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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研制出
了首例转基因芒草。芒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
植物,起源于东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前景
的能源作物。芒草是一种纤维素原材料，它含
有木质纤维素,可用于生产乙醇。新开发的芒
草转基因技术将培育出芒草新品种，如通过
改造细胞壁的组成（降低木质素含量）来培育
促进糖化作用的品种，及培育具有强的环境
抗压能力的品种等。

专家点评：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资源植物研发重点实验室
主任桑涛:
如今，化石能源日益紧缺,污染日趋严重,

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在寻找新能源的过程中,“高个子”芒草已经成
为能源植物中的佼佼者。
日本研究团队的文章是去年 8 月份在

《全球变化生物学生物能源》上发表的，这是
国际上在生物质能源领域的主流期刊。报道
中介绍的芒草转基因技术，是对植物器官进
行组织培养，然后用基因枪打入待转的基因，
再生之后，在植物体内进行表达。这实际上是
植物学领域非常普通的技术，在水稻、棉花等
作物中应用得很成熟。转基因技术在芒草中
的应用大约在十年前湖南农业大学就成功尝
试过了，最近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也积极探索了更为有效的
芒草转基因体系。
美国和日本都非常重视芒草的相关研

究。美国最大的生物质能源的研究中心“能源
生物科学研究所(Energy Biosciences Insti-
tute)”把芒草作为重要的能源植物来研究。研
究所主任 Somerville曾在《科学》上撰文时计
算，如果能在美国 1400万公顷休耕地的一半
的土地上种植芒草，按照每公顷芒草产量为
40吨来计算，就有可能实现美国 2007年制定

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中提出的生物质能
源发展目标。他们目前的努力方向在继续提
高产量上，已能在部分地区实现年产量 40吨
/公顷。
实际上，中国研究芒草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从种质资源上，中国有全世界大部分芒
草的野生种，其中包括生物质产量最高的种
类。从芒草作为多年生植物的特点来看，其根
系发达，抗旱、抗寒能力强，若在我国贫瘠、干
旱和受荒沙化威胁的西北等地区种植，不仅
有可能满足能源持续供应的需求，还能改善
生态环境。

中国的芒草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基础比
较薄弱，从 2008年开始，中科院启动了“高效
可持续利用能源作物芒草的研究、开发和遗
传改良”的方向性项目。目前我们下最大功夫

的地方在于培育品种。在贫瘠、盐碱等不适合
于粮食生产的土地上，把芒草从野草驯化培
育成高产能源作物。对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初
步成功，但优良品种选育需要长期不断的努
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闻中提到的，通过

转基因技术降低木质素的含量，通过优化木
质素纤维素的结构，更有效地将纤维素转化
为乙醇、丁醇等液体燃料，这是当前全球生物
质能源研究和研发的热点。但是由于这一方
向的研究涉及到基因挖掘、转化以及各种后
续评价，研究周期长、投入大，我国仅仅还在
起步阶段。在芒草等能源植物的研究上，如何
成体系地促进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结合，
是中国的长远战略需求，也是当前面临的最
大挑战。 （本报记者黄明明采访整理）

盘锦元态大米的安全征途
姻本报实习生 李勤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盘锦元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元态”）向中国
奥运代表团捐赠了 4.5万斤安全大米。
什么样的大米才算安全？
“我们所说的安全食品不仅仅是感观上

的‘安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没有农药
残留的农产品才是真正安全的产品。”盘锦
元态副总经理王强就此问题对《中国科学报》
记者说。
盘锦元态通过采用“无农药残留生物降

解技术”，将农作物体内残留的农药通过生物
酶的作用降解到零或接近零，生产出元态安
全大米及安全果蔬等系列产品，提供了真正
意义上的安全餐桌食品。
据介绍，该项技术在 2011年 11月 22日

正式通过欧盟 SGS检测，110项（农药及重金
属残留）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欧盟标准。

无意中的收获

18年前，专家研究这项技术时，目的本
是增产，但却在多次试验中发现该项研究对
降解农药残留效果显著，于是专家沿着这个
方向开始做，至今研制出以“无农药残留生物
降解剂”为核心的技术体系。
该技术是在植物生长过程中通过不同阶

段喷施“无农残生物降解剂”，使植物体内产
生并通过生物酶的作用，进而把植物体内农
药残留降解到零或接近零，同时也阻隔植物
对重金属的吸收。
同时，这项技术还可以将光合速率从

46%提高到 76%。“不过，不同的作物增产效果
不一样，粮食作物可以稳定增产 15%到 20%，
经济作物是 20%到 30%，蔬菜和水果是 30%
到 50%。”王强说。
对于此前有报道提及“这项技术中生物

酶能够促使农作物降解重金属”，任职于中国
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曾做过有机磷
农药降解酶及基因工程研究的伍宁丰对此发
出了质疑的声音：“已经成为元素的重金属怎
么能被生物酶所降解？现在消除土地重金属
污染的方法之一是实行轮耕，种植一些具有
较强吸附重金属能力的植物，然后将这些植
物深度掩埋或者焚烧。”
王强对此作出了澄清并强调：“我们做到

的是抑制对重金属的吸收，重金属不可能被
降解。我们从浸泡种子到收割，有一个完整的
体系，全过程都会使用到生物降解农药酶。而

且在种植过程中会对农作物喷洒这种酶。因
为叶片已经吸收了，所以喷完两小时之内只
要不下雨都有用。”

能否上老百姓餐桌

人们常常认为一般能够被选为奥运指定
用米的大米在品质上绝对超出普通大米的质
量，但很尴尬的是，这种“特供米”常常很难出
现在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上。
盘锦元态能否走出这种怪圈？
王强表示，盘锦元态一直在和国家相关

部门接洽，有意将这种优质大米推广开来。
他强调，想全面推广以盘锦元态安全大

米为主的系列安全食品及降解技术，不仅要
依靠企业自身的优势及条件，还需要政府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及正确引导。
“我们想树立一个行业新的标准，但这个

标准在国家没有真正受到官方认可。而且，现
在大米不达标的多，真正达到我们这个标准

的几乎没有。用小众的标准来要求大众，在现
阶段有点难。”王强感叹。
王强呼吁，新兴科技产业需要得到政策

的扶持。
同时，公司为满足上亿亩农田的产能，也

面临资金上的压力。
“公司在辽宁盘锦，吉林梅河口以及黑龙

江五常都建有水稻基地。并与天津市宝坻区
政府签属了 20万亩无农残菜篮子蔬菜示范
基地项目协议。”王强再次强调，“但这只是一
个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因元态而远
离农药伤害，让我们公司的安全食品走进千
家万户。”

技术方式的突围

农药及化肥的施用如果按标准操作，本
不会在农产品中造成农残超标，但究竟是什
么原因造成了农残超标的现状呢？

专家表示，农户如果种植一块土地多年，

并违反农药的使用标准，就会造成各种土地
问题，同时病虫害也愈加难以控制，导致常规
剂量的农药喷洒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只
能加大剂量、违规操作，由此造成稻谷中的农
药高残留问题。
王强表示，现在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元态

安全大米，但公司的技术可以应用在所有叶
面类的植物上，包括杂粮、蔬菜、水果、茶叶等
全系列餐桌食品。目前公司推广还处于起步
阶段，所以现阶段专注的一是自有品牌安全
食品的市场推广；二是对其他农业出口企业
进行技术支持，帮助他们解决粮食及蔬果中
的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以打破出口壁垒。
“市面上现在号称有机、安全的品牌产

品很多，但真正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却很难
判断，这点使消费者感到困惑。但是咱们要
凭良心来做真正安全的大米。公司现在还处
于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希望在技
术方面扩大规模，这也算一种突围方式吧。”
王强指出。

江西抚州加快构建生物医药产业体系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
相关政策，加快推进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意见》明确
强调到 2015 年，力争全市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 300 亿元
以上，规模以上企业达 50 家以上。
《意见》指出，“十二五”期间，抚州市将瞄准血液制

品、生物制品、大输液、原料药、中成药和医药研发等领域
加大扶持力度，实行重点突破，构建以现代生物制品和现
代中药为主导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
对于新入驻该市经济开发区的生物医药企业，抚州

市将实行委托贷款和贴息贷款支持、企业效益扶持、土地
使用税奖励等；对现有生物医药生产企业改扩建项目，视
投资比例和新增纳税情况给予财政扶持奖励；对在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企业或个人给予适当奖
励。此外，该市还将设立生物医药产业风险投资引导基
金，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支持研发机构发展，加快人才引
进。 （李木子）

安徽舒城筹建
综合利用地沟油生产生物燃料项目

本报讯 地沟油一直以来是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如
何防止地沟油重回餐桌危害群众健康，一直是政府相关
部门工作的重点。近日，安徽省舒城市将筹建利用废弃的
地沟油和进口废棕榈油，生产生物燃料项目。目前，该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通过专家评审，下一步将报市
环保部门进行审批。
据该市环保部门公布的消息，利用废弃的地沟油和

进口废棕榈油生产生物燃料项目位于舒城县省级经济开
发区———杭埠工业园区，总投资 3.4亿元，主要是利用废
弃的地沟油和进口废棕榈油为原料生产生物燃料，规划
年产生物柴油 8万吨、粗甘油 0.64万吨、燃料油 0.1333
万吨。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日前通过专家评审，专家组

认为该项目属国家鼓励发展的可再生、高清洁能源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环境政策规定。 （黄明明）

全国 50 家兽药企业联合作出诚信承诺

本报讯 近日，在由中国兽药协会主办的全国兽药骨
干企业联谊会上，全国兽药行业“50强”的企业负责人共
同签署了兽药企业诚信自律承诺书，表示将坚决做到合
格产品出厂、放心兽药入户，努力促进我国养殖业安全、
动物产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全国兽药骨干企业负责人一致承诺，要进一步健全

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员工培训，完善企业
诚信机制；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做到严格控制产品购销
流程，建立完整购销记录，不直接向畜禽养殖企业销售原
料药，不采购、销售人用药品，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经
营违禁和走私药物。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真
实准确地服务客户，不夸大宣传，不随意增减标签说明书
内容，不误导用户，积极引导安全、合理使用兽药。加强自
我约束，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
勇于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郭康）

加拿大将发布国家生物安全标准

本报讯 近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加拿大养牛协会
（CCA）发布了国家生物安全标准，以加强对加拿大牛肉
业的管理。
据了解，该标准是建立在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对动

物运输过程相关的风险进行控制并使其最低化；第二，控
制人群、车辆、器具和设施的运输；第三，控制动物健康操
作，诸如从可靠来源购买动物饲料；第四，促进员工知识
提升，加强对员工熟知生物安全的做法和原则的培训。

（郭康）

日本化工企业加大投资生物塑料

本报讯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大型材料企业
着手量产以植物为原料的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既可有
效减轻环境负荷，又替代了价格高涨的石油原料。随着技
术的创新，生产出的材料性能好、硬度高，根据用途可节
省表面硬化处理工序，从而降低成本 10%至 30%，可广泛
应用于汽车及电器产品的生产。
三菱化学开发了以植物中所含糖为原料的透明树脂

生产技术。8月份，在北九州市黑崎工厂投入专用的树脂
生产设备，年产量达 5000 吨。产品将替代现有的树脂产
品，用于汽车零部件及电器制品的生产。三菱化学计划至
2025 年，植物原料使用占到 20%。可乐丽（KURARAY）公
司利用甘蔗糖份发酵物为原料，生产轮胎添加剂的液体
橡胶。公司正着手对茨城县鹿岛工厂的设备进行改造，计
划明年正式生产，年产量达 1万吨。 （李木子）

美开发出混合纳米纤维生物材料

本报讯 近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开发出一种新
奇的混合纳米纤维生物材料，可在整形外科手术中作为
载荷支架或受伤组织补丁，既能为细胞提供足够宽松的
生长空间，又能指示它们按肌理排列成新组织，比以往的
生物材料更灵活而适合人体功能性。相关论文在线发表
于最新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这种新的混合纤维支架直径为纳米级，由两种高分

子聚合物制成：一种是缓慢降解纤维，另一种是水溶性纤
维。水溶性纤维可以被有选择地溶解去除，以增加或减少
纤维之间的空隙。混合纤维通过电纺技术织造，纤维本身
可以溶解为带电溶液，通过微喷的方式使溶液像雪一样
落在一个旋转鼓上，就会形成精细而有弹性的微丝被收
集起来。这种织物适合于医疗应用，可以在上面添加细
胞，或者作为补丁直接植入体内受伤组织的部位，让附近
细胞生长上来。
研究人员指出，增加可溶解纤维的比例，会使宿主细

胞在上面扩展生长的能力增强，最终实现完整一致的分
布，形成真正的三维组织。即使最初植入的纤维要去掉
50%以上，余下的支架仍足以支撑细胞，并利用产生胶原
蛋白的细胞，直接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细胞外模型，反
过来这会让生物材料更有伸展性。实验室生长的半月板
组织，几乎能与真正的人体半月板媲美。 （梦不萌）

资讯

本报讯 近日，据欧洲再
生能源推广协会最新调研报
告显示，2011年欧盟地区第一
代农业燃料（生物柴油和生物
乙醇）的消耗量增长再次放
缓。

数据显示，2011年欧盟运
输领域大约消耗了 1360万吨
石油当量，2010 年 消耗了
1320 万吨，同比仅增长 3%；
2009年至 2010年期间增长率
为 10.7%，2008 年至 2009 年
期间增长率为 24.6%，2007 年
至 2008 年期间增长率为 41.
7%。较低的增长率也表现出
2009年至 2010年期间的对生
物燃料限制程度的提高。

为何生物燃料消耗量增
长放缓？欧洲再生能源推广协
会的解释如下：根据 2003年
可再生能源法令，2010年之前
要将欧盟交通系统中的生物
燃料所占比例提高至 5.75%，
而根据 2010 年的法令，在
2020年之前要将这一比例提
高至 10%，就目前来看，前者
比后者需要更多的努力，并需
要动员更多的国家。

该协会表示，目前的当
务之急是要确保第一代生物
燃料在各国本土的消耗量的
同时，努力遵守 2009 年可再
生能源法令颁布的可持续发
展规定。在农业原材料市场
供应紧张的时期，该法令的
制定主要针对生物柴油和生
物乙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
响，而目前的经济危机已经
导致许多中欧进口国家降低
生物燃料的掺入率，以振兴
本国经济。

据了解，2011年生物柴油
依然是欧盟的主要生物燃料，

这种燃料占生物燃料消耗总量的 78%，生物
乙醇为 21%，植物油为 0.5%，生物天然气为
0.5%。需要注意的是 2011年生物乙醇的消
耗量迅速增长，同比增长率达到 6.2%，而生
物柴油只有 2.4%。

在法国，一种名为 E10的燃油已经开始
被使用，这种燃油由 90%的无铅汽油和 10%的
生物燃油构成（按体积计算），欧盟希望在
2013年之前所有成员国均将 E10作为主要燃
油。

据悉，2011 年生物燃料消费量最多的
五个欧盟国家依次为德国、法国、西班牙、意
大利以及英国。德国生物燃料的消耗量与
2010年相比下降了 2.7%。 （李惠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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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喷施生物降解剂。

日本科学家研制出首例转基因芒草

本报讯 美国孟山都公司将在明年推
出第三代棉花生物技术产品。10 年前，孟
山都推出第二代抗虫保铃棉技术，为棉花
植株提供了双重保护。

目前，在推出新技术之前，这家位于美
国圣路易斯的种子技术公司已经进入监管
过程的最后阶段。

抗虫保铃棉 II 草甘磷 Flex 除了为棉

花植株继续提供对虫害的保护之外，还将
提供对杂草的保护。印度孟山都董事长
Amitabh Jaipuria 说，这种技术称为耐草甘膦
Roundup-Ready Flex（RRF），这种技术将
在今年进入最后的实验阶段，争取在明年
拿到必要的商业许可。

RRF 技术使植物内部产生抵御除草剂
的能量。而在应用除草剂之后，植物周围的

杂草死亡，而使用这种技术的植物不会
死。

他说，由于缺少劳动力，印度农业非常
关注除草剂技术。

关于农民承担的技术成本太高的问
题，他说，应该看农民使用转基因种子之后
的收入。该技术成本为 400 卢比，还不到
45000 卢比产值的 1%。 （李惠钰）

孟山都明年推出下一代抗虫保铃棉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