竞争，而处于开工不足的
状态。

利用可再生性低值玉米秸秆生产大宗化学品有望
降低溶剂发酵的原料成本，不仅可增强生物溶剂的竞
争力，而且有助于克服此类农业废弃物所造成的环境
问题。然而，玉米秸秆水解液毒性大，糖分复杂，能够耐
受水解液中各种抑制物并同等高效利用其中复杂碳源
的新一代产溶剂梭菌是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该课题组研究成果近期在线发表于 Metabolic
Engineering和 BMC Genomics期刊。 （李木子）

华大基因与爱丁堡大学合作
开展基因组学研究

本报讯 近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英国爱丁堡
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宣布双方将在基因组领域展开广
泛的科研合作，通过会聚中英两国研究专长，加速基因
组学在人类健康和农业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创新和发
展。

在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双方将着眼于对人类和
其他生物的科学认识，通过共同努力，对遗传信息进行
深入解析，促进基因组学发展，加强基因组学在人类医
疗健康和农业分子育种等领域的应用和创新。

爱丁堡大学生物科学学院 GenePool基因组学中
心主任Mark Blaxter教授说：“这次合作是一个绝好的
机会。此次与华大基因的合作，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将研
究工作深入到医学临床研究，最终实现个性化基因组
研究。”

欧洲华大基因负责人李宁表示：“在这次合作中，
我们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基因组学研究中的优势与经
验，相信我们能够在人类健康、农业、生物能源以及其
他创新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科学突破。”

此外，本次合作还将着眼于家畜抗病能力的育种
研究，以便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可持续性的食
品。 （黄明明）

网络生命大百科中文版发布

本报讯 北京—网络生命大百科和中国科学院生
物多样性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生物多样性免费资源的
全新中文版。网络生命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Life）创
建于 2007年，宗旨是收集、制作和分享公开、免费而可
靠的生物多样性数字信息资源，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
性的认识和理解。目前，中文版的内容主要包括部分哺
乳动物、鸟类和真菌物种，将随着更多中文合作者的参
与而增多。

除了提供物种和其他分类水平上的信息之外，网
络生命大百科还允许用户在其网站上进行信息收集和
分享，并整理为虚拟收藏品。这可使很多纯学术的东西
变成了简易且用户友好的、有意义的个人收藏，例如，
可以将“中国娃娃鱼”或者“长江河底鱼类”变成“我家
的动物邻居”。

网络生命大百科可以通过网站和嵌入式资源进入
第三方移动通信和桌面应用系统。生命大百科所发表
的所有信息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历史图书馆（Biodi-
versity Heritage Library）制作的近四千万页的扫描文
献，都可以通过开放登录等免费授权的方式再次使用。

（黄明明）

国内首个二代纤维燃料乙醇项目获批

本报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了山
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万吨 /年纤维燃料乙
醇项目，龙力生物成为国内唯一能够规模化生产二代
纤维燃料乙醇，并且获得国家定点生产资格的企业。

二代纤维燃料乙醇的开发将推动发展低碳技术，
减排温室气体，优化能源结构，推进农林副产品和废弃
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有助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
环保。

龙力生物从 2005年开始研发纤维素乙醇的生产
技术，在产品研发、循环经济和生物质综合利用、产业
集群和地域、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实现了纤维素乙醇规模工业化生产，被国家发改委列
入“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获得 2011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该公司的纤维素乙醇产品是以玉米芯、玉米秸秆
等农业废弃物提取完功能糖之后的生物残渣做原料，
从生物质燃料乙醇的发展进程上看，属于第二代燃料
乙醇产品。与第一代粮食乙醇相比，具有成本更低廉、
更绿色环保等优势。 （郭康）

河北唐山
大型纯秸秆沼气发酵池主体完工

本报讯 河北省唐山市李钊庄镇大型沼气项目首
座 9000立方米池容沼气池主体于日前完工，即将试验
产气。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 49亩，规划建设 6个单体
9000立方米的纯秸秆沼气发酵池，全年可产沼气 4380
万立方米。生产出的沼气将为附近约 1万户居民提供
炊事用气、集中供暖用气，非取暖季节可用作发电或提
纯压缩车用天然气及为工业生产供气。同时可将沼渣
加工合成无土栽培基质，进行无公害农业示范开发。

该项目每年可为当地出售秸秆的农民增加部分收
入，每年可节省标煤约 7.5万吨。 （李木子）

资讯

现任国家小麦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北
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河北省小麦专家顾问组
组长，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名誉院长的郭进考
研究员，参加工作 38 年来，一直从事小麦育种
工作，先后培育出 22 个省审品种，其中 8个国
审品种，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项、
三等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7项，发明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项，3次获得省长特别奖。育出的小
麦品种推广到全国七省区，面积达 2.8亿亩，使
小麦增产 105亿公斤，节水 100多亿方，创社会
经济效益 200多亿元。看到这些数据，不禁让人
肃然起敬。

郭进考 1951 年出生在河北省新乐市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从小饱受饥饿之苦。他毕业分配
到石家庄市农科院（当时叫石家庄地区农科所）
后，立志从事小麦育种工作，发誓一定要培育出
最适合本地种植的高产小麦新品种。由于单位
人才奇缺，他很快被任命为小麦研究课题组组
长。但面对“一无育种资源、二无试验设备、三无
研究资金”的现实，郭进考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担
子沉重。没有育种材料，他便和同事们四处求
援。他三下山东、四赴河南、五上黄土高原。为了
向专家求教，他时常昼夜兼程，以蓬头垢面的形
象出现在专家面前，专家深为他的求知和敬业
精神所感动，毫无保留地为他讲经验、授资料、
传技术。他先后拜访了庄巧生、李振声等 40多
位专家，请教了 100多位同行，搜集了 500多份
育种材料……

为了实现育种目标，院里试验地是古河道
培土改造的沙薄漏地，根本无法使用，他只有选
择了距离市区 130多华里的马兰农场作为试验
基地，那里的条件极差，远离农村，连基本的生
活都无法保障，在那荒郊野外的农场蹲点 20多
年，做试验、搞培训、建立示范田，为了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挺了
过来。在他的日历上，只讲农时，不讲工时；只有
节气，没有节日……

功夫不负有心人，郭进考和同事们经 12年
的艰苦努力，终于培育出了早熟高产小麦新品种
“冀麦 26”。它的育成，大大缓解了北方地区一年
两熟制光热资源不足、夏秋粮争时的矛盾，促进
了夏秋粮均衡增产。把当时小麦大面积生产从亩
产 300公斤一下子提到了 400公斤，高产地块突
破了亩产千斤。成为河北省第六次小麦更新的主
体品种，也是河北省推广速度最快、种植面积最
大、经济效益最好，创造全省“三个第一”的小麦品
种。审定当年就推广到 700多万亩，随后几年，该
品种走出燕赵，成为黄淮麦区的主要推广品种，
并西进新疆，南跨黄河、秦岭，轰动了半个中国麦
区。累计推广面积达 6000多万亩。该品种 1991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继冀麦 26号之后，他又育成了小麦新品种
“冀麦 38号”。该品种增强了茎秆韧性和根系活力，
解决高产与倒伏的矛盾，成为河北省小麦千斤县
的首选品种，实现了亩产由 400公斤到 500公斤的
跨越，创造了河北省小麦亩产 631.34公斤的历史
最高纪录，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针对我国水资源短缺并不断加剧和逐年干
旱的事实，郭进考清楚地认识到选育节水高产
小麦品种的重要性，提高品种的产量固然是关
键，但必须关注节水与高产的结合，才能保障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上世纪 80年代，郭进考就把
研究方向由提高小麦单位面积产量转到节水高
产小麦新品种的培育上，以我国特有的太谷核
不育材料与我国北方麦区抗寒品种、黄淮南部
高产品种、黄淮北部丰产、耐旱的优良品种轮回
聚合，融三大麦区优良品种优点为一体，历经 23
年，终于育成了节水与高产相结合的突破性小

麦新品种———石 4185，该品种在国家区试中创
造了单产 716.7 公斤的高产纪录。在 6省区推广
面积 5483.3万亩，增产小麦 21.2亿公斤，推动了
北方地区小麦的可持续发展，2005 年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之后，他带领课题组开始寻找那粒最“耐
渴”的小麦种子。郭进考意识到生物节水是小麦
节水效果最显著的手段。他设想，能不能将高产
和节水两种小麦的优势融合在一起呢？经过无
数次的失败和挫折后，他们终于摸透了选育节
水与高产小麦新品种的技术和方法，创新形成
了“前水后旱，同一世代水旱复合选择”节水高
产育种新方法，育成了“石家庄 8号”、“石麦 15
号”等系列高产与节水小麦新品种，在试验田实
现了全生育期一水不浇，靠自然降水亩产 400
公斤；灌一水亩产 500公斤；大面积示范灌二水
亩产 500公斤的目标。经李振声、程顺和院士等
著名专家鉴定为：“创新的小麦节水高产品种选
育方法对今后我国小麦节水高产育种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育成的系列品种实现
了节水与高产的有机结合，达同类研究的国际
领先水平。”该项成果 2011年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郭进考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
创造出了一流的成绩，为我国农业生产作出了突
出贡献。他先后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省管优秀
专家、省级“巨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全国农业推广先进个人、全国粮食生产突
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荣
获国家人事部杰出人才一等功奖励、何梁何利基
金奖，还是党的十七大代表。面对成绩和荣誉，他
并没有停步和自满，而是带领他的小麦育种团队
正在用智慧和汗水孕育着大地的丰收！

用智慧孕育大地的丰收
姻康会敏尹红敏王月

制药科学家所面临
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就
是不受药物影响的蛋白
质，约 80％的蛋白质涉及
人类疾病，其中有些蛋白
质并不与现有药物发生
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这
些药物都是无效的。

近日，耶鲁大学研究
人员发现了一种新方法
可以设计出以前无法进
入这些蛋白质的药物。

这项研究发表在 7
月 26 日《化学与生物学》
杂志上。耶鲁大学化学生
物学研究所、论文主要作
者 Alanna Schepartz 博士
对既可以穿过细胞膜又
能抑制蛋白质之间相互
作用的分子有着强烈兴
趣。

蛋白质和多肽在抑
制试管中蛋白质之间相
互作用方面具有非常好
的效果。Schepartz和她的
研究小组已经确定了一
个信号帮助这些蛋白质
进入细胞。大多数药物是
非常小的分子，能很好地
融入相对较大的蛋白质，
以抑制化学反应。但许多
疾病有关的蛋白质并不

进行化学反应。相反，它们结合其他蛋
白质、DNA 或 RNA。

已被证明设计出抑制这些相互作用
的小分子是非常困难的。虽然今天已将
蛋白质作为药物使用，但它们几乎完全
在细胞外区域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引发
许多疾病的细胞内部发挥功效。

这种信号分子可使潜在的治疗性
蛋白质能顺利进入囊泡或与细胞膜融
合发生内吞。这样有助于运送蛋白达到
细胞内部。这项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资助。 （郭康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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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泰医药正
从传统收费模式
转变为一种与制
药公司共同平衡
风险 / 回报的新
型合作模式，同
时，已将业务范
围从传统的临床
研发 拓展至商
业、咨询和资本
领域，形成四大
支柱。

昆泰实验室对受试者样本进行分析。

河北省小麦专家郭进考育出的品种，推广到全国七省区，种植面积达 2.8亿亩，小麦增产 105亿
公斤，创经济效益 20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