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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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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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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李惠钰

政策加码促发展
借助国家战略“蓝色经济”的大潮，近年来，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
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司发展处副处长辛红梅日
前在第二届福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峰会上表示，
近十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产值增长了
十几倍，
年增长率 27.8%，
成为海洋产业中增长最
快的领域。
从国际形势上看，海洋生物资源的高效、深
层次开发利用，尤其是海洋药物和海洋生物制品
的研究与产业化，已成为海洋大国争相竞争的热
点领域。
“欧盟的‘PharmaSea’计划、美国的‘海洋生
物技术计划’
、日本的‘海洋蓝宝石计划’以及英
国的‘海洋生物开发计划’等均表明，海洋药物开
发已被全世界列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
重要计划。”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副院长吕志
华称，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
纷对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作出部署，以期获得
未来科技经济竞争的优势。
我国国家政策的加码也令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7

前沿拾趣

编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减少，
品种多样的海洋生物成为药物开发的重要源泉。如今，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成为医药行业中最活
者 跃的领域。
“十二五”期间，
我国将海洋生物医药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重视。然而，我国至今仍未形成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按 技术与品种积累也很薄弱，整体实力距离海洋强国的目标相差甚远。未来，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该如何发展？本刊将围绕产业发展现
药物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创建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连续报道。
状，
从药用资源开发、

深海鱼油可以生产降压药，鲨鱼软骨素可以
开发抗肿瘤药物，虾壳、蟹壳等“下脚料”也能摇
身变为氨基葡萄糖……占地球表面积 71%的海
洋，不仅是人类所需的优质食物及能源资源的生
海洋
产地，
还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药物宝库。如今，
药物开发已成为国际热点。
近年来，我国对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海洋生物医药的发展速度明显加
快。国家海洋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海洋
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从 2005 年的 17 亿元增
长至 2014 年的 258 亿元，尤其在 2011~2014 年
大幅上升。
然而，行驶在快车道上的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却因药源采集困难、科技链不畅、产业转化受
阻等多重路障而难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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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
规划》指
发展可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海水综合利用、
海
出，
要
“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
；
《国家
“十二五”
海洋科学
洋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
“海洋药物的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重点研究
成药机理和开发技术，开展细菌等微生物和微藻
；
财政部、
的开发利用研究并形成相关标准等要求”
国家海洋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推进海洋经济创新
新型海
发展区域示范的通知》又将海洋生物医药、
洋生物制品及新型海洋生物材料，列入海洋经济
创新发展区域示范重点领域。
山东、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海洋经济大
省也纷纷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大对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的投入，并将其作为蓝色经济的增长点加
速推动。
辛红梅表示，目前国内已有 8 个国家海洋高
技术产业基地、6 个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初步
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
产业集群，以湛江为核心的粤东海洋生物育种与
福建闽南海洋生物医药
海水健康养殖产业集群，
与制品集聚区和闽东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业
集聚区等。

产业开发潜力巨大
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物化学专家陈冀胜表
示，当前创新药物的热点领域主要有三大方向：
生物医药、
海洋药物、
合成生物学。而就海洋药物
而言，海洋的生物多样性为创新药物提供了广阔
空间。
“陆生植物新药源发现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
未知成分非常多，
化
微，
而海洋生物物种极其丰富，
所以生物活性也
学成分往往与陆生植物区别很大，
很特殊，
是国际公认的创新药物研究的重要方向。”
巨大的创新药开
陈冀胜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发潜力，
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最大优势。
吕志华也指出，海洋天然产物具有丰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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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更大的类
构多样性，
活性谱广且强度高，
药性。因此，
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海洋物质除了可
还可以进行药物研究。
以开发成各种生物制品，
据了解，从上世纪 40 年代至今，人们已经从
海洋生物中发现了近 3 万个化合物，从 2008 年
至今，
新海洋天然产物年平均发表量超过了 1000
个。各国通过多年研究，现已知 230 种海藻含有
多种维生素及药理作用，有 246 种海洋生物含有
抗癌物质。
我国在海洋药物的研究开发方面也已形成
目前，
藻酸
糖类药物的显著特色和优势。据了解，
双酯钠、甘糖酯、烟酸甘露醇等海洋糖类新药和
几十余种海洋保健产品已经获得国家批准上市。
另外，一批新型抗肿瘤、抗艾滋病、抗心脑血管疾
病、抗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海
洋药物，
也相继进入不同的临床研究阶段。
另据业内人士预估，约在未来 5 年后，海洋
生物医药总体行业产值极有可能突破千亿大关。

行业问题凸显
陈冀胜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制药大国，
技术能力大幅提升。从 2006 年的世界排名第 9
位，到 2011 年的第 2 位，预计 2020 年我国医药
产业将位居世界第 1 位。
然而，作为制药大国，我国真正走进国际市
场的海洋生物药物却仍是空白。
厦门蓝湾科技董事长林秀芬表示，海洋生物
医药是蓝色经济的高附加值产品，但由于其复杂
性和特殊性，导致其产业化程度较低，成果转化

科技
数量较少，
成果转化率较低。吕志华也表示，
链不畅、成果转移受阻都是构建海洋生物医药创
新体系所亟须解决的问题。
更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国海洋生物资源非
常丰富，但已发现的药用海洋生物品种却十分有
“大海
限。在陈冀胜看来，
研发海洋创新药物就像
捞针”
，一些具有高活性化合物的海洋生物往往
比较稀少，药源采集是制约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瓶颈。
辛红梅也指出，我国的海洋资源调查、评估
和保护还不够，海洋生物资源的独特优势尚未发
与小
挥。另外，
国内海洋生物龙头企业相对较少，
微企业互补不足，产业生态尚未建立完善；部分
领域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还存在差异。
“尽管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和产业呈现良好的
发展态势，但距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还存在较大
差距。”在辛红梅看来，未来，海洋生物资源的利
用还将逐步从近海、浅海向远海、深海发展；陆地
高新技术迅速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开发转移；
以企业为主导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研发体系
将成为主流。
辛红梅表示，
“ 十三五”期间，我国还将深入
、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贯彻落实建设“海洋强国”
路”等发展战略，以高端产品创新和产业化促进
海洋医药和生物制品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以产业
链协同创新培育和完善产业链，以产业孵化聚集
推动海洋生物产业园区（基地）快速发展，同时以
加强产业平台建设促进海洋医药和生物制品的
可持续发展，从总体上来支撑海洋医药和生物制
品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最新研究发现，雄性和雌性老鼠疼
痛敏感性由不同免疫细胞调节。这一研
究结果于 6 月 29 日发表在 《自然神经
科学》上。这一发现或许能解释有些镇
痛药物临床试验的失败，因为研究设计
中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
在慢性疼痛发生过程中，免疫系统
发挥着重要作用。小胶质细胞能表达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具有激活脊
髓神经元的作用。当损伤和炎症发生
时，这种信号将导致机体发生疼痛且过
度敏感。
美国阿拉巴马伯明翰大学心理学
家罗伯特?佐尔格等，通过压迫坐骨神
经支配后肢的 2~3 个分支，将健康雄性
和雌性小鼠建立成慢性疼痛模型，7 天
后给动物分别注射 3 种抑制小胶质功
能的药物。结果发现，这三个药物可逆
转雄性动物对疼痛的过敏反应，这和过
去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同样的治疗对
痛觉敏感模型中的雌性动物无效。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疼痛学家杰弗
里?莫吉尔表示，不同性别由不同的细
胞控制疼痛调节，过去从没有这样的报
道，主要是没有人使用雌雄两种性别的
动物进行对比研究。
“现在可以对过去的临床研究数据
进行重新分析，看疼痛机制是否真的存
目前这仍然属于
在这种性别差异。当然，
不能用动物
推测，
毕竟动物和人类不同，
英国伦敦大
实验结果简单推广到人类。”
学疼痛学家约翰?伍德说，
该研究提出了
关于疼痛研究存在的一个忽视性别差异
的巨大缺陷，可能会大量引发对比不同
性别的研究论文。
（孙学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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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PV 说起
预防宫颈癌，
—专访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
姻本报记者 赵广立
近年来，预防宫颈癌的 HPV（人乳头瘤病
毒）疫苗越来越为世人所熟知。由于内地疫苗
尚未批准上市，许多人甚至组团到香港打疫
苗。那么，HPV 病毒和宫颈癌究竟是什么关系，
如果感染了 HPV 病毒又该怎么办？就此问题，
记者专程采访了在 HPV 感染防治领域奋斗了
16 年的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派特生物）。

防治需求日益迫切
宫颈癌是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妇科恶性
肿瘤之一, 2008 年全球新发宫颈癌 52.9 万例，
发展中国家占 80~85%，中国约占 1/4，且近年
来发病率有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2008 年，德
国癌症研究中心科学家豪森因发现 HPV 是导
致子宫颈癌的直接原因而获得诺贝尔奖，也让
HPV 逐渐走进大众视线。
从全球科研现状来看，宫颈癌筛查技术发
展较快。20 世纪 50 年代的细胞学方法是现代
医学最成功的范例，应用细胞学筛查的方法使
宫颈癌死亡率下降了 70%以上。之后，随着宫
颈癌病因学研究的突破，
HPV-DNA 检测新技
术也逐渐应用于临床。
HPV 疫苗的问世开创了宫颈癌预防的新
时代。2006 年、
2009 年，
美国 FDA 分别批准了
默沙东的四价 HPV 疫苗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的
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 HPV-6,11,16,18 型。
然而由于疫苗实施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和各国
医疗制度等条件限制，人群的广泛接受、临床
的大规模推广尚需时日。而且，HPV 疫苗主要
针对未感染的青春期女孩，对已经感染 HPV
的人群则无能为力。
“ 相比于检
派特生物副总武继岭介绍说：
测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检测出 HPV 感染之后，
治疗领域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主要是因为 HPV
不能体外培养，新药标准和模型的无法建立限
制了研究水平，目前国际国内的整体研究仍然
处在初级阶段。但不论临床医生还是普通百
姓，都无比期待有好的方法能够清除 HPV，促
进感染后的早期转阴。”

促进高危型 HPV 感染早期转阴领
域现新突破
宫颈高危 HPV 感
从当前的妇科临床来看，
染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
2 年内约 90%的人可自
定期随访。但
行转阴。因此医生多建议不予干预，
是长达两年的时间内，
感染者因不知道何时转阴

派特生物总经理杜转社（中）副总吴小苹（左）副总武继岭（右）
或能否转阴，
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持续感染进入病变期，针对高级别的
病变 （CIN2/3，指宫颈上皮内瘤变二级 / 三
级），
目前医生主要的处理方法是 LEEP 手术或
在
冷刀手术。研究表明，CIN 进行有效处理后，
3 个月 ~2 年的时间内大部分患者的 HPV 能够
清除。但术后仍有一部分 HPV 感染不能得到
有效清除，这种术后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
导致宫颈癌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试想，宫颈
高危型病变到了非切除不可的地步。但切除之
后仍携带病毒的人群，她们的恐惧、无助、绝
望，
这是每一个正常人所无法感同身受的。
武继岭在说起目前临床上的难题时，讲到
了他知道的一个病例。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
性，
检测出有高危型 HPV 感染。由于有宫颈癌
家族史，一家人非常担心，再三恳求医生，要求
“感染期只能持续观
进行手术。医生痛心地说：
察监测，不应手术。但看着她们一家人那么担
忧，我是多么期望有一种技术和产品能帮助到
她，
哪怕只是试一试。”
所以，无论是从疾病治疗的角度，还是从
家庭人文关怀的角度，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科
研界、企业，都应该全力以赴地探索新技术、研

发新产品。
十余年来，派特生物一直致力于 HPV 感
染防治领域的科研探索。通过与多家国家专业
医药科研机构进行战略合作，开展派特灵应用
宫 颈 HPV 感 染 ， 宫 颈 上 皮 内 瘤 变（CIN1、
CIN2），
宫颈术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等多项
临床项目观察，不断完善派特灵产品，走出了
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

科技成果转化之路
派特灵技术来源于中国科学院“HPV 的危
害性与防治”项目。派特生物总经理杜转社为
我们讲述了派特灵从中科院的一纸项目报告，
发展成为造福社会的市场产品的全过程。
“当时办企业，我们交了很多学费，用了很
企业怎么运转。”
长的时间去适应什么是企业、
杜转社一再强调：
“科技成果转化，一定要了解
科研、产品、市场之间的关系。科研不等于产
品，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是二次应用技术，并
不亚于第一次的基础研究。把科研成果直接当
成产品，就是科研院所办企业出问题的最大原
因。科研人员做企业经常走入一个误区，用做

科研的心态做产品，在产品上无限的下功夫，
而忽视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正确的做法是产品
要及时上市，占领先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
可以持续更新，不断满足社会需求。”
作为一个有十多年经验的企业家，杜转社
总结了两点经验：
第一，
做企业，
首先需要有理想。只有在理
想的支持下，才能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
聚集一批有理想的人，才能办成事。理想是使
人能坚持下去的力量。
第二，企业经营者要对市场有前瞻性。这
也是三年以上的小企业容易失败的重要原因，
主要是对前景的预判不准。当年医院没有针对
HPV 感染的相关科室，派特灵只能在药店卖，
同时竞争的有 95 家企业。后来随着医院建立
科室，感染患者开始到医院看病，派特灵抓住
时机，
进入医院。也就是这一年的变革，
市场淘
汰到只剩下 3 家竞争企业。近几年，派特生物
在全国建立了近 300 家服务中心的连锁体系，
独辟蹊径，
自成一家，
也是缘于此。
那么，办企业最大的追求是什么？是利润
吗？杜转社说：
“ 企业绝不应以利润为最大追
求。企业最大的追求应该是实现社会价值。有
了社会价值才能有利润，当一个企业失去社会
价值的时候，企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企业
的核心价值必须准确定位，甚至可以在很多情
况下弥补企业在经验上的不足。”

人心是企业最核心的生产力
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才是企业最核心的
生产力，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
素。派特生物坚持“人品优先、敬业为本、团队
第一”
的人才理念建设团队。
杜转社认为：
“ 基本价值观是不能被强行
灌输的，基本品质是不能培训出来的。就像总
部明确要求全体员工：如果不是 HPV 感染，就
不能使用我们的产品。但实际执行中都不是仅
仅靠规章制度就能管得住的，只有真正认同派
特‘专业、负责、诚信’价值观的人，才能自主自
觉执行公司规定，才能融入到派特团队中。再
也走不长远。”
聪明的人，
如果人品不过关，
多年以来，派特生物通过分岗分级的全员
培训，
提升员工技能，增加员工职业含金量。一
般企业招聘新员工，都是急着上手去销售，早
出业绩早好。但是派特生物的新人入职要进行
3 个月的系统培训，
考试合格才允许上岗。老员
工也要定期参加培训，经过市场洗礼的老员

工，
培训时理解力更强、
体会更深。同时公司将
市场变化的新概念和新经验，借由培训推广到
基层。每期培训班里，
杜转社不论多忙，
都亲自
讲第一课。
从 2012 年起，派特生物正式启动“全国服
务中心达标项目”，首次对全国服务中心进行
现场大验收，严格落实各项规范和制度。项目
初期，杜转社几乎把总部所有人员都抽调到各
地进行达标验收。然而，也正是大规模的达标
验收，各地服务中心无论是从硬件设施、还是
从人员技能、服务水平等各方面上都有了很大
程度的提高，
进而促进了市场发展。
现在各单位都说招人难，留人更难，但是派特
生物的新人源源不断地进来。杜转社说：
“招聘
中一定要选择和自己公司价值理念相同的人，
为其提供长远的发展平台，并要敢给机会。要
帮助员工成长，提高员工生活水平。派特生物
发展到今天最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目前我们有
一大批超过十年的老员工，而且从来没有一个
派特人被竞争对手挖走过。”

为防治 HPV 再出发
说起派特生物未来的发展定位，杜转社
说：
“派特生物从成立之初，定位就非常明确。
16 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 HPV 感染防治技术产
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未来还将继续加大科研
方面的投入，为 HPV 感染防治领域提供完善
的产品，为每一位 HPV 感染者提供全方位的
个性化服务。我们希望促进 HPV 感染防治领
域行业标准的早日建立，让更多的感染者能够
早日康复。”
2015 年，是派特生物的发展年。派特生物
将容纳一大批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把产品和
服务延伸到更多市场。把每个点都做好，以点
带面，
不断扩大。
同时，为回馈社会，派特生物将在今年开
展多期“中国宫颈癌防治工程——
—派特在行动
公益讲堂”活动，主要面向基层医院和基层医
生进行专业培训。
“派
在采访最后，记者抛出一个热门话题：
特生物考虑过上市吗？”杜转社笑呵呵地说：
“上不上市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办企业是为
了什么？不但为了社会效益，为了实现自我理
想，更是为了和自己一起创业的人获得安定的
也许正是杜转社这
生活，
让他们有幸福归宿。”
种朴实的心态，才聚集了一大群团结的派特
人，
成就了派特生物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