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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掌 心 临 海 APP

2012 年 9 月，入选 2012 年中
国最具竞争力医药上市公司 20
强。

2015年 11月，获评中国医药
行业“十二五国际化之星”。

2018年2月，获评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两项目入选2017年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

2021年 3月，荣获临海市“十
强工业企业”称号。

……
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成长史上，记载着一项项荣誉
和成就。该公司一位负责人近日
告诉记者，取得这些荣誉和成就，
与公司不断开拓创新密不可分。

由原料药向制剂转型
2004 年，面对变幻莫测的外

部环境、转型升级的高投入压力和
日益严酷的市场竞争，华海药业进
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转型升级的
发展战略目标，以市场转型升级、
产品转型升级和配套产业链布局
不断推动企业整体转型升级发展。

华海药业以开展制剂国际认
证为手段，推动产品格局由“原料
药+中间体”向“制剂+原料药”的
转型，不断增强国际注册和药事管
理能力。同时，加大对公司安全、
环保的管理力度，建立完善的公司
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市场体系建
设，建立起以国内、美国、欧洲、日
本及新兴市场为目标的市场开发
体系，分别在美国、欧洲、印度设立
销售据点，在巩固非规范市场的同
时，不断拓展规范市场份额。

2007年6月，公司以零缺陷通
过美国FDA认证，进一步启动了
华海与国际原研厂家、大型仿制药
厂商的合作，把单纯与国际客户的
贸易关系转变成战略合作关系，谋
求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华海药业研发投入始
终保持在销售收入的7%以上，构
建起以本部研发为生产支持、以上
海研发为核心、以美国研发为先导
的完善的研发体系，大力带动了产
品转型升级。2008年10月，华海
药业技术中心被国家五部委联合
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与此同时，华海药业一方面把
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向外转移，一方

面围绕信息化、自动化、密闭化、管
道化的“四化”目标，大力提升企业
生产装备水平。通过优化和调整
产业结构，逐步整合与完善市场、
研发和生产三大体系，华海药业为
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由仿制药向创新药、生物药转型
华海药业的二次转型升级，核

心是在制药领域进一步做精、做
大、做强，从重生产的制造型企业
向重研发、重销售的综合型企业发
展升级，从现有的化学原料药、制
剂制造企业向综合性、国际化、高
技术的大型制药企业迈进，实现企
业新的飞跃。

近年，华海药业高起点进入生
物医药和新药领域，积极寻求与国
内外研究机构的战略合作，以兼并
收购的方式寻找好的产品和项目，
大力拓展缓控释新剂型、高致敏药
物等高技术产品领域，做精做全各
类剂型，并开展首仿、挑战专利产
品开发以及新药研究等，他们引进
国外高端装备生产高端制剂品种，
积极向国家管控类药物领域、特色
中药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美国
FDA文号优势，快速实现仿制药
的全球销售部署，将公司接轨国际
的研发制造能力、质量优势转化为
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

保护环境是任何一家企业义
不容辞的责任。华海药业大力提
高环保基础设施水平，把安环作为
重要指标考核车间，杜绝无组织排
放，提升装备水平、三废处理工艺
水平，并通过环保知识培训等方式
提高技术人员的环保意识。

截至目前，华海累计有66个
制剂产品取得美国ANDA文号，
17个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排名
居前；13个产品中标国家集采，国
内制剂产品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
（直辖市）。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未来，华海将继续秉持“品质+
创新”的核心理念，以“关爱生命、
报效中华”为己任，在深耕国内市
场的同时，继续拓展国际市场，不
断完善优化销售体系和研发体系

“两翼”，推动原料药和制剂两大
产业链精耕细作，为国内和其他
国家患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健康
药品。

创新致远 笃行不倦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型升级纪事
□本报记者 钱梦华

采访对象：李步星，1944年3月
生，浙江乐清人。1998年任浙江省
政法委委员、秘书长，2003 年任省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2010 年 10 月
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9日
采访组：李步星同志，您好！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除省
委工作外，还担任省十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您当时是省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
是如何重视人大工作的。

李步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
作那几年，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
作，充分感受到他特有的精神气
质、勇于担当的政治勇气、驾驭全
局的战略胸怀和高超睿智的领导
艺术。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了推
进浙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系
列重要思想，领导浙江各项工作走
在了全国前列。

习近平同志对人大工作非常
重视。他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
间多次强调，在贯彻依法治国方

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中，人大及
其常委会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任
务，具有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
用。在新形势下，人大工作开展得
好不好，人大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已经成为衡量一级党委领导水平
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影响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方面。只有加强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工作，才能真正把党的主张
和重大决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
家意志，成为人民群众共同的行为
规范，才能进一步树立法律的权威
和尊严，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为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才能畅通
民主渠道，反映人民意愿，汇聚人
民智慧，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
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
好，从而为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群众基础和不
竭的力量源泉。

在习近平同志主导下，浙江省
委在2004年5月11日至12日召开
了全省人大工作会议。这是浙江
省人大成立以来，省委召开的首次

人大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在会
上指出：“要把人大工作摆上党委
重要议事日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
工作的制度和机制，把人大工作纳
入党委的总体布局，积极支持人大
开展工作。一般情况下，每届党委
至少应召开一次人大工作会议，对
一个时期的人大工作作出部署，明
确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保障措
施；坚持每年听取人大工作专题汇
报，全面了解人大工作的进展情
况，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会后，省委很快专门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意见》，共20
条规定，特别是针对各市县的人大
常委会主任是否由书记兼任这一
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规定，要
求各地根据干部的实际情况而
定。这样既避免了简单的全省“一
刀切”，也增加了领导职数，激发了
干部的活力。在浙江，“每届党委
至少应召开一次人大工作会议”的
惯例也延续至今。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
志如何重视省人大机关的工作。

李步星：我举个例子，讲讲他
对省人大机关建设和干部队伍建

设的重视。省人大常委会设有党
组，习近平同志为党组书记，另有
两位副主任为副书记。但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当时没设党组，要由常
委会党组研究干部任用，从厅级到
副主任科员一律都要经过常委会
党组。我担任秘书长后，感觉这种
机制影响机关建设、影响干部的选
拔使用。2004年3月，我当面向习
书记作了口头汇报，阐明人大机关
在干部的提拔、使用方面应具有跟
厅局一样的职责和权限，机关领导
对干部情况比较熟悉，正处以下干
部由机关党组研究决定，便于考虑
使用；厅以上干部由机关党组研究
后报省委组织部按程序审批。
习近平同志认为我的意见可行，要
求我们向省委写出报告。2004年4
月，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同意设
立省人大机关党组，由我担任机关
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
任担任机关党组副书记，副秘书
长、办公厅副主任任党组成员。这
在浙江省人大历史上是第一次，也
是习近平同志担任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期间的一个重大决策。

（下转第4版）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发挥人大的作用”
——习近平在浙江（十五）

从白水洋镇的大雷山起，沿着
山脉蜿蜒向前，直到涌泉镇的九支
山终止。这里，就是市林场的5.7
万亩“责任田”。放眼望去，人工森
林郁郁葱葱，延绵不绝。绿色，为
临海发展的春天，渲染了最明媚的
底色。而早在64年前，这里却是岩
石裸露，无人问津的成片荒山。从
荒山走向国家级森林公园，背后是
3代林场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
终身献子孙”的忠诚接力。

我为国家拓荒山
1956年3月，毛泽东主席发出

“绿化祖国”的号召。1957年，市林
场应声成立。随后，全国掀起植树
造林的热潮。一批又一批知识青
年，走出家门，走进林场，投身浩浩
荡荡的“绿色大潮”中。

来自杭州的知青倪里奋就是
其中一员。1963年，年仅18岁的他
和7名同学一起坐上了去往台州的
客车，在9个小时的颠簸中，他们终
于到达了位于涌泉镇内的市林场
九支山分场。穿过羊肠小道，爬过
泥泞山路，在夜色中看到了分场的
茅草房。

“刚到林场的头一年，我们都
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植树造
林，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再难
再苦，都要克服。”今年76岁的倪里
奋是市林场迎来的第一批知青。
说起曾经的大山生活，许多场景他
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九支山、大
雷山等地都是老百姓不要的“帽子

山”。在土壤贫瘠的山顶
开荒育林没有捷径，老党
员、老职工冲锋在前，大
家依靠着“死一棵、补一
棵”的土办法，日复一日

地为荒山穿绿衣。除了面临着恶
劣的立地条件，艰苦的生活条件也
是横在林场人面前的“大山”，但这
并未吓退林场里的年轻人们。没
米没菜，他们用酱油烧汤也算是一
餐；遇到毒蛇野兽，在老前辈的经
验指导下，知青们从起初的害怕慢
慢变成了见怪不怪；冬天简陋的护
林房漏风飘雪，大家就穿着衣服睡
觉，在厚厚的被子上再压上一大摞
书，防止温度流失；一到周末，许多
知青忍不住想家，他们总是偷偷躲
起来哭一场，然后一抹眼泪，转身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营林生产。艰
难岁月里，支撑他们砥砺前行的信
念很简单：为荒山绿化出一份力。
坚持就有回报，第一年就传来了喜
人的消息：市林场培育的树苗，达
到了35厘米以上。

“当时我们不仅要植绿，还要
守绿。”在初代护林员黄柏林的记
忆里，开荒是与自然做斗争，而守
山则是与人做斗争。物资匮乏的
年代，一棵山树抵得上一家人一个
月的伙食。为此，护林员们白天在
山上开荒造林，晚上还得在山腰的
卡点上防止山下村民上山偷伐。
一个晚上追着偷伐者跑完一整座
山，时常遭到村民的围攻与排挤，
因为家里有一个护林员，全家在村
里处境艰难……这些都是常有的
事。

“那时候，林场里有这样一句
话：‘守山人，断六亲’。”隔着时光，

从黄柏林云淡风轻的讲述中，我们
依然能清晰感受到坚守的不易。

像倪里奋、黄柏林这样在林业
艰难的历史上咬牙硬挺过来的

“初代护林员”，市林场里还有许
多。冯济杰、陶岳良、蔡修楼、罗
碧云……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些名
字普通又陌生。然而，恰恰是这
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他
们心中牢记着“植树造林是国家
交给我们的任务”，埋头苦干，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为荒
山焕绿撕开攻坚的第一个口子。

——1958年春,林场人先后在
前垮、后龙、黄泥岭林区营造用材
林3246.5亩，栽植马尾松、黑松、柳
杉等树种，成活率达92.5%，

——1964年，市林场全面完成
九支山分场荒山造林工作，面积达
1.4万亩。

——1974年，市林场引进了一
批高山树种进行小规模试种。最
后发现其中的冷杉、花柏、扁柏对
于括苍山的小气候最为适应，于是
从1985年开始大规模种植。

——1983年，市林场扩建荒山
造林结束，累计造林48356亩。其
中，用材林45651亩，占94.4%；特
用林296亩，占0.61%；经济林1871
亩，占3.8%。

……
不断增长的数字奏响了一首

首忠诚坚守的绿色凯歌。老林场
人用青春绘就生态蓝图，用汗水浇
灌发展根基。

林场就是我的家
伟大事业，少不了一代接着一

代干。在知青之后，“林二代”们逐

渐活跃在山林之间。他们接过父
母手中开荒的锄头，沿着前人踩下
的脚印，以林为家，再一次书写忠
诚新篇。

“林场就是我的家。”今年 52
岁的蔡慧红是一名“林二代”，她
的一生几乎都在林场度过。因为
父母是护林员的缘故，各个分场
的护林房里都留下她成长的印
记。高中毕业那年，18 岁的她听
从父母的安排，回到了杭州老家，
准备在城里找份工作。因为不适
应城市的生活节奏，不到一个月，
蔡慧红又背起行囊回到了临海，
并顺利通过林场的职工考试，从
此和树木一起在大山扎根。蔡慧
红说，从最早的九支山望头林区
到后来的大岙分场，市林场的4个
分场她都待过。当时除了日常的
营林生产外，她还兼任分场的出
纳。一个月里有半个月在忙着核
算职工工资，从这座山翻到那座
山，将工资送到护林员们的手
中。在分场的20年里，她不知走
坏了多少双鞋，回家的次数却屈
指可数，最长的一次还是因为孕
期不得不下山待产。记者曾问过
蔡慧红，为什么这么执着地留在
这里？她说：“这片林子，是我从
小看到大的。父母把它们交到了
我手里，我就得守好它们。”

2003年，市林场处于最困难的
阶段，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到千元，
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无奈之下，部分职工选择了下山。
而与蔡慧红同一批入职的“林二
代”们始终岿然不动，耐着清贫，与
绿水青山为邻。

（下转第2版）

我 为 祖 国 守 青 山
——市林场精神系列报道之忠诚敬业

□本报记者 金晓欣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中央、省委、台州市委和临

海市委部署要求，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4月 6
日晚上，东塍镇启动“党
史夜校”学习教育活动，
引导全镇党员干部学党
史、明初心，以优异的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现场，市委党校党委委员、科
研室主任徐波波应邀为大家讲授
中国共产党党史。讲座主要讲授

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成长的历
程，也介绍了临海早期党组织的成
立过程，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课
后，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们纷纷表
示，要认真学习领会课堂内容，把
学习党史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
来，从党史中汲取奋斗力量。

据介绍，下阶段，东塍镇将会
不定期开设“党史夜校”学习班，与
此同时，开展系列学党史活动，激

发全镇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东塍镇

‘党史夜校’以夜校学习班为载体，
让镇村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坚持工作学习‘两不误、两促进'。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学习内容
和载体，创新学习方法，让广大党
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力求学习教育取
得实效。”东塍镇党委委员王赟说。

东塍镇 “党史夜校”开讲了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弘扬林场拓荒精神弘扬林场拓荒精神◆

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昨日下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丹带队深入各地督查渔船安全管理工
作。

王丹一行来到渔港码头，与渔民们面对面交
谈，并对照《台州市渔船安全管理新“十条铁律”》，
询问船员持证、渔船性能、设施设备、值班编组、消
防救生等方面的情况。她叮嘱渔民要提高渔业安
全生产意识，严格对照相关标准定期开展安全自
检，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渔船不“带病”出海。

桃渚镇尖头村是传统的“渔业村”，该村大部
分村民都从事渔业生产。王丹慰问了当地渔民，
并向大家宣讲渔业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她要
求，要发挥好村“两委”干部和村级党组织的作用，
经常性组织渔民、渔嫂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学习和警示教育，补齐思想认识短板，持之以恒
抓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在临海市宏发渔业专业合作社，王丹详细听
取了合作社关于渔船编组编队、动态管控等情况
的介绍，着重查看了台州市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
统运行情况。王丹指出，安全是万事之首。合作
社要进一步强化协管责任，落实好各项渔业安全
措施，充分发挥其在渔船进出港报告、动态点验提
醒和编组编队生产等方面的作用，切实提高渔船
规范化管理能力。

王丹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渔民福祉、社会
大局。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绷紧安
全之弦，严压各方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宣传教
育，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常抓不懈；要用好数
字化管控手段，深化“港长制”建设，将“智慧渔港”

“宽带入海”等建设与渔业安全监管相结合，进一
步理顺体制机制，提升渔业安全监管水平；要做好
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检查频率，细化检查标
准，不折不扣开展好“渔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
攻坚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渔
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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