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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河南省
“两会”
特别报道

2018 年，
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如果以此为节点，
那么 2019 年，
就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第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
【编者按】 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承上启下，我们采访了数位企业界人士谈改革开放，是回忆过往更是寄语未来。继往开来，即将召开的河南“两会”将展示中原人
民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康

时代成就了华兰 造就了华兰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文 邱琦/图
安康简介：华兰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医学生物学高级
工程师，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
会奖、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国家科
技二等奖及省、市级科技奖。河
南省第六、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河南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记 者 ：提 到 改 革 开 放 40
年，您第一个念头的感慨是什
么？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安 康 ：提 到 改 革 开 放 40
年，让人感慨良多，
我的第一个
念头是感恩。40 年间，我见证
着中国经济从弱到强，工业和
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国家从封
闭状态走向全面开放，也见证
了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与
改革开放相伴相生，我深深感
恩这个时代，
时代成就了华兰，
时代造就了华兰。
记者：在这 40 年里，您自
我感觉的人生巅峰出现在什么
时候？为什么？
安康：华兰是改革开放的
实践者和先行者，华兰一直处
于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始
终在爬坡前进、负重前行，尚未
达到我理想中的巅峰。习近平
总书记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纪
念大会上讲话的最后部分是对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文采
斐然。我不妨用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的毛主席的几句话作为回
答：
“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
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 更值得
骄傲的还在后头”
。
记者：在这40年，
您的事业
低谷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又是怎么扛过去的？
安康：2011 年，因贵州省
大幅压缩省内单采血浆站的数
量，华兰生物在贵州的 5 家采
浆站正式关闭，血浆供应不足
一半，使华兰的血液制品产量
下降，市场占有率和股价应声
而跌，陷入低谷。
我们卧薪尝胆，重新调整
战略布局，
在重庆市涪陵区李渡
镇兴建了占地 100 余亩的华兰
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
布局大
西南。同时，我们扩张浆站数
量、
提高浆站采浆能力，持续提
高核心竞争力。2016 年华兰
采浆量破千吨，重新回到全国
采浆量第一的位置。面对困
境，
只有坚持，
才能走出低谷。

以“e 抗原抗体的发现及应用”
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长期的奔
波、环境的艰苦和实验工作的
劳累，1985 年，我在一次出差
的途中染上了流感，最后竟引
发格林巴利综合征。为了治
疗，我在医院足足待了几个月，
至今仍落下双手轻微震颤的后
遗症，
我不能再进行精细的实验
操作了，带着万分的不舍和遗
憾，
我只好暂时告别了钟爱的科
研工作。研发搞不了了，怎么
办？那就在生物药品流通领域
做点贡献吧。
“ 人生失意不失
志”
，
从此我从科研转行做实业。
记者：这 40 年，您 最 看 重
中国（或河南）哪一方面的进步？
安康：最看重中国教育方
面的进步。纵向看，相比 40 年
前的教育发展水平，今天教育
所取得的成绩是跨越式的；横
向看，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
水平，40 年的教育发展成绩标
志着我国教育已基本结束追赶
模式，开始进入全面超越阶段。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教育持续地为中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与
智力支撑，中国奇迹的创造是
不可能发生的。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改革
开放，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有
什么具体的期待？
安康：我最关注的是生物
医药行业的发展。我国生物医
药产业前景广阔，但是目前面
临底子薄、投入少、顶尖人才缺
乏和创新能力薄弱等挑战。绝
大部分生物技术创新和专利来
源于发达国家，例如生物技术
专利 59%来自美国、19%来自
欧洲、17% 来自日本。我期待
国家在以下五个方面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一是大力发展新型
疫苗和改造传统疫苗；二是抗
体药物和蛋白质药物等生物
技术药物的产业化；三是重大
疾病诊断和检测技术的研究
与产品开发；四是加强基因治
记者：这 40 年里，有什么 疗 、细 胞 治 疗 等 生 物 治 疗 技
样的遗憾让您记忆犹新？
术；五是再生医学技术的研究
安康：1978 年，我 29 岁， 与应用。

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民

未来要更注重环保和绿色发展
陈泽民简介：
三全食品创始人，
第十、
十一、
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
河南省
速冻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米面食品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速冻米面食品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2018 年 10 月，被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推荐宣传为
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记者：提到改革开放
40 年，您第一个感慨是什
么？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陈泽民：我感到非常
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
时代，使我们普通人在这
个环境下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
了财富，
改善了生活。
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政
策，
没有改革开放，
一个普
普通通的人就不可能发挥
出自己的潜能，做出来这
么大的成绩。我非常幸
运，能生活在这么一个美
好年代。

记者：在这 40 年，您
的事业低谷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
怎么扛过去的？
陈泽民：民营企业的
发展要有一个很好的市场
环境。曾经有一段时间，
市场秩序并不太好。本来
我的企业申请了专利，合
法经营，但遇到了非法企
业说我对他们侵权，甚至
在生产旺季的时候，被查
封了车，
冻结了银行账号，
当时我甚至觉得企业一度
没有了出路，不知该如何
进行下去。
记者：在这 40 年里，
这种情况后来都发生
您自我感觉的人生巅峰出 了巨大改变，
政府、司法都
现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为 企 业 健 康 发 展 保 驾 护
陈泽民：
总的来说，
这 航，
打击那些侵权行为，
保
些年的方向是一直往前走 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随
的。我在某一个时段也碰 着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的
到过一些挫折，会看不清 改善，社会大环境越来越
方向，
有过迷惑、彷徨。比 好了，企业的发展也会越
如曾经民营企业创立时招 来越好。
工要受限制，雇工不能超
过 7 个人。但是企业做大
记者：这 40 年里，有
做好之后，满足了市场需 什么样的遗憾让您记忆犹
求，要突破 7 个人怎么办 新？
呢？还有某个时段，社会
陈泽民：我的遗憾是
出现了与民营企业发展相 太保守了。我们当时发展
反的声音，这种情况下我 是“稳”字当头，10 年当中
甚至开始思考创办企业这 三全搬了 7 次家。三全的
条路到底对不对！
发展壮大是滚雪球式的发
但不协调的声音马上 展，如果我当时能抓住机
就 得 到 了 及 时 纠 正 。 会，说不定三全还能发展
2018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 得更大更快。这是个人性
院更是多次明确，毫不动 格决定的，我考虑的是怎
摇地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 么持久，
而不是发展多快，
的发展，还制定了很多支 但实际上该快的时候还是
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 要快，
该稳的时候要稳，
总
我省也制定了一些政策并 之是利弊参半。
召开座谈会。改革开放过
程中，
不断出台的政策，
都
记者：这 40 年，您最
使我们在困惑当中进一步 看重中国（或河南）哪一方
地明确了方向，看到了希 面的进步？
望，
树立了信心。
陈泽民：党中央高密
主编：王栋梁

责编：袁伟平

度、高规格的几次非公有
制经济的座谈会、谈话、调
研，更加给我们民营企业
家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干
劲。河南也召开了这样一
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座谈会，还出台了鼓励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30
条意见，还有各个部门对
非公有制企业的政策，给
我们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
很好的政策环境、法律环
境、市场环境、舆论环境。
这些是国家的进步，是改
革开放的成果。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
改革开放，您最关注的是
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期
待？
陈泽民：我们现在已
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还是世界第一制造业
大国。我国的制造业非常
全面，
品类齐全，
但我们还
不是制造业强国，很多高
尖端的东西我们还有待提
高，
但是我们有基础了，
有
实力了，再向前发展就基
础扎实，
政府有方向，
又有
支持力度，这些都为我国
从追求数量发展，变为以
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我们对制造业质量发
展更加关注，我们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也会更加注
重环保，绿色发展。这些
发展方向和以前是不一样
的，以前是单纯的追求数
量，
解决温饱问题，
没有注
意环保问题和资源节约问
题。未来，我们要更加地
关注环保、卫生问题，
要把
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加提
高，
在追求质量后，
人们的
幸福感、获得感也会不断
加强、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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