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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三部曲之二

近年来，中国育种虽然表现出进步趋势，但是进一
步改革和创新更需要作出制度安排。

以玉米育种为例。相比前几年，科研单位和个体育
种者选育的新品种以及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都有很
大进步。区域试验比预备试验的水平更高，表明我国玉
米育种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尚未进入区试的新品
种，明显比预试品种好得多，体现出我国种业未来的希
望。

预计今后两年，区域试验品种会表现得更好，但由
于发展不平衡，一些区域和单位调整力度不够，造成差
距较大。

因此，育种者应继续调整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落
实种质创新和改革育种技术两个方面。

育种观念明显提高

虽然国家区域试验的玉米新品种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但目前的试验方法不能揭示品种之间的抗逆性差
异，却掩盖了个别品种的缺陷。这一直是国家玉米区试
的短处，应予改进。
几年前，国家玉米新品种区域试验在新疆的种植密度

只有每亩 3500株，远低于当地生产种植密度。发现问题以
后，自治区农业厅做了很多工作，育种家积极配合，2011年
区试密度达到 5000株，2012年提升到 5500株。预计今后
还会继续增加品种试验的种植密度，这反映了新疆的玉米
区域试验正在回归农业生产，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
反映出当地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态。

自农业部调整了品种试验的管理结构以后，人们从
以往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一些省级品种管理部门面
对产业发展需求，积极统筹和改进玉米品种的区域试验
方法。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辽宁省将停止极晚熟区试组，并

增加高密度试验组，以后还将进一步推动改革，这就突
破了个别科研单位对品种话语权的垄断。山东省则通过
机械收获严格管控品种生育期，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普遍性问题不可小觑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的内部试验规模大，育种方向和
种质基础转型很明显，前进步伐较大，明显好于其他局
部试验的表现。目前只能说国内已经出现较好的品种，
但还没有超越“郑单 958”和“先玉 335”。当前品种的差
距不在于产量潜力，而在于抗逆性。这需要通过进一步
的针对性试验或大田生产才能检验。但从国家玉米产业
体系的新品种筛选试验暴露出的两个普遍性问题，需要
引起科技人员和管理部门注意。

第一，育种方法与种质创新趋势不匹配。我们是从
20年倒退的基础上回归理性的育种方向与技术路线，
不能只看重更换材料，而忽视育种方法，或者不敢对育
种方法采取创新举措。

相信很多育种者会进一步加大育种圃的试验密度，
提高对基因型抗逆性的识别能力。虽然各地育种者已经
采取措施增加试验圃的种植密度，但仍没有达到美国先
锋公司上世纪 70年代的水平，或者不敢下决心那么做。
这不仅是技术，更是竞争力，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不能再
犹豫。
第二，品种区域试验方法要改革。原本只想从技术

层面探讨改革，不想涉及体制，但效果不好，现在被逼到
不改不行的地步，却失去机会和主动权。再拖下去，不只
是对国家和种子产业发展有拖累，恐怕一些个人利益也
要受损失。

审定制度亟待改革

我年轻时在山西雁北插队，在当地引进和推广双杂
交种，当时的生产种植密度是每亩 3200~3500 株，现如
今当地农民的生产种植密度已经突破 4000株，而单交
种的区试密度竟然是 3500株。

经过 42年，玉米品种的试验密度竟纹丝不动。而且
那个试验密度意味着审定品种的安全密度只有 2800
株。按照当地农民 4000株 /亩的种植密度，现在品种的
区域试验应该在 5000株 /亩以上，才能保证推广品种
的安全性。这个差距比较大。

一位老专家曾在座谈会上说，“文革”以后，某省玉
米品种试验和生产种植密度是下降的。这无论从哪个角
度都解释不通，只是个中国特色或辽宁特色的利益问
题。据说该省种子管理局下决心甩开羁绊，加大改革力
度。这样辽宁省的玉米种业和玉米生产才有希望。

品种区域试验要先确定一个当前玉米生产的目标
密度，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国家区试和预试密度增加
25%。这个措施虽然和改进生产技术有直接关系，但我
们考虑的焦点是在品种试验中以高密度代替许多无法
模拟的逆境措施，其原理是利用 G×E效应识别品种的
抗逆性。这是玉米品种试验必须采取的技术措施。

以前是不懂，今后是落实。品种试验是科学研究的延
续，虽然中国把它变成管理环节，但需要恢复和输入更多
科学因素。那就不要顾虑少数利益集团怎么想，只考虑农
民的生产需求、企业生存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
现在，只有彻底改革审定制度，代之以注册制，才可

能激励育种者的创新积极性和促进我国种业大发展。在
过渡阶段，可以延续品种的区域试验和审定程序，但必
须建立注册制度。换句话说，育种者和企业必须担责，从
而谨慎地对待育种行为及其产品。

（作者系国家玉米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

从模仿走向制度创新
姻张世煌

姻本报实习生 赵广立
大禹治水故地山东禹城，由于功能糖产

业发达，“中国功能糖城”成了它的新名片。山
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龙力生
物）就坐落在这里。
了解龙力生物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座“玉

米芯堆成的山”。龙力生物每天要“吃”进大量
不起眼的玉米芯，但“吐”出来的却是广受市
场欢迎的产品，如低聚木糖、木糖醇，甚至是
燃料乙醇。
龙力生物为何凭借不值钱的玉米芯，做

起了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用董事长程少博
的话说，“研”以致用正是制胜法宝。

“蓄谋已久”选中玉米芯

十多年前，程少博在创业之初，饲料添加
剂产业已稳定发展，利润可观。可他却不为所
动，一门心思扑在当时鲜为人知的功能糖产
业上。
那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口香糖里有一

种叫做“木糖醇”的功能糖。功能糖是理想的
绿色产品添加剂，如低聚木糖具有改善肠道
菌群、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功能糖这一新兴产
业，在当时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和市场空
间。
程少博创立龙力生物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联合有实力的高校院所开展功能糖的技术
研发。他深知，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因
为他比旁人更清楚，功能糖在实际生产中，一
个小小的疏忽甚至是工艺上的一个瑕疵，就
很可能会让整个项目前功尽弃。
以玉米芯为原料制备低聚木糖，程少博

在心里“蓄谋已久”：山东是玉米种植大省，玉
米芯价格低廉，运输成本低，是难得的理想原
料。
可是，要把不起眼的玉米芯变成“上得厅

堂”的功能糖产品，并非易事。
制造高端功能糖的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

微生物酶，对玉米芯进行酶解。但当时这项技
术被日本企业独家掌握，每吨低聚木糖产品
售价甚至高达近 50万元。

“不能眼睁睁看着玉米芯都运到日本。”
打破日本的技术垄断，早日让生产线在中国
投产，这一共同的目标让程少博与中国农业
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李里特一拍即合。
当时，李里特所在的研发团队已经在制

造高端功能糖的课题中取得了突破，但只
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距离真正的工业化
生产还有很长的距离。与龙力生物合作后，
他们把“玉米芯酶法制备低聚木糖”的实验
搬到车间，从小试到中试，从中试到投产，
经过层层攻关，国内首条低聚木糖生产线
终于在龙力生物建成投产。由于产品质量
过硬，蒙牛、无限极等知名企业纷纷送来了
订单。
这个荣获了 2006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的项目，不仅让龙力生物赚到了“第一
桶金”，也让程少博有了大力发展生物制造

产业的信心。

“下脚料”变废为宝

尝到生物科技“甜头”之后，程少博却又
多了个“心病”：生产功能糖会产生大量糖渣，
禹城每年能产生 50万吨糖渣，仅处理糖渣的
运费就达上百万元。

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下脚料”也实现
“废物利用”？正当龙力生物困惑之时，山东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曲音波恰巧也正在寻找
一种能够高效转化纤维素乙醇的原料，以取
代玉米、木薯等粮食作物。

而生产功能糖的玉米芯在酶解过程中，
玉米芯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相互束
缚的坚固结构变得松散，这为纤维素乙醇的
酶解制备法打开方便之门。

纤维素乙醇被称为第 2 代燃料乙醇，与
第 1代和第 1.5代燃料乙醇相比，它拒绝用粮
食和非粮作物为原料。目前人们在纤维素乙
醇的制备中，聚焦于利用秸秆等为原料的试
验生产，但由于这种方法成本太高，始终未能
走向产业化。

几乎“废物”一样的糖渣，由于其成本低、
转化率高，有望是制备纤维素乙醇的理想原
料。为此，龙力生物聘请曲音波“挂帅”，共同
破解“玉米芯废渣制备纤维素乙醇技术与应
用”项目难题。

曲音波之前的研究成果还从没有开展在
生产线上，甚至仅停留在实验理论层面，而今
他们要做的是“把理想照进现实”。经过日夜
攻关，曲音波与龙力生物成功掌握了“以玉米
芯废渣为原料制备纤维素乙醇”的生物转化
技术，并从试验车间，走向了工业化生产。

生物科技助华丽转身

龙力生物对科技创新的坚持，再次获得
了丰厚的回报。

除了二次利用玉米芯，龙力生物还从废
渣中提取木质素成分，生产新型绿色高分子
材料木质素；通过自建沼气发电项目，工艺
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可以收集起来生成沼气
用来发电；玉米芯在经过功能糖（低聚木糖、
木糖醇）、纤维乙醇、木质素等一系列提取过
程，最后剩下约 10%左右的“灰分”，也被送
往电厂……
以糖渣做原料，再加上一环接一环的“榨

取”，纤维素乙醇生产不得不考虑的成本难
题，也寻找到了新的突破。
目前，龙力生物已经建成 6万吨级纤维

素乙醇生产线，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的燃料乙醇定点资格，并正式供货国内石油
系统。2011年，龙力生物凭借“玉米芯废渣制
备纤维素乙醇”项目再度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

而今，龙力生物已经涉及生物产业、新能
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三大国家战略型新兴产
业，未来的目标是继续“挟”生物科技走商业
化道路，实现高值产品的多元化。

公司故事

龙力生物：用“芯”打造“功能糖城”

前沿拾趣

“长生不老药”一直都只是个神话，但
刚刚发表在《细胞—报告》的一篇论文有
可能让这个神话变成现实。不过，这个
“药”并非自然界出产，而是存在于人体细
胞内，它的名字叫 SIRT3，是组蛋白去乙
酰化酶（统称 sirtuins）的成员之一。

这个酶最早在酵母中被发现，称为沉
默交配型信息调节 2（简称 Sir2）。小鼠中
有 Sirt 1-7，人 体中 则有 SIRT 1-7。
SIRT1、2、6、7分布在细胞核；SIRT1、2 分
布在细胞质；SIRT3、4、5分布在线粒体。

人们对 Sir2 及 SIRT1 并不陌生，因
为早就知道它们能被能量限制或白藜
芦醇激活而延长酵母和小鼠寿命，素有
“长寿基因”之称。同时，也了解到 SIRT1
在阿尔茨海默病、II 型糖尿病及衰老中

的意义。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科学家发现，

当他们把 SIRT3导入老龄小鼠造血干细
胞后，其体内可产生大量新的血细胞，逆
转了干细胞功能随衰老而下降的趋势，源
于 SIRT3促进抗氧化。这种处理让衰老
干细胞“焕发青春”，被形象地称为“分子
钟反转”，SIRT3则获得“青春分子之泉”
的美誉。

这是首次发现 sirtuins 可以逆转衰老
性退化现象，由此可能打开一扇通往医治
老年退行性疾病的大门。SIRT3还具有肿
瘤抑制功能，SIRT3 的高表达并不会致
癌。更重要的是，人们从此将不再认为衰
老是一种不可控的随机过程，而是完全可
以人为操纵。 （禾木编译）

真有“长生不老药”

资讯

本报讯 近日，由海王生物自主研发的，我
国首个在美国提交临床试验申请的中药一类
创新药物“虎杖苷注射液”II期临床试验申请获
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受理。

美国临床研究分为 I期、II期和 III期三
个阶段，而鉴于“虎杖苷注射液”项目已在国
内完成 I期和 II期 a临床研究，这次 FDA则
同意该项目直接申报 II期临床研究。海王生
物在新药研发方面持续投入多年，已形成了
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此次“虎杖苷注射液”

获 FDA受理 II期临床试验申请，也是持续技
术投入之后的阶段性成果

华林证券财富管理中心研发部副总经理
胡宇分析说，这一新药主要用于抗休克的治
疗，而市场上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抗休克的
临床专用药品，如果该新药最终能通过系列
临床研究并获 FDA批准上市，市场空间应该
较为可观。据海王生物有关人士介绍，除了
“虎杖苷注射液”之外，公司创新研发体系中
还有多个新药项目在推进中。 （李惠钰）

海王生物新药研发项目获 FDA受理

本报讯 1月 28日，扬子石化公司 1000吨
/年生物发酵法制丁二酸中试装置建成中交。

该绿色低碳装置依托扬子石化现有装置
及公用工程配套设施，采用中国石化与高校
科研单位共同开发的生物发酵法合成丁二酸
技术，装置设计生产能力为 1000吨 /年，年
工作日 300天，年生产时数 7200小时。

生物法制取丁二酸可利用丰富的农林生
物质资源等可再生生物质资源作为主要原料，

确保生物基丁二酸不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石油、煤等不可再生资源的
消耗。

据悉，该装置建设运行是中国石化关于
生物质资源替代化石资源技术开发的重要课
题之一，它不仅符合我国“十二五”与国家中
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同时也提供了一种
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模式———生物炼
制。 （王庆）

扬子石化生物法制取丁二酸装置建成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华润医药集团获悉，
2012年华润医药集团围绕打造商业流通、化
药、中药、OTC、保健品 5 大平台，实现了平
稳较快发展，预计全年营业额将达到 981亿
港元，同比增长 44%。

为保证临床用药安全，华润医药坚持在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上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
不断改进软件和硬件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以
期为患者生产安全、有效、可信赖的药品。

继华润赛科后，华润双鹤旗下万辉双鹤
也通过欧盟 GMP认证；紫竹药业的米非司
酮等 3个品种原料药顺利通过WHO预资质

认证；左炔诺孕酮等 6 个品种原料药通过
FDA现场检查。另外，华润三九旗下华润九
新药业有限公司头孢无菌原料药通过欧盟
GMP认证，成为全国首家无菌制剂及无菌原
料药全线通过欧盟 GMP认证的企业。

与此同时，华润医药还通过积极并购优
质医药产业资源，加快推进企业的外延式增
长。旗下紫竹药业收购中国化工乳胶业务，延
伸了生殖健康领域的产品组合。由华润医药
控股并已开始运营的华润片仔癀药业，标志
着集团在中药资源整合中取得突破。

（潘锋 王丹）

华润医药五大平台获突破

凭借不值钱的玉米芯，做起了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用董事长程少博的话说，“研”以致用正是制胜法宝。

图片来源：昵图网

以玉米芯废渣为原料制备纤维素乙醇走向了工业化生产。 龙力生物供图

本报讯 近日，大连旅顺开发区与内蒙古
乌海市亚力达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亚力达生
物制药项目协议书》，这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
户旅顺开发区。

该项目总投资 2亿元，占地面积 6万平
方米，主要从事兽用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项目竣工后，将建成现国内一流的现代化
GMP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实验动物房及具

备国内领先工艺水平的 6条生产线，届时将
采用克隆等先进技术生产出一流的国际化兽
用疫苗产品。

据了解，旅顺开发区目前已有参美原料药、
泛谷医药等多家科技制药企业，该项目的落户
对于进一步完善当地医药产业链条、加快打造
高端医药产业基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预计该
项目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赵广立）

2亿元生物制药项目落户大连

图片来源：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