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瞿建国之前，《经济日报》 记
者参观了他创办的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总部园区，人工湿地流淌着潺潺
清泉，屋顶近 3000 平方米的楼顶有机
园内，被公司全水回用的生态处理系统
分割成一片片水域，处处郁郁葱葱、绿
意盎然，很难相信这些清澈的水来自于
工厂的厕所、食堂等生活污水。

时值初春，在开能环保园区一个独
幢建筑中，开能壁炉柴火旺盛，温暖的
气息扑面而来。瞿建国的创业激情正如
这炉火一般旺盛。

“ 我 把 每 一 次 创 业 都 看 成 一 场 革
命，革自己的命。我喜欢创造，热爱创
业。”63 岁的瞿建国，这位上海开能环
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做过副乡
长、做过乡镇企业，从最初的木器行业
到汽车行业，再转战环保和健康领域，
瞿建国每一段故事都留下了精彩。如今
回顾自己的“创业经”，他认为：“创
业，就是要从实业入手，扎扎实实认认
真真地做点事。”

从木匠到董事长

瞿建国是上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贫无以治学，于
是就去学了木匠手艺。”十一二岁时，
母亲把他送去学手艺，在裁缝和木匠之
间他选择了木匠。当时他一边读书一边
做木匠，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出师并在 16
岁成了木匠师傅。当时的瞿建国白天在
生产队工作，晚上就琢磨如何做家具。

瞿建国早在 1973 年就开始创办乡
镇企业——桥弄木器厂。那一年，他 19
岁。到 1983 年，他领导村办企业实现
产值千万元、利润超百万，闻名全国。

这家企业到现在已生存了 40多年。
此后，他当上了上海浦东川沙县孙

桥乡分管工业的人民公社副社长。“上
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把城市里淘汰的企
业争取到孙桥，尽管现在来看大都是重
污染、废旧落后工艺的企业，但在当

时确实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方
式。当时孙桥乡有 300 多家企业，

七八千工人，处于散乱差状
态 ， 我 有 个 念 头 ，

为 什 么 不 搞 合 作
社 、 搞 企 业 集
团 。” 1983 年 ，
公 社 搞 了 个 工

业区，把分散的企业集中起来，形成
一个企业联合体。“这一举动在当时实
属罕见”。到当年底，“全上海市只有 18
万部电话，我们孙桥公社家家户户都已
经安上电话了。”瞿建国说，短短两
年，公社工业产值就突破了亿元大关，
成为中国农村首批“亿元富乡”。

但瞿建国并不满足，“总想着这种
模式存在天花板，于是开始设想新的模
式，这才吸引了全国 4 个省市的 26 家企
业形成了联合体”。于是申华实业的前
身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成立，以生产
经营漆包线为主业。

1987 年 3 月份，申华电工斩断与政
府的关系，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负
责人瞿建国也辞去公职，就任董事长。

“当时江阴华西村采取的是公有制模
式，温州则是独立私有制模式，我觉得
应该走两者相结合的模式。”瞿建国回
忆，当时孙桥乡农村经济发展得好，吸
引了吴敬琏、厉以宁等一批学者前去调
研。“我与这些经济学家沟通过许多
次，他们都觉得股份制是一个方向。”

从“老八股”到离开

申华电工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发行
股票的公司之一，为中国证券市场的

“老八股”，总共发行 1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中法人股占 26%，个人股占
74%。当时，申华电工又被称为“三无
概念股”，政企完全分开、无任何上级
或机构控股、同股同权、全额流通、完
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

申华电工虽然股票得以成功发行，
却迟迟不能上市流通。一些性急的投资
者一心想退股，瞿建国只好借钱来买股
票，以致他本人持有公司不小的股份。

之后，他为了股票上市之事经常跑证券
部，该部负责人希望瞿建国帮忙推销股
权认购证，瞿建国又自己解决掉 1000
张认购证的“包袱”。孰料，30 元一张
的认购证后来炒到 1 万多元，瞿建国因
此成为中国最早资产达到“亿万富翁”
级的人物之一。

1990 年 12 月 19 日，申华电工成为
首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
之一，后于 1992 年改名申华实业，主
要业务包括客运、房地产、酒店旅游、
部分股权投资等。初尝资本市场滋味的
瞿建国渐渐发现，三无概念给申华带来
很多不便。

谋求改革创新的瞿建国，开始在资
本市场上与诸多大鳄博弈，然而资本市
场竞争之烈，超出了瞿建国当时的预
想，迭经变动起伏之后，这为“老八
股”的创始人毅然决定退场。

“作为创始人，我只要表示不想离
开，我可以做一辈子，但那样有什么意
思呢。”回忆这段往事，瞿建国已经是
云淡风轻。

从环保到“细胞银行”

离场之后的瞿建国，原本打算去加
拿大退休。谁知到了加拿大，“一个忙
惯了的人突然闲下来，非常不习惯。整
天茶不思、饭不想。”仅仅 4 个月，他
就待不下去了，举家回归。

“我去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良好
的自然环境，让我意识到身体健康和幸
福快乐最重要。”瞿建国说，这段短暂
的国外生活经历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商
机：国外的生活理念、环境意识、家庭
健康意识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国外的水
质非常好，他们的标准是，打开水龙头
水可以直接喝，但每个家庭仍然会配有
水处理设备。“如果这种产品放在上海
会怎样，也许是商业敏感性，也许是社
会责任感，让我 2001 年决定再回国创
业。”瞿建国说，这一年，他 47岁。

回国后，瞿建国成立开能环保，切
入净水器行业。“我的水处理设备和别
人的不一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以整
个家庭用水为单位来处理，我们倡导的
是全屋净水全家健康，我认为再过几年
人们就会意识到其实整个水系统都得是
健康的；另一个是我们的产品是以健康
为诉求的，将来我们会以家庭为单位实
行生活污水处理，这也是开能未来要做

的一件事。”
2011 年开能登陆创业板，如今开

能的产品已经进入上海迪士尼园区等
地，整个公司也正按着瞿建国设想的稳
健、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成为全屋水处
理行业的领先企业。

“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作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做企业眼光要长远，最好看到十年、二
十年以后，必须与国家经济整体契合。
未来二三十年，节能环保、医疗健康、
生态农业和养老产业，将成为中国人最
需要的四个产业方向。”瞿建国说，正
是出于这样的理念，一个偶然的契机，
让瞿建国转入健康领域。

2014 年 7 月份，开能环保对外公布
了涉足细胞存储领域的业务方向，通过
设立子公司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原能细胞”），拟投资建设大规
模人体免疫细胞存储库，同时与科研院
校机构和三甲医院等临床机构合作全方
位开展细胞技术与产品的研究与应用。

与其他细胞治疗公司以治疗或科研
为目的所做的细胞储存不同，瞿建国的
原能细胞主要聚焦在全自动化专业存储
上。瞿建国说：“我将在上海首先创建
一个全世界最具规模、最先进的 1000
万支储存量细胞库。尽管是世界最大，
但从商业化运作来说，也只能服务于 10
万-20 万人群，可能上海浦东新区的人
都不够用。当然，未来几年，也会在其
他城市，如北京、广东、重庆等主要城
市，再建立 10 家左右 1000 万份容量的
细胞库。”这堪称“细胞银行”。

“原能细胞真正的商业模式，一定
是大规模、现代化、全自动的细胞储
存，是一个真正的生命银行。假设每年
每支细胞储存费用是 100 元，规模到
1000 万元的时候，一个库的现金流就
是 10 亿元，而且我们打算创建 10 家
1000 万的细胞存储基地。加上与细胞
存储相关联的上下游企业单位联手合
作，原能细胞未来的发展是可以预期
的。”瞿建国说。

瞿建国虽然已年过 60 岁，头发有
些许灰白，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我遵守了创建开能环保时的诺言，现
在已把公司交给年轻人打理。但在自己
人生的下半场，还希望能再成就一份事
业，以企业家的身份再去亲力亲为创造
一个实体企业。”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正是瞿建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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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群的自动发药机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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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瞿建国，1954 年生，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3 年以领导村办企业实现产值千万元、利润超百万而

闻名全国；1986年任上海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带领该乡跻身中国首批亿元富乡；1987年向社会公募招股，创立中国最早的上

市公司之一——申华实业。2001 年，投身人居环保产业，创立开能集团，首倡“全屋净水”理念。2014 年 7 月份，进入人体细胞

存储领域，创办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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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辽宁丹东燃气总公司振兴营业处检收班长马宝贵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邱志杰

“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

⋯⋯”如歌曲里唱的一样，三沙风光如画，绿树银滩，驻扎

在此的海南边防总队三沙市边防支队官兵默默守卫着宝

岛，一代代边防官兵以岛为家，用赤胆忠心书写着驻岛维

权的感人故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南海长城”。

支队在深化爱民固边战略中，探索建立健全了走访机

制，深入到各小岛、渔村、建筑工地，访民生，问生计，解疾

苦。在得知岛上淡水资源缺乏的时候，边防官兵顶烈日、

战狂风、斗恶浪，一次次往返于各小岛之间，顶着地表 50

摄氏度的高温钻礁穿石开掘 5口淡水井，渔民群众亲切地

称它们为三沙的“爱民井”“边防泉”。大海孕育着财富，也

充满艰辛和危险。55 年来，支队救助并转移遇险、遇灾作

业渔船 2200 余艘次、渔民 15000 余人次，挽回渔民群众财

产损失价值人民币上亿元。这个优秀集体先后被公安部

边防管局、海南边防总队6次评为“先进单位”。

作为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一支重要武装执法力

量，55 年来，支队官兵始终牢记使命，履行职责，发扬“爱

国爱岛、乐守天涯”的西沙精神，为维护西南中沙海域主

权完整和三沙的稳定、发展、繁荣默默奉献。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把付费后的取药卡放入，稍等片刻，出药口就吐出准
确数量和规格的药品。在河北唐山遵化二院的自动化药
房前，记者见到了华北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李成群教
授，他是我国全药品智能发药机研究和应用的发明人。

自动化药房在我国发展已有 10 年，其核心设备是发
药机。在李成群之前，国内研制的自动化药房全部是由
滑槽式盒装药品式和智能滚筒药柜式两种形式配合。一
些医院采用这类设备后面临准确率不够高或效率不够快
的苦恼。早在 2006年，李成群就开始关注国内外自动化
药房的发展，当时他就参与了国内最早的自动化药房研
究团队。“当时，不少医院药房的药品多，摆放和调配困
难，导致药师工作量大，患者排队时间长。”研究工业机器
人的李成群对自动化药房产生了浓厚兴趣。

通过对一系列技术研究对比和分析的积累，李成群
终于研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机器人发药机。这种全
药品智能发药机，采用机械手上装吸盘，连续吸取药盒，
放到肚子里，一个处方里的药品连续吸完统一送到出药
口。这填补了行业的空白，尤其适合每天处理 800 个处
方的一般县级医院和门诊住院一体化药房。

为更好地产业化，2014 年，李成群成立了唐山晟群
科技有限公司。如今，公司的系列产品全部实现自主研
发，已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以标准系
列及客户定制两种方式生产。从大学教授到创新型高科
技企业掌门人，对李成群来说，变化的是对成果转化更敏
锐，不变的是对自动化药房的热情。

上图 李成群在自动药房安装现场。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今年两会期间，新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的辽宁省丹东市燃气总
公司振兴营业处检收班长马宝贵
结合自己多年基层经验，提出以

“加快推动国企社会化经营”为题
的建议。两会结束回到丹东时，
他心里还嘀咕：“还得努力提高总
结能力，把老百姓最想说的话更
好地反映上去。”

马宝贵工作在美丽的边境城
市丹东，是一名最普通的燃气公
司检表员。几乎每天都要走进国
企老旧小区和居民打交道的他，
也是一位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家
住 低 矮 狭 窄 的 平 房 ，每 月 收 入
1700 元，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在
上初中，为了还父母生前治病所
欠医疗费，他多年来几乎没添置
过一件新衣服。清贫的生活，没
有让马宝贵觉得苦恼，他反而因
帮助别人感到快乐。

18岁入伍，35岁复员。2000
年马宝贵成为丹东市燃气总公司
一名普通的检表员。脱下军装以
来，他勤奋好学，在短时间内练就
了一身精湛的业务技能。除了熟
记燃气相关规定和安全用气常识
外，马宝贵还掌握了一些违章表
的鉴别和处理方法。工作中发现
很多从平房搬到楼房的用户在使用燃气时，总会遇到难
题，且不知怎样处理，他就自备板子、钳子、锥子、胶带等维
修工具，只要用户反映燃气表有问题，他就及时处理。

在马宝贵不断为住户调风门、捅炉具、换胶管的过程
中，大家都对这位热心的检表员竖起大拇指。家住丹东红
房新区 48号楼 3单元的孙大娘，因燃气红火熏锅，每天做
完饭都要擦锅，马宝贵教会她怎样调风门，她一再感谢马
宝贵帮了大忙。他还自己花钱印制便民服务卡，留下电
话，发给燃气用户，只要有人需要帮助他随叫随到，随时随
地帮忙处理问题。几年来，他为用户更换和修理开关500
余个，维修炉具300余件，免费更换胶管300余米。

燃气检表员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工作之一，在辖区
内，他几乎认识甚至熟悉每一户人家。辖区内最让他牵
挂的是一位名叫栾喜英的老人。在日常上门工作中，马
宝贵发现栾喜英是一位孤寡老人，80 岁的她每月靠低保
维持生活，生活只能半自理。马宝贵利用业余时间每天
帮她买菜、洗衣、做饭，每个月拿出 20 元给老人交燃气
费。每年春节，马宝贵都为老人换一身新衣服，并接到家
中一道过年。老人感动地逢人就说：“我虽然没有儿子，
但小马对我比亲儿子还好。”这一帮，就是 13年。

十几年检表员工作，他成了辖区里的名人，一提起马
宝贵，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就是俺们身边的活雷锋。”

① 三沙边防支队组织官兵在主权碑前庄严宣誓，并擦拭刷新主权碑。

② 边防支队官兵深入到渔村的“海上党员之家”做党建工作。

③ 三沙石岛边防支队官兵在巡逻，岩石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太阳照耀下熠熠生辉。

美丽三沙
守岛兵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