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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月亮中秋狂抛 20 亿元

助力中国浓缩洗衣升级
洗衣是人们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但能够在这

件看起来平常的事情上，专注 20 多年，本身就不平

凡。它的名字，就是蓝月亮。

8 年前，蓝月亮颠覆了中国洗衣“粉”时代，开启了中国洗

衣“液”时代。而在今年中秋，蓝月亮再次颠覆洗衣历史，开启

浓缩时代。

中秋当晚，蓝月亮在央视和湖南卫视两台中秋晚会期间向全

国观众发放总价值高达 20 亿元的浓缩升级券，助力 4000 万中国

家庭率先进入浓缩时代。

浓缩洗涤剂已是全球趋势，中国浓缩洗涤升级刻不容缓

目前，中国大多数家庭仍然在使用传统的大瓶洗衣液，大

瓶洗衣液太重、量取不便、容易倒多的缺点，给消费者带来不

少困扰。而浓缩洗衣液则具有洁净力更强，使用更方便、更环

保等诸多优点。事实上，发达国家早已相继进入浓缩时代，德

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浓缩洗涤剂的占比已超过 96% ，而

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 3% 。放眼全球，浓缩洗衣液已是必然

趋势，国内洗衣液浓缩升级刻不容缓！

中国浓缩洗衣时代标志产品——— 蓝月亮机洗至尊

针对第四代普通型洗衣液笨重、不易量取、容易倒多、费

水、费电、不环保等诸多缺点，蓝月亮精益求精，再度突破技

术难关，推出蓝月亮首款泵头包装的「浓缩+」洗衣液——— 机

洗至尊。

作为中国浓缩洗衣时代的标志产品，“机洗至尊”活性物

含量高达 47% ，一泵 8g 可洗 8 件衣服，小体积蕴含大能量，

660g 就相当于 2 . 2kg 普通型洗衣液。“机洗至尊”采用创新

泵头设计，一泵 8g ，出液精准，无需费力量取。

中秋夜抢券忙，蓝月亮掀起浓缩洗衣潮

中秋节当晚，蓝月亮通过央视与湖南卫视的两台中秋晚会，

向全国观众发放了总价值高达 20 亿元的浓缩升级券，助力 4000

万中国家庭率先进入浓缩时代。在晚会播出期间，观众踊跃参

与，领取蓝月亮浓缩升级券，一度导致系统崩溃。在 4000 万张

浓缩升级券的带动下，蓝月亮“机洗至尊”成为当晚京东旗舰

店的热销产品。

20 亿元，只是一个开始

20 亿元，只是一个开始。深谙洗涤之道的蓝月亮，秉承

“一心一意做洗涤”的宗旨，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洗衣大

师赛”，让消费者成为洗衣大师。并通过洗涤科技馆，向消费

者展示全新的洗涤科技、传播洗涤知识，深化对浓缩时代的认

识和普及，推动全国浓缩洗衣升级！

【蓝月亮中秋福利继续！】鉴于观众的参与热情，蓝月亮

决定接力中秋，继续发放福利。目前，蓝月亮浓缩升级券仍在

发放当中，消费者可直接上京东、天猫蓝月亮旗舰店咨询客服

领取浓缩升级券，凭券购买机洗绝配可立减 50 元，率先进入浓

缩时代!

·广告·

中国“诺亚方舟”起航
揭秘搭载生物遗传密码的国家基因库

新华社深圳 9 月 21 日电(记者马晓澄、孙
飞、肖思思)在西方神话中，诺亚建造了一艘方
舟，带着各种牲畜、鸟类等，躲避了大洪水，安然
渡过“世界末日”。

一粒种子、一个细胞、一管血液、一口唾沫、
一段脱氧核糖核酸、一条数据……这些不起眼
的“现在”可能是构建未来生物科技和产业的砖
石。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拥有世
界级基因库，由此掌握生命经济时代的战略性
资源。

22 日起在深圳开始运营的国家基因库正
是带着“留存现在、缔造未来”的使命诞生。中国
将拥有这样一艘“诺亚方舟”，承载人类及其他
生物的遗传样本和密码。

国家基因库里有什么？

在基因时代，这样的未来可期：到医院看
病，只需自己的基因作为“身份证”和病历；想
“返老还童”，保存完好的干细胞就能轻松搞定；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不再稀奇，就在你家庭院里
懒洋洋地打盹；远古的恐龙、猛犸象不只活在特
效里，它们在博物馆奇妙之夜真实复活……

通向这样的未来，需要一些坚实的“砖
石”——— 生物样本和数据。这正是我国唯一一座
国家基因库的定位：有效保护、开发、利用遗传
资源，提高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产业发展
水平，维护国家生物信息安全，助力全球生命科
学发展。

2011 年，国家发改委等 4 部委批复同意深
圳依托华大基因研究院组建国家基因库。

国家基因库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观音山脚
下，一期占地面积 4 . 75 万平方米。这里几乎与
外界隔离，恍若世外桃源。走进建在层层梯田之
上、室内绿意盎然的建筑，从一层上三层，依次
会看到庞大的高通量基因测序房、超级计算房
以及冷冻资源房。

“三库两平台”，是国家基因库主任梅永红
描述基因库内容时使用频次最高的一个概念。

据梅永红介绍，与美国、欧盟、日本其他三
大世界级的基因库不同，中国国家基因库不仅

仅是数据库，而是国际上现有的各类生物样本
库、数据库、生物多样性库、疾病库等的综合升
级版。除了“干库”(即基因、蛋白、分子、影像等
多组学生物信息数据库)、“湿库”(多样性生物
样本和物种遗传资源库)之外，国家基因库还引
入了“活库”，即生物活体库，包括动物资源、植
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和海洋资源等。

不妨把它想象成这样一个载体：它是人类
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海洋馆、微生物馆的集
合，这里存储的将不仅是一个个标本原型和实
物，还有一粒种子、一个细胞、一管血液、一口唾
沫、一段脱氧核糖核酸、一条数据……

“两平台”指的是数字化平台和合成与编辑
平台。“三库两平台”的建设，最终为的是解决生
命数据的“存、读、懂、写、用”5 个作用。

“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要把全球的生物资源
都收集起来，用测序仪读取万物的遗传数据，用
超级计算机算出结果，用合成与编辑平台写出
生命代码，最后用来为人类服务。”梅永红说。

目前，国家基因库已存储多种生物资源样
本 1000 万份；初步建立基因信息数据和生物样
本采集、存储、管理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发布
深圳市地方标准 5 项，申请国际、国内标准 10
项，申请国内外专利 46 项，出版基因资源专著
8 本。目前已开展国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20
余项，合作项目共发表论文 140 余篇，其中在

《自然》《科学》《细胞》等知名科研杂志上发表论
文 30 余篇。

国家基因库像我们的“生命银行”

“高大上”的国家基因库看似很遥远，但其
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
说，每个人一生中所有关键阶段的标本都应该
永久保存起来：从出生时的干细胞，到 20 岁时
的免疫细胞，到 30 岁时的生殖细胞……而国家
基因库，就是储存这些样本和数据的地方，像我
们的“生命银行”。

“这类似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给自己拍照
片，如果我们不拍，那就永远拍不到了。”汪建
说，“老照片只能拿来做留念，但是我们在不同
阶段存进‘生命银行’的年轻样本，却是在我们越
老的时候越有用，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救命。”

存储这些数据到底有什么作用？从数年前
开始，汪建就开始有意识地存储自己的健康数
据。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对自己身体变化状况了
如指掌，并且根据这些数据设计自己的饮食、运
动和生活节奏，“对抗”衰老。他说，随着国家基因
库存储容量的增加，未来将会有更多人可以储
存和掌握自己的健康数据，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除了对个人，国家基因库对保护生物多样

性也有重要意义。目前，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已刻不容缓。汪建说，对濒
危的生命物种，我们需要尽快地将这些资源
存储起来，向子孙后代做一个交代。

生命的“国库”，开放的平台

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基因资源以及保护地
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国际上，挪威斯瓦尔巴
全球种子库、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生物
样本库等应运而生，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
先后建立了大型基因数据库，这三大库里的
生物信息数据几乎涵盖所有已知的脱氧核糖
核酸、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数据。

国家基因库执行主任徐讯说：“中国亟须
这样一个平台，从国家层面对具有中国特色
的生物样本和基因数据进行有效保存、管理
和合理利用。”

“基因库是生命科学的‘国库’，比银行的
金库还要宝贵。”梅永红说，农耕时代的核心
资源是耕地，工业时代是能源，而生命科学时
代则是基因。基因资源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国
家战略资源，如精准医学很大程度上依赖对
基因解读的结果。“未来精准医学方面的发展
和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基因资源的获得与解
析。”

国家基因库将保持开放姿态。目前，国家
基因库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
业研究磋商小组、国际生物及环境样本库协
会、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美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等 100 多个组织和科研机构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在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物进
化机制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在保护种子多样性方面，我们需要在全
球范围内互相依靠，携手共进。”挪威斯瓦尔
巴全球种子库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未来和
中国国家基因库进一步合作，从而在环境变
化和人口剧增等国际性挑战下保护种子多样
性，“我们所有人都有职责来保护这些养活我
们的种子。”

“国家基因库是开放的平台，一个基因库
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我们希望通过更好
的机制，让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基因资源能
被我们充分地认知和利用。”梅永红说，未来国
家基因库一定会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集
聚更多资源。

“国家基因库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尤其
是如何跟国际公约、标准接轨。”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王韧说，“但是我们相
信，国家基因库将在未来对基因科技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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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观众在科博会上欣赏机器人
表演。当日，为期 4 天的第四届中国科技城国际
科技博览会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共吸引来自
全球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80 余家单位参展。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两部门：国家大学科技园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绵阳·第四届科博会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记者申铖、韩洁)记
者 21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
合发布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可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
政策的通知》，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
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

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
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通知明确，享受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
营业税、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科技园，应当符合一定
的条件。其中包括：科技园符合国家大学科技园条
件，国务院科技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布国家
大学科技园名单；科技园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场
地面积占科技园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的 60%以上，
孵化企业数量占科技园内企业总数量的 75%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0 日电(朱霄雄、李国利)我
国首次主导的“人与环境”领域大型国际试验———
“绿航星际”试验进程目前已经过半，4 名志愿者克
服了密闭环境带来的身心挑战，保持了良好的执行
任务能力。试验舱内的 25 种作物正常生长，试验达
到中期的预定目标。

这次试验首次引入“火星时”项目。火星上一个
完整昼夜约 24 小时 40 分钟，自 8 月 26 日引入“火
星时”以来，舱内时间每天比地球上长 40 分钟。

试验负责人、航天员中心副总设计师李莹辉
介绍，“火星时”试验计划是整个试验设计中的特
别安排，期待人类能够面对可能在星际驻留当中
的挑战。

“绿航星际”试验 6 月 17 日在深圳启动，预计
持续到 12 月 13 日。试验在 370 平方米的密闭循
环舱内展开，4 名参试志愿者生存所需的大部分
水、食物，以及全部氧气都将依靠舱内复杂系统自
给自足。

“绿航星际”试验进展顺利，首次引入“火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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