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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针对石油基塑料污染垃圾填埋场、道路、河道和海洋的全球性问

题，我们提出了出色的可持续解决方案。Meredian 和 DaniMer 可提

供种类丰富的可定制生物聚合物颗粒，以满足客户的各种需要。任

何塑料制品都可以采用 Meredian PHA、DaniMer PLA 或二者的复合

材料制作。所有产品均可在 12 至 18 周内在土壤、堆肥或水中完成

生物降解。

Meredian Holdings Group 姐妹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东南部乔治亚

州的 Bainbridge，该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和工业资源，可以促进效

率，保持低成本。从公司成立起，我们始终专注于所有生产系统的

改进和创新，为各种用途广、销量好的生物聚合物材料提供支持，

满足每个品牌的包装需要。

Meredian 的 Agrofacturing 系统将持续创新和

生产相结合，为全球市场提供令人激动的 

新型生物塑料基材。

Meredian 的生物塑料不含石
油成分，是一种对生态环境

无害的材料，同时可以减少

对日渐减少的不可再生资源

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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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facturing

Meredian 开创了 Agrofacturing 系统，这是一个用来种植、繁育和收

获高质量非转基因油菜种籽的连续性系统。在 PHA 发酵过程中，菜

籽油是培养细菌的最佳选择。由于细菌食物源是 PHA 生产环节中最

昂贵的一环，因此在本地种植油菜也可确保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

目前，全球石油基塑料制品的使用量达 3 千亿磅。与石油基塑料不

同，Meredian 的 PHA 是一种在特殊营养环境下通过菜籽油发酵， 

由细菌产生的天然聚合物。这些多功能生物塑料可以采用多种处理

方案，包括回收利用、后院堆肥和厌氧分解等，将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环境压力，进一步减少垃圾填埋负担。

Meredian 公司采用本地种植的非转基因油

菜种子，通过冷压工艺制成纯菜籽油，进

而制成功能多样的 PHA 生物聚合物。

Meredian 的产品不仅功
能多样，而且可以在土壤

和水中完全生物降解，甚

至可以像扔垃圾一样直接

扔掉。

5



6



以油菜为食物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AgroCrush 毗邻 Meredian 总部，拥有百万平方英尺的全新设施。油 

菜籽经过无溶剂冷榨工艺处理，过滤后生产出食品级菜籽油，用来 

培养一种可在细胞壁中制造 PHA 的生物体。油菜籽的原材料利用 

率接近 40%，冷榨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将用于喂养牲畜、制造肥料。

种植油菜可以让当地农民采用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夏季可种植花 

生、大豆或棉花，却不会导致土壤质量降低。当种籽被收获之后， 

植物的梗留在田里，为土壤的夏季种植提供养分。当地的种植业和 

加工业减少了碳排放量，并且有助于维持当地的农业经济，实现了 

真正的双赢。

发酵过程中，土壤中的天然细菌会吞食菜

籽油，同时在其细胞壁中积累聚羟基脂肪

酸酯（PHA）。

采用冷榨工艺，当地种植

的非转基因油菜籽可产出 
40% 的纯菜籽油。这个过
程中产生的废料即“菜籽

饼”，可以用来喂养牲畜

或制造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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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面对全球需要 

全世界对生物塑料的需求正在逐步上升。仅就包装业而言，预计未

来 20 年的生物塑料使用量年增长将超过 15%。在 Meredian 专有的

生物反应器内，使用菜籽油培养天然细菌，使细菌数量不断增长，

就能满足这一需求。Meredian 的实验室培养多种微生物，可以在其

细胞壁中生产各种质量的 PHA，以满足不同的用途。我们的品牌客

户将收到我们定制培养的生物聚合物，根据最终用户的需求生产不

同质量的产品。Meredian 目前的设备正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具备

世界级的研发水准，可以满足当前及未来的生物塑料需求。2014 年 

4 月，全球食品原料供应商 Tate & Lyle 证实 Meredian 的配方和专有

流程能够进行扩展，以满足全球生产规模。

Meredian 的科研人员全天工作，生产超越

客户预期的生物塑料。

我们的高效率生产系统能

够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的

生物塑料，让各大主要品

牌能够以同样的价格，甚

至是更加低廉的价格，选

择绿色环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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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 

Meredian 公司通过混合发酵，

从其他物质中分离并提纯

PHA，绝不采用有腐蚀性和

毒性的溶剂，让整个过

程保持清洁。分离过

程中产生的废料完

全可以用于生产

肥料以及其他用

途。最终生产

出纯净的 PHA 

白色粉末，随时

可通过专门的

反应挤出工艺制

成颗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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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dian, Inc. 和 DaniMer 
能够提供各种可定制的生

物聚合物树脂颗粒，这些

树脂颗粒可制成任何塑料制

品。我们提供的每种生物

聚合物通常能在 12 至 18 
周内于土壤、水或堆

肥中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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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生物聚合物？ 
是的，我们能做到。 

DaniMer 和 Meredian 能够根据客户需要合作提供各种定制的生物

聚合物颗粒。Meredian PHA 既可按单一形态压制成颗粒，也可采

用专有配方与 PLA 结合，这些配方符合针对既定用途的技术规范。

自 2010 年开始，DaniMer 掌握大量 PLA 生物聚合物的配方，拥有

专有反应挤出工艺流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支持生物聚合物配方

改变的关键，这些配方能够生产出确切符合消费用途的树脂颗粒，

例如涂料、胶合剂、热成形或注塑成形容器、薄膜、墨水以及用于

尿片、湿巾和烘干纸等物品的机织布和无纺布。无论客户需要什

么，Meredian 和 DaniMer 都能通过结合生物聚合物配方达到或超越

客户需求。

目前，生物替代技术迅速发展，已成为未

来发展的需要，Meredian Agrofacturing 将

全力引领这一趋势。

虽然石油基塑料制品用过

一次后就被废弃，但它仍

能在环境中留存五个世

纪，甚至更长时间。这一

领域的生物聚合物替代品

逆转了这一令人担忧的趋

势。目前，生物替代技

术迅速发展，已成为未

来发展的方向，Meredian 
Agrofacturing 将全力引领
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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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完全且快速的降解  

Meredian 为主要消费品牌提供出色的原料，用于产品的盛放、

包装、密封和包裹。每款包装都纯净耐用，完全满足消费用途，

废弃后能够在垃圾填埋场、堆肥或水中降解，12 至 18 周后便可

消失无踪。经全球知名的生物降解性检测认证机构 Vinçotte 认

证，Meredian 的专利产品 Nodax 可在六种介质中分解。

2014 年 4 月，Meredian 的 PHA 经 FDA 全面批准，可用于制造与食

品接触的产品。食品饮料行业大量的容器和包装是造成垃圾填埋泛

滥、海洋及水道污染的重要因素，这些容器和包装都只使用一次，

且只使用几分钟，然后就会被丢弃。Meredian Holdings Group 致力

于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容器和包装推出的生物替代品是我们向可

持续发展迈进的又一步。

针对石油塑料制品过量的问题，Meredian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充

分发挥作用，生命周期结束后又能完全

降解。

长达 70 年的石油塑料生
产制造出超过 2.45 亿吨的
塑料制品，其中半数以上

都仅使用过一次。过去 10 
年间石油基塑料制品已超

过上个世纪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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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dian 生物聚合物：
从我们的花园到您的花园
  
从种植油菜籽、榨油到培育能产生 PHA 的微生物，再到各种生物聚

合物树脂颗粒的提纯和配比生产，这种一体化可持续生产方式可提

供很多层面的解决方案。Meredian 的 Agrofacturing 愿景不是无休

止地开采地球资源，而是将当地农民、具有前瞻思维的科学家和品

牌合作伙伴的力量汇聚起来，提供面向未来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Meredian Holdings Group 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这一承诺体现在这

个流程的各个方面。集团旗下公司预料到市场对高成本效益的可持

续生物聚合物的需求，致力于进行必要的研发、测试和验证，以提

供产品、解决需求。

我们的品牌合作伙伴将利用我们的生物聚

合物颗粒创造出全球解决方案。

Meredian Holdings Group 
提供一系列独特的可持续

发展方案，推动消费包装

领域的生物聚合物应用走

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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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lake Lindsey
首席行政官兼创始人

Blake Lindsey 拥有 30 年的销售、

营销和生产管理经验。在 Lindsey 

的职业生涯中，曾成功地管理多

样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在新业务

开发、销售管理、供应链优化、

生产效率和客户满意度方面拥有极

为丰富的经验。Blake 曾管理过多

个地方的大型团队，为广泛的内

部和外部要求提供支持。Lindsey 

毕业于阿肯色大学 （University 

of Arkansas），获商业管理学士

学位。此外，Lindsey 还在西北大

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 凯

洛格管理学院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及南卫理公会大学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

Paul Pereira
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Paul Pereira 负责引领公司，为公司

提供指引。他曾在很多行业创业，

包括科技、电信、交通运输、制造

业和生物科技。他曾在很多地区工

作过，如欧盟、中东、亚洲和加勒

比地区。Pereira 持有 ISM 国际商务

博士学位，也是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准博士 （第

二次论文修改），曾在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学习化学，

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学习机械工程，在巴黎大学 

（University of Paris） 任战略管理

和国际商务教授。

Isao Noda 博士
创新解决方案副总裁

Isao Noda 博士曾在宝洁公司任

职逾 30 年，具有出色的职业经

历。从宝洁公司退休后，Noda 

受聘于特拉华大学 （University 

of Delaware），任兼职教

授。Noda 被公认为世界上聚合

物科学领域主要的权威人士之

一，包括称为 PHA 的生物聚合

物领域。Noda 曾率先研发出一

种特殊的 PHA，即中长链聚羟基

脂肪酸酯 （mcl-PHA）。Noda 在

欧盟和美国持有 90 多项专利，

曾在相关领域发表过 300 多篇论

文，与人合著有三本著作。Noda 

于 1974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获化

学工程学士学位。1976 年，获

得生物工程学硕士学位以及研

究型硕士 （M.Phil）。1978 年

和 1979 年，Noda 从哥伦比亚大

学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97 

年，他在东京大学 （University 

of Tokyo） 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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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mith
首席运营官

Michael Smith 拥有 20 多年的

制造及流程持续改进经验。

加入 Meredian 之前，Smith 曾

在 Ingersoll Rand、Amoco 和 

British Petroleum 担任高级生产

职位。他擅长运用精益生产方

法和六西格玛工具推动持续的

流程改进。Smith 毕业于乔治

亚理工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工业及系

统工程学学士学位。Smith 还

曾在田纳西州大学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和朱兰研究

院 （Juran Institute） 接受

统计流程控制及六西格玛培

训。此外，Smith 还在 Simpler 

Consulting 接受过精益制造和丰

田生产系统的培训。

Phil Van Trump
首席技术官

在过去 12 年间，Phil Van Trump 曾

在多家供应链和物流企业任管理职

务，负责北美事业部运营、公司

教育、商业分析、客户服务和销

售管理等工作，在加入 Meredian 

前担任副总裁一职。他曾负责将

企业遗留软件转变为一种专门管

理运营和财务的系统，还重新设

计出一个货流网络，可同时处理

超过 100，000 项交易。他毕业

于中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获分子生物学

和微生物学学士学位，并完成该

校及乔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的研究生课

程，从事蛋白质组学和分子生

物学研究，之后又在麻省理工

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进修学习。Phil 目前

负责研发、流程开发和监管事务。

John A. Dowdy, III.
首席财务官

John Dowdy 在私人企业、公共

会计和协助新兴公司上市方面拥

有丰富的经验。加入 Meredian 

前，John 曾在 Yandex 担任财务

和会计等多个职位，Yandex 是

欧洲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也是俄罗斯主要的搜索服务提

供商。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他一直担任首席会计官 

（CAO），后升任国际业务财

务副总裁，直至 2014 年 4 月。

担任首席会计官期间，John 曾

在 Yandex 公司 2011 年 14 亿美

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

发挥关键作用。加入 Yandex 

之前，John 曾在 CTC Media 

担任首席会计官，在 Golden 

Telecom 担任助理财务总监，在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担任审

计师。Dowdy 现在 Blekko 公司

董事会任职，这是硅谷的一家

互联网搜索技术公司。Dowdy 

是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的优等毕业生，持有

会计学士学位，同时还是在乔治

亚州执业的注册会计师。

Scott Tuten
首席营销官

Scott Tuten 在物流、供应链、交

通运输、库存管理、运营和仓储

领域拥有 16 年经验。他曾在一家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通运输公司

担任副总裁、地区副总裁和地区

经理等多个职务。Tuten 拥有战略

规划、政策实施、销售管理和运

营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擅长国

际物流和供应链管理。Tuten 曾为

多家《财富》500 强公司管理跨

州跨部门业务。Tuten 毕业于乔

治亚南方大学 （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获物流学工商管理

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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