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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神威药业，很多人并不陌生。
每年 30 多亿支注射液、65 亿粒软胶囊、
1.5 万吨颗粒剂的生产总量，使其进入中
国一线中药企业的行列；每天 550 万人
次消费群体规模，使其成为国内大众信
赖度最高的品牌之一。

一个仅用一台拖拉机、两口大缸、
三排平房、四亩地起家的医药企业，为
何能在短短 30 年间迈进中国中药行业前
四强之列？

神威药业集团董事长李振江告诉记
者：“人无信不立。神威能有今天，靠的
是持之以恒的诚信经营！”

一支药，两条命

在神威流传着一句话：“一支药，两条
命”。这句话的创造者就是李振江。用他
的话说，“这两条命当中，一条是消费者的
生命，一条是生产企业的生命。一支药，
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质量过关，就可能挽
救一条生命；对生产者来说，一个医药企
业，如果让带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流入市
场，就等于谋财害命，必然是没有生命力
的企业，自然要被历史所淘汰”。

出于这种认识，神威药业把保证产
品质量作为企业成长壮大的第一要务，
不遗余力地紧抓不放。李振江告诫他的
管理团队：“作为中药生产企业，两个环
节必须抓好。一是地道药材，二是精准
的过程控制。只有这两关都抓好了，企
业才能够安身立命。”

“所谓地道药材，”神威首席科学家
王正品解释说，“一是主要成分含量高，
有较高药用价值。像青蒿，只有四川绵
阳的青蒿素含量 2%，高于其他地方；二
是不同地区药材的指纹图谱不一样，分
离有效成分的程序也不一样，所以控制
地道药材永远很重要。”

多年来，神威下力气培养了数十名
中药材高级鉴定师，在现代质量与技术
中心建立了包含中药材真品、劣品、伪
品在内的 2000 余种样本的中药材标本
库。同时，建立了严格的中药材及原辅
材料管理体系，要求采购人员直接到地
道产地定点采购药材，只要质量不合格
一律不得采购；对供应商建立资质评估
体系，对供应商进行不定期、事先不通
知的“飞行检查”，对列入黑名单的供应
商坚决淘汰出局。

他们还在四川、山东、甘肃等省建
立了麦冬、金银花等绿色中药材种植基
地，让神威的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地
头，用规范化种植管理确保药材的质量。

生产高质量药品，还需要有先进的生

产工艺和生产技术。神威在这些方面的
投入不遗余力。李振江说：“1999 年，我
们提出搞中药提取全程自动化控制，不要
说国内中药企业没有一家这样做，就连制
造厂家都没有听说过。访遍大江南北，我
们才找到一家大型研究所成为合作伙伴。”

经 过 近 一 年 的 设 计 研 究 、 反 复 修
改，国内首套中药提取自动控制系统在
神威投入使用。“我们出方案思路，厂家
作设计，把几个专业厂家设备串起来，
中药从清洗到最后的萃取，包括其中压
力、温度等全部自动化控制。”副总裁陈
钟说：“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是效率大幅
提升、质量得到保证。”

一个目标，两种使命

“作为企业，要实现良性循环，必须
承担起两方面使命：一是保证企业机体
健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二是能够尽
可能回报社会，让更多群众分享企业的
效益。”

作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近 20 年中，李振江先后
围绕百姓看病难、提高药品生产标准、
保障用药安全有效等主题，提出了 57 份
议案，在多种场合发言百余次。

一位医药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李振江不仅是医药企业诚信经营呼吁

者，还是医药企业诚信经营的践行者。
自神威成立那天起，他就把“诚信经
营”作为企业实现良性循环的根本环
节。比如神威生产的清开灵在 2001 年价
格为 1.78 元/支，而在 2010 年的销售价
则为 1 元/支。要知道，最近 10 年间，中
药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有的药材价
格甚至翻了两三番。

一增一降间，数十亿元利润回馈给了
消费者。神威清开灵保持了 26%的年复
合高增长率，去年销售额达到 10多亿元。

因为诚信经营的理念，神威生产的近
300 种药品没有一种暴利品。在消费者
口口相传下，企业信誉逐渐走高，先后获
得“全国百姓放心药企业”、全国首批“药
品质量诚信建设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一个行动，两项责任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是孤立的。对内
部而言，它是由众多职工组成的有机整
体；对社会而言，它是稳定社会发展的
一个支撑体。无论稳定企业还是社会，
均需要爱心和恒心的付出，需要坚持不
懈地开展爱心行动，实现让困难群体得
到有效帮助、让企业职工在助人中受到
教育的双重效果。”李振江的一番话，体
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神威药业员工告诉记者，企业有一

只“爱心基金”。这是经李振江提议、大
家自发捐献形成的，目的是救助那些生
活遇到困难的神威员工。

其实，李振江早已在社会上推行这
种爱心救助模式。

1998 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
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神威药业捐赠了价
值 136万元的救灾急需药品。

2003 年“非典”时期，神威药业在做
好自身预防工作的同时加班加点，全力生
产清开灵注射液、清开灵软胶囊等抗“非
典”药品，并向北京、河北、山西等重灾区
捐献了价值 500万元的抗病毒药。

在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中，神威药
业于震发次日上午，就将 100 万元救灾
款打入中国红十字总会账户。

除 此 之 外 ， 李 振 江 还 积 极 捐 资 助
教。据知情人介绍，李振江常年资助贫
困儿童、贫困大学生就达百人之多，有
众多学子通过他的资助完成学业。

陈 超 的 梦 想 是 成 为 一 名 刑 警 ，但
2006 年从山东警察学院治安管理专业毕
业后，却成了一名交警，极不情愿地站到
了聊城市城区百货大楼中心路口的交通
岗上。

2008 年中秋节前夕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陈超对交警的看法。那天晚
上，陈超开车带未婚妻出门，被堵在自己
值勤的大楼岗亭路口。他下车一看，原来
是信号灯出现故障，4 个路口被堵得水泄
不通，许多市民举着自行车，在已呈“停车
场”状态的路面上穿行。陈超连忙停下车
跑回岗亭穿上警服，边往路口跑边掐着自
己的大腿，暗暗提醒着自己：“沉住气，千
万别慌！”此时，汽车的喇叭声、孩子的哭
叫声，已经响成一片。陈超急中生智，把

越过停车线的机动车车钥匙都收了上来，
然后有序疏导交通，硬是一点点“啃”出一
条通道。没多久，在他的指挥下，路面恢
复正常。这时，人行道上的群众为陈超鼓
起了掌。有位老大爷给大汗淋漓的陈超
递上了一瓶矿泉水，还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样的！”回到岗亭，未婚妻也不住赞叹：
“你真酷！”

“现在，不少司机对交警存在误解。作
为交警，我有责任、有义务给群众做好解
释、沟通工作。”陈超告诉记者。

“我是咱们聊城的一名普通交通民
警。从今天开始，我愿尽我所能、用我所
学，为大家解决交通法规咨询等问题⋯⋯”
当晚，陈超注册了“水城交警 117”的 ID，随
后在“百度贴吧”聊城吧里发出了一篇题为

《我是咱们聊城的一名普通交通警察》的帖
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帖子一发出，
立即引发了众多聊城网友的关注。有网民
试探性地提出了几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
复。随后几天，这篇帖子的浏览量迅速增
加，短短几天就有数百条提问。陈超始终
有问必答，有理有据、非常专业。

交警的工作无疑是繁重的，陈超经
常早出晚归。即使这样，他对网上帖子
的回复从不耽搁。帖子发表一个月的时
间里，点击量已超过两万次，陈超回帖
近 800 条。

2009 年，有网友跟帖反映，自己的车
辆被暂扣，但停车场业主为牟取私利，随意
提高停车收费标准。陈超将这一情况反映
给支队领导。聊城交警支队迅速行动，决

定每年出资 15 万元，指定专用停车场对暂
扣违法车辆免费看管。此举受到市民广泛
欢迎，这项措施也被聊城市“行风热线”评
为当年“切实为民十件大事”之一。

2010 年，陈超发现很多网友反映柳
园路和卫育路车辆乱拐乱停现象严重，
建议重新设立中间护栏。陈超马上汇总
网友意见上报支队。几天后，崭新的护
栏就设置完毕，车辆乱拐的现象得到了
治理。

2013 年，骑自行车、摩托车出行的网
友反映，市区许多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被机
动车占用停放，非机动车被挤到机动车道
内行驶，很危险。经陈超汇总反映后，市
里采取果断治理措施，网友好评如潮。

如何更好发挥“水城交警 117”的品
牌作用，拓宽交警部门便民利民的渠道？
2010 年 8 月，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党
委 开 通 了 “ 水 城 交 警 117 便 民 服 务 热
线”。该热线不仅接受群众咨询、建议与
投诉，还成为聊城交警部门面向社会、面
向公众、便民利民的窗口和警务公开、倾
听民意的渠道。”

截至目前，便民服务热线已受理群众
来电 5 万余个，为群众提供帮助 500 余次，
真正做到了倾听民意、服务民生。

眼下，陈超正筹划着借助微信平台，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的事宜。“构建和谐警民关
系，永远没有休止符。”陈超说。

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民警陈超：

架起警民沟通“连心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陈超向司机宣传交通法规。 赵鹏飞摄

人物小传

陈超，男，1983年 6月出生，

2006年毕业于山东警察学院并于

同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为山东聊

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执

勤四大队民警。9年来，陈超先后

荣立个人二等功二次、三等功二

次，2012年 5月被公安部交管局

评选为“全国公安交警系统规范

执法标兵”，2012年8月被中共山

东省委评选为“全省为民服务模

范”。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江：

一位企业掌门人的诚信经营观
本报记者 雷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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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李振江（右）常年资助多名贫困儿童就学，图为神威药业集团 20 周年厂庆期间李振江邀请被资助学生到企业参观。 图②神威

药业现代质量与技术中心中药材标本室。 图③李振江（右）带队考察中药材产地。 （资料图片）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
湖路附近便会出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背着打
满补丁的布包，在路边收捡废品。

也许您很难想象，这位忙碌的“拾荒老者”曾经
是安徽省人大机关工会主席。这位“拾荒主席”10
多年来每天上街收废品，用卖废品的钱默默资助贫
困山区的孩子，圆了他们的读书梦。她是张景兰，
2014年 11月入选“中国好人榜”。

皖南之行，种下爱的种子

张景兰 1997 年起担任安徽省人大机关工会主
席。1998 年，她参加了省人大对口帮扶皖南绩溪县
的活动。皖南风景美，但经济并不发达，许多家庭因
经济困难只能让男孩念书。

“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呢？”
张景兰说，她在心里种下了帮助当地贫困女童走出
大山的愿望。

回到合肥后，张景兰立即联系绩溪县相关部门，
为贫困女童募捐，通过自己的努力资助贫困女童读
书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还发动身边人
集结爱心，成为安徽省人大机关“心系绩溪困难学童
帮扶行动”的领路人。

退而不休，帮助更多人

2008 年，张景兰从省机关工会主席岗位上退
休，仍没有卸下肩头的担子。退休工资不多，为帮助
更多女童，她走上街头成了一名“拾荒老太”，将每天
卖废品的收入攒起来，继续她的爱心之旅。

退休后张景兰的生活并不富足，每个月还要支
出千余元赡养 88 岁的老母亲。为资助孩子读书，她
省吃俭用，常常馒头就咸菜就是一顿饭。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自己小区少数居民往
地上扔矿泉水瓶，影响小区整体形象，就主动在小区
收捡垃圾，几次卖垃圾的钱攒下来竟然也有近百
元。心系贫困女童的张景兰就萌发了“拾荒”资助孩
子们的想法。

“有些人说我一个处级干部，犯不着去捡废
品。我却没在意过自己的面子。我想，靠这个我起
码能多资助几个孩子，能给孩子多买几套衣服。”
张景兰说。

前年夏天，张景兰在省城百脑汇附近拾塑料瓶
时，不慎从手扶电梯上摔下，左手手腕骨折。受伤
后，张景兰仍不忘公益事业，应邀前往蜀山监狱，给
狱中服刑犯人作演讲。“他们犯了法，理应受到法律
制裁。但他们的家人、子女是无辜的。”事后，张景兰
又委托监狱管理方，请求他们统计家庭困难的服刑
犯名单，帮助他们的子女读书。张景兰说自己不想
出名，也没想过这些孩子长大后报答她，只希望他们
成才后，也能为其他人多做好事。

平淡生活，前行在路上

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张景兰的事迹被不少
媒体报道。但她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依旧
深夜才休息，很早就起床，去住所附近马路边拾荒。
她家里连常见的家电都没有，只有捡来的旧书报、废
纸盒，一捆捆、一摞摞，堆满每个房间。此外，还有一
个“宝贝纸盒”，盒子里是受资助学生写来的信。

张景兰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更多人参与到奉
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全国道德模范徐辉说：“她宁愿
每天啃大馍吃咸菜，也要去资助那些贫困学子。这
样的精神，已经绝非‘奉献’二字所能形容了。”

“张奶奶，我已顺利考上了南开大学。真不敢想
象，如果当时没听您的话，真跑去外地打工，我的今
天会是怎样？张奶奶，我有今天的成绩，都是受到您
的鼓舞。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曾经受到帮助的孩子说。

“我要尽力帮助更多女童背上书包，走进课
堂。我所做的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也希
望有更多好心人献出爱心，让更多女童不因贫困失
学，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张景兰坚守着自
己平淡但伟大的生活，继续前行在奉献爱心、资助
学子的路上，她的道德魅力正在感化着无数人。

“拾荒主席”张景兰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徐汐颜

看到孩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张景兰笑

了。 周 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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