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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个绿色建
筑产业集聚示范区，建议
绿建区在“展示度、集聚
度、示范性”上做足文章。
平台的金字招牌亮了，香
精香料项目的品牌也强
了。同时，项目要突破生
物香料关键技术水平壁
垒，希望得到园区和各方
面的智力支持。

项目名称 中国香精香料华东总部及生产基地

坐落地 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内

投资规模 总投资
!

亿美元!一期投资
"

亿元人民币

主打产品 各类生物香料及医药中间体

产品使用领域 室内空气净化"健康环保"食品行业"日用化工业"

制药"烟草等

目标市场分布 华东地区兼外销

预期投产时间 一期将于
#$%&

年
&

月份

达产后年销售额 一期#

%$'%!

亿元人民币$全部达产后#

%$$

亿元

年实现利税 一期#

%'#

亿元$全部达产后#

#$

亿元

用工总人数 一期约
%$$$

人

主要工种 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

关联带动产业 生物萃取及合成"农产品种植"酶制剂等

关联带动服务业 仓储"包装"香料文化"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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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武进“芬芳产业”高地
中国香精香料：

本月15日晚上9点，武进绿色建
筑产业集聚示范区招商中心内，依然灯
火通明。招商中心副主任刘烨和同事们，
仍围绕中国香精香料项目相关前期工作
紧张加班。墙上挂着偌大的项目“作战
图”，任务分解到具体的日期和人。

项目常州负责人樊冰也在现场。近两
个月来，他很少呆在上海的写字楼，越来
越多地“泡”在绿建区提供的临时办公室，
项目资料堆了两大柜子。用他的话说，“天
时地利人和，现在一样不缺。现在要做的，
就是千方百计保证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香精香料是一个历久弥新、极具潜力
的朝阳产业，被列为国家重点鼓励、扶持发
展的产业。该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首
批资金已到账，项目先期所需的用地指标
已获得省政府批复，有望近期正式开工。

◆项目篇
见识一个项目

香料香精项目与武进绿建区结缘，
始于第八届花博会期间。在室内空气净
化、绿色建筑科技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
契合度。

中国香精香料有限公司的华东总部
及生产基地，计划总投资5亿美元、注
册资本金1.7亿美元，重点打造室内生
物空气净化香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中
国绿色三星香料博物馆、中国香料研究

院和香精香料生产基地等。项目全部达
产后，预计年产值超过 100亿元人民
币，上缴税收20亿元。

其中，一期项目投资 4亿元人民
币，产品拓展至生物香料、天然精油、植
物提取物、香水、酶制剂等。计划明年6
月投产，预计年产香料 1万吨，年销售
收入15亿元人民币。

樊冰介绍说，国内香精香料行业近
年来保持较高增长，生物发酵香兰素等
产品已获国际市场主导地位。但行业前
十强仍集中在欧美和日本，企业竞争要
直接面对瑞士奇华顿、美国IFF、日本高
砂、法国曼氏、以色列花臣等跨国企业。
集团公司在武进绿建区布局，就是看中
该平台的集聚示范作用，立足华东、辐射
全国，打造国际先进的生物工程及香料
研究开发中心和香精创意中心，加快向
世界级香料企业迈进。
“常州项目的发力点是生物香料，也

是行业未来的方向。”中国香精香料化妆
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陈少军表示，生物香
料的原料均为无毒植物，生产采用温和
的生物、物理等方法，耗能低，没有安全
性问题，在中高端领域正逐步取代合成
香料。常州项目起点高、规模大，对全行
业的发展有示范意义。

将有一串关联带动

从空气净化到刷牙洗澡、吃喝娱乐，
香料香精的行业关联度很高，广泛应用
于家居、食品、医药、日用等加香产品中，
相关产品的年销售总额约10万亿元。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既促进了我市
的生物产业、绿色环保产业，也提升了国
内的行业竞争力。未来，中国香精香料有
限公司将把深圳、上海的技术平台迁至
绿建区，建设室内空气净化香料工程、植
物提取、调味料、香水创意等实验室。同
时按照最高标准建造 GMP洁净车间、
HACCP食品安全车间，与国际同步规
模生产生物香料，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

樊冰表示，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的
北海道等，已形成“一棵小草托起一个经
济王国”。项目的落户，有利于常州“芳香
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地方花卉苗木
业、文化旅游业及医疗养生、食品化工、
包装物流、检测服务业等。

作为集团公司在全国第二个研发生
产基地，常州项目已明确，几年内力争在
中国大陆或香港上市，综合效应走在亚
洲及世界的前列。

◆服务篇
问题回复不过夜

尽管还未正式开工，围绕项目保障
的各项工作已细之又细。

临时用电、环评能评、场地绿化……

在项目流程表上，从前期准备到现场服
务，大小近40项工作落实专人跟踪负
责。每项工作都要求限时完结，逾期问责。
针对项目报批这个前期工作的难点，提前
介入项目建设方案设计，主动与市、区职
能部门沟通，做好有预见性的基础服务。

绿建区党工委书记徐宁表示，为更
好落实服务机制，园区抽调精兵强将组
成项目小组，直接跟进项目进度，尽快解
决企业诉求，并定期汇总推进情况，协调
解决具体问题。今年1月初，项目方提出
生活污水处理问题，预测每日约20吨。
第二天，绿建区就和武进规划、建设部门
会商，敲定收集处理和排放的具体方案。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友好，项目
的生产车间均采用负压式设计，气体只
进不出。在方案完善中，绿建区主动对接
服务，利用自身资源请来专家和专业机
构出谋划策，帮助项目细化了气罩和局
部抽风装置、活性炭吸附后回收循环利
用等问题。

樊冰表示，通过多方面了解和直接
接洽，深刻感受到了常州市和武进区的
高效率办事作风。“每一次来，都有专人
全程陪同。提出的问题，基本不过夜就有
明确答复。”

◆创新篇
创新一套机制

按照粗线条划分，香精香料属于精
细化工行业。但常州项目主打产品是生
物香料，原料绝大多数是农副产品，生产
过程主要是物理萃取、调配、生物发酵、
酶解等，不涉及化学合成过程。

从实际情况出发，项目方提出，能否
归类于生物技术类？

市、区两级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召集
第三方机构进行生产工艺论证。市委主
要领导率环保、发改、安监等部门赴深圳
工厂实地考察、现场办公。市环保部门和
区主要领导还专门与当地政府、职能部
门、周边群众、合作企业等座谈，掌握第
一手资料。经过详细论证，明确了项目的
行业属性。

为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市、区两级发
改、环保、国土等部门和绿建区通力协
作，扎实推进“并联驱动”服务，政策范围
内，能同时办的手续就同时办。如环评审
批和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同时推进，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土地挂牌同时进行，
比正常报批时间大大缩短。

打响一场战役

“常州项目至关重要。”樊冰坦言，跨
国公司近年来通过不断并购来获得竞争
优势，芬美意、IFF、奇华顿等都在国内
建立了研究中心，加强了本土研发力度。
国内一批上市公司，也纷纷介入香精香

料行业。今后几年，将是香精香料行业的
技术水平大提高、资本结构大调整的时
期。

绿建区管委会主任陈江表示，按照
原定计划，常州一期项目主要分为建设
前期和建设期，共3年时间。建设前期
主要完成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审批工作
及资金落实；建设期主要完成工程装修、
水电安装、设备订货、生产线设计、安装、
人员培训、设备安装调试等。根据实际情
况，项目正最大限度地压缩建设期限，力
争早投产、早见效。

以香精香料和中芬绿色科技产业
园、中科院常州绿色科技园等项目为龙
头，揭牌 3周年的绿建区，正紧紧围绕
“高科技特色园区”目标，突出建筑绿色
化和园区智慧化，统筹上中下游各环节
相关产业，充分发挥集聚作用，力争在行
业做示范、单项争冠军。2015年，园区力
争引进30亿人民币项目1个，10亿人
民币项目2个；产业高端人才350人，
申报“龙城英才”项目不低于5个。
“深化重大项目，激发产业活力。”

徐宁表示，将围绕“制定标准、推动产业、
引领行业”目标，全力打响攻坚战，做强
武进和常州的产业新名片。

魅力常州 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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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精香料华东总部及生产基地项

目!隶属于中国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是国内香精香料行业的龙头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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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香港主板上市!成为

国内行业第一个上市企业% 主要生产经营

烟草香精"生物香料"植物提取物等
(

大类

产品!品种达
!$$$

多种% 产品销售网络遍

及全国近
)$

个省"市"自治区及美国"加拿

大"印尼"越南等海外
%$

余个国家和地区%

集团公司下属的波顿公司!

%**%

年在

深圳注册成立! 目前已发展为国内最大的

自主创新型香精香料企业! 位列深圳综合

实力百强企业" 自主创新行业龙头企业%

#$%#

年! 波顿公司上海研发中心启用!逐

步打造全国技术研发和市场服务网络 %

#$%)

年!深圳市政府批准依托波顿公司组

建 &深圳植物功效活性成分应用技术工程

实验室'!保障公司在研发上的竞争力%

公司与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如烟草方面!囊括了中华"玉溪"黄

鹤楼"红塔山"云烟"双喜等国内
%(

家中烟

公司% 食品方面!有卡夫"雀巢"箭牌"达能

等世界
!$$

强企业!及伊利"蒙牛"统一"娃

哈哈"康师傅等民族品牌或港台品牌企业%

日用方面!有雕牌"立白"蓝月亮"黑妹"高

露洁等%

公司与中科院"郑州烟草研究院"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用鼻子吃饭”的调香师
香味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多数人

印象中，调香师是一份神秘的工作。
常州项目现场，记者偶遇王爱春。

１９９４年，她从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
香精香料专业毕业后，就进入了中国香
精香料有限公司，目前是深圳工厂的业
务带头人、高级调香师。
“人类使用香料的历史，和人类文明

一样长久。”王爱春先讲了个故事。欧美
人喜欢的肉豆蔻，香气浓郁朴实又不失
甘甜。13世纪的时候，一磅的价钱抵得
过7头肥牛。荷兰人曾掌握了几乎所有
产肉豆蔻的岛屿，唯独有一个岛由英国
人把控着，这座岛名叫"Run"。直到17
世纪中叶才达成转让协议，作为交换代
价，英国人得到了一个西部贸易港
口———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曼哈顿。

王爱春说，食品香原料有１８００
多种，一般调香师经常使用的约７００
种。光是草莓的香气，就有青香、果香、酸

香、甜香、凉香、木香、奶香、坚果香、花
香、瓜香等几十种香韵。卷烟在燃烧时会
产生甜香、辛香、豆香、焦香、烤香和木香
等。这么多的香气，调香师都必须“体会
于鼻，牢记于心、熟练在手”。

调香师调香时，只能依靠鼻子、经验
和感觉。“王爱春介绍说，描述香气、味道
的词汇是单薄的，因此要不断体会和尝
试，将这些香原料组合成想要的味道。鼻
子经过长期训练，会形成条件反射。调出
来的产品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王爱春表示，香原料对人体是安全
的，香精的添加量很小，万分之几就能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人们的生活更
愉悦。

在集团公司，每一名调香师都是财
富，薪资水平往往达到7位数。王爱春
坦言，真正掌控香味，至少需要１０年
时间，公司的调香师基本是师徒关系。
“从不是热门职业，圈子非常小。”

本版撰稿：秦黎亮 马浩剑

本版摄影：刘 潇 张海韵

2015年6月 一期项目正式开工

2016年2月 一期项目主体完工

2016年6月 一期项目投产

2017年2月 二期项目开工

2017年12月 二期项目竣工完成

项目进度时间节点

有
关
方
面
的
回
应

更好地争取住建部和省委省政府
的支持，推动省政府成立推进示范区
建设工作小组。加强对接国家发改委、
经信部、科技部等部委的支持，争取新
能源示范产业园区、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牌子，
将政策和品牌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重点打造三大基地。一是全国绿
色建筑展示基地，确保50%达到绿色
二星以上标准。二是绿色建筑产业集
聚基地，以芬兰住宅产业化基地、北欧
城项目为抓手，引进中建材新型房屋、
南京大地等知名建筑工业化企业，积
极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全面展开。三
是打造全国绿色建筑技术集成基地，
筹建江苏省绿色建筑产业研究院，搭
建绿色建筑“产、学、研、用”的创新平
台，加快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开发应用。

同时围绕“线上线下”产业链招
商，吸引有影响力的企业总部和研发
机构入驻。重点建设技术研发、成果孵
化、创新载体等平台，实现绿色建筑产
业技术研发、产业孵化、人才培养等主
要功能。

建造全国统一格式的生产车间

!"

篇

建造全国统一格式的生产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