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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生物：生物制造行业独角兽
徐淼

最近市场上的次新股成为市场中的热点，其中蔚蓝生
物已经连续拉出 8 个涨停板，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为什么
蔚 蓝 生 物 如 此 受 到 投 资 者 的 青 睐 ，蔚 蓝 生 物 有 何 不 同 。
通过仔细翻看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才发现蔚蓝生物的生
物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生物制药，而是生物制造行业。现
有的上市公司中属于这个板块的公司凤毛麟角，具有较
高的稀缺性。而蔚蓝生物堪称生物制造行业的独角兽。
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是以酶制剂、微生态制剂的生
产、研发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生物科技公司。公司以“生
物科技还原生态世界”为宗旨，致力于为生物制造提供核
心技术支持，为传统产业提供清洁节能技术，为食品安全
提供绿色解决方案，全程服务农牧、纺织、食品等多个产
业。

目前，公司生产的酶制剂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到饲料、
纺织和食品等行业。公司生产的植酸酶在饲料中的添
加，每吨可节约 160 吨磷酸氢钙的使用，减少向水体环境
中排放 48 吨磷。为饲料行业、养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技术保障。

公司生产的纤维素酶被广泛应用到纺织行业。 酶工
艺与传统工艺相比降低了纺织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为
企业创造了经济价值。

公司产品不但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
公司的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在传统行业的应用可以
实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新结构和生产新方
式。和石化路线相比，目前生物制造产品平均节能减排
30％—50％，未来潜力将达到 50％—70％，这对工业基础
原材料的化石原料路线替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工艺
路线替代以及传统产业升级，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生物产业是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公司在发展中始
终保持高比例的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投入
高达 2.64 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 10%，大
规模稳定的研发投入形成的专业化技术团队和无形资产
为企业的长期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核心技术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

公司所处生物制造行业为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
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属于生物产业中的生物制造行
业。2010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决定》把生物制造列为生物产业的重要内容，突出了
生物制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属性；
《
“十三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则进一步明确生物制造是国家重点发展
的产业之一，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对于我
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加快壮大新
产业、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传
统产业动能升级的主要推动力。

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在国内生
物制造业居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酶工艺的使用可以大幅度节省水资源的使
用，同时大幅减少了 COD 的排放。

微生态是有益活菌制剂，可广泛应用于养殖业、种植
业、食品、环保等领域。公司的微生态制剂在养殖业中的
应用可以替代抗生素促生长剂在饲料中的添加，解决了
抗生素在动物体内的残留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健康的严
重食品安全问题；公司微生态制剂在种植业的推广，有助
于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幅提高生
物农业竞争力；公司的微生态制剂在人类健康食品产业
的应用开发，能够显著提升人体免疫、人体代谢等人体生
物机能。

在 2015 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白
皮书”发明专利公开数量 TOP25（2012—2014）中，蔚蓝生
物集团在全国工业生物技术企业排名第 1 位。
公司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联合评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在 2015 年全国 1098
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选中，公司在生物行业中排
名第 1 位。
凭借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和主导地位，公司及其
子公司共主持国际合作专项、国家 863 课题等国家级项目
33 项，参与 20 项，并主持、参与酶制剂、动物保健行业方面
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 41 项，其中 39 项已颁布，2 项待颁
布。
公司及其子公司还先后被评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
“ 国家动物用保健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生物催化
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 高新技术企业”、
“ 生物催化技
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 中国轻工业工业酶菌种
选育重点实验室”、
“ 农业部动物保健工程技术重点实验
室”、
“ 全国酶制剂行业十强企业”、
“ 山东省引才工作重点
支持企业”、
“‘十二五’轻工业科技创新优秀集体”。
通过持续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公司已建立起一支稳定
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完备的科研体系。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公司有 19 名博士、177 名硕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
有 3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2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已构
建了木霉、酵母、黑曲霉、芽孢四大高效蛋白质表达系统
及对应的规模化发酵体系，搭建了行业唯一的高通量筛
选工作站，并建立了通用型的高通量基因筛选大数据模
型与蛋白质工程改造等核心体系，大幅提高了酶制剂的
催化效率和工业应用属性，提升了生物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
近年来公司取得了丰硕的研发成果，截至本招股说明
书签署日拥有国内授权发明专利 199 件、美国授权专利 3
件、PCT 国际申请 9 项及国家级新兽药证书 30 项。
此外，发行人子公司研制的紫锥菊及其制剂获得国家
一类新兽药证书 3 个；发行人子公司研制的清解颗粒、芪
术增免合剂、白头翁颗粒、芪草乳康颗粒等中兽药复方制
剂，获得国家三类新兽药证书；在动物用生物制品领域，
发行人子公司利用基因工程、大规模生物反应器细胞悬
浮培养等技术，开展动物用疫苗、抗体、干扰素等产品的
开发，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 8 项。

商业与管理大数据一站式解决方案领导者
上海数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8
年，
一直专注于为政企提供商务与管理大数
据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近年来，
数聚股份服
务了近 500 家涉及制造业、零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等中外龙头企业以及政府机关，
以
一站式的全方位商务智能服务模式，
深厚的
行业知识和业务知识，
专业的技术能力为国
内外企业提供高满意度、高成功率的数据分
析系统实施服务。
凭借十年专注于商务智能领域的深厚
行业积累，
以及在商务与管理大数据分析领
域领先的能集成多种主流数据分析工具软
件，并具有业界突破性的基于行业模型基
础上的动态沙盘模拟果因分析智能预测、
预算及决策功能的全方位智能管理平台产

品 SEMF——赛幕府-智慧企业管理平台
(Smart Enterprise Management Framework)，
上海数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众多客户的认
可与青睐。数聚股份在过去的十年里获得
了很多含金量很高的荣誉及奖项。仅在刚
刚过去的 2018 年，上海数聚就收获了诸多
荣誉，如中国创新力百强企业、上海明星企
业科创奖、浙江智慧城市成果创新奖等。
数聚股份还是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极少
数被国际 IT 领域调研权威机构 Gartner 收录
进亚太区报告的商务智能领域的企业之
一。公司是智能管理大数据领域拥有多项
自主专利的创新型技术公司。数聚股份公
司经过近十年的深耕细作，目前已经拥有
200 多名员工，除上海总部以外还通过青

岛、武汉、浙江德清、广州等分公司辐射全国
20 多个地区和城市。
数聚股份自主研发的 SEMF——赛幕
府-智慧企业管理平台，
是业界独特的能集成
所有主流数据分析可视化工具软件，
实现统
一入口单点登录，
拥有能贯彻 PDCA 全过程、
实现管理闭环的实用型全方位智能管理平
台。SEMF 赋能管理者拥有从智能预算到计
划执行，
从运营监控到预测决策，
从偏离分析
到行动计划的能力，SEMF 还能为用户提供
组织运营实时洞察及分享、智能预警等功
能。该平台产品拥有业界突破性的动态沙盘
模拟果因分析智能预测预算决策功能，
该功
能属于国际领先，
由于大多数软件只能进行
单一逻辑的因果分析，
而一对多因素算法的

果因分析历来是分析软件业无法跨越的哥德
巴赫猜想，
如今数聚股份的 SEMF 最新版本
V5.8 基于 SEMF 创新的数字看板指标树架
构，
成功攻克了复杂的果因分析难题，
为管理
层带来了实用好用的预算和决策利器。
该版本另一个突破性的核心功能是全
面完善了原有的行动方案功能，新版 SEMF
将能够全面实现对战略决策的 PDCA 执行
闭环，
在执行战略的各个环节能够实时监督
进度和洞察问题直到完成决策目标。此外，
管理画布功能 5.8 版本也增加了发布功能，
在 SEMF 平台上基本已经具备了 BI 数据分
析软件工具的功能，至此 SEMF 完成了通过
一个综合性 BI 平台全面实现企业级或者部
门级智能分析管理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