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品质鲁药”品牌建设领军人物

薛百忠，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作为企业带头人，薛百忠以造福

人类健康为己任，勤勉敬业、苦练内

功、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带领团队

不断实施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

创新，积极调整市场结构、产品结

构，有效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

时，在干部、员工中树立了崇高威

信，深受广大员工的爱戴。

薛百忠带领团队持续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及优质人才投入，立足国内，

放眼国际，大力实施科研攻关。他主

导研制的巴曲亭是国内蛇毒药品研发

水平领先、销售规模第一的药品；开

创了国内血凝酶研究的先河，参与制

定了该产品的国家药品标准，是唯一

载入中国药典的蛇毒类止血药物，树

立了中国止血药领域新的里程碑。秉

承对药品研发的一腔热忱和对人类健

康事业的使命感，他规划建立原料药

生产基地，进一步搭建乳剂和脂质体

等复杂剂型平台，加强临床研究及药

理毒理研究团队建设，积极寻求高校

及科研院所推进研发合作平台建设。

积极吸引和培养各领域高级科研人员

和技术人员，以提高整体研发实力。

公司目前形成了以博士为主导，硕士

为中坚力量的优秀研发团队。

在公司的整体规划下，他带领诺

康人建立“战略指导下的运营管理体

系”，制定内生式和外延式的发展策

略，着力打造围术期及创面管理全价

值链创新型企业。围绕核心领域进行

全面产品布局，规划药品管线涵盖围

术期的止血、麻醉、镇痛、抗凝等领

域以及慢病领域。

作为诺康文化的缔造者、领路

人，薛百忠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在企业文化的科学理解、系统应用、

制度管理以及建设落地和文化领导力

等多方面的功底深厚。同时，他善于

利用文化抓手进行企业管理、指导企

业发展，使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发展

一切活动中，从而使企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始终以企业文化发展为贯

穿，有效用文化软实力推动企业又好

又快发展。

杨福安，山东福胶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山
东医药行业领军人物，国内知名阿胶
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
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阿胶业唯一奥运火炬

手、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终身济南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国工商联医药商
会、山东医药行业协会等多家协会副
会长。

杨福安是传统阿胶传承者，现代
阿胶奠基者，未来阿胶开拓者。从
1983年参加工作至今36年，他创造了行
业传奇。福牌阿胶成为阿胶行业首批
中华老字号，全国阿胶行业质量领先
品牌，中国医药最具成长力产品品
牌，连续5年入选中国制药工业百强。

36年，杨福安潜心阿胶事业，编
著集中国阿胶文化之大成的《中国阿
胶》等3部专著，起草了首部阿胶质量
标准、工艺规程、岗位操作法，成为
阿胶行业典范；打造了全国最大的万
吨产业园基地和国家级工业旅游工
厂，实现透明化生产，每年有上万人
前来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36年，他传承国家非遗文化，坚
守贡胶品质，培养工匠团队，建立全
产业链质量提升体系，坚持做老百姓
身边的好阿胶。以消费需求为导向，
持续研发新产品，形成了七大剂型近

百个品种的产品体系，满足各层次养
生和消费需求。

针对阿胶的独特性质，他决策实
施“文化养生 福行中国”策略，拉
动市场提升。开创形成了独具福胶特
色的营销理论，营销团队壮大到6000
人，业务覆盖OTC、商超、临床、电
购、微商、第三终端等渠道，与全国
96%的医药百强连锁企业建有战略合
作关系，产品市场覆盖率达 9 0 %以
上。他首创的阿胶煎膏个性化养生模
式，一度掀起养生热潮，至今在全国
设立有3万多个煎膏点。围绕个性阿
胶消费，推出10余种阿胶新吃法，引
领阿胶消费。现在，国宝贡胶的定位
已牢牢占据消费者心智。如今福牌阿
胶成为越来越多懂阿胶、懂养生人的
首选品牌，成为时令进补保健的首选
佳品。

“福牌阿胶是最早走出国门的阿胶
品牌，目前通过输出产品、文化、品
牌，传播中医智慧、彰显文化自信，致
力于让‘中国福’成为‘世界福’。”
这是杨福安和福胶人的目标。

王军，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2009年上任后，提出了新生产经营
总体思路，带领鲁银药业走出了经营低
谷，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1968年7月26日，烟台鲁银药业有限
公司前身烟台人民制药厂成立；1993年

12月，烟台人民制药厂与香港中策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合
资成立了烟台中策药业有限公司。合资
后，公司联手山东省医科院药物研究
所，投资开发了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葛根
素注射液，很快畅销全国。

进入21世纪，香港中策集团所属
企业逐步退出内地，山东上市公司鲁
银投资集团受让了香港中策集团股
权，并于2000年6月成立了烟台鲁银药
业有限公司。鲁银集团入主后，投入
资金对生产车间进行改造，并通过了
国家GMP认证。然而在国内医药企业
大力开发仿制药并迅速做大做强时，
烟台鲁银却错失了国内医药快速发展
的黄金期，陷入经营低谷。

2009年8月，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
司重组成功后，王军就任公司董事长，
企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制
后，在王军及董事会的领导下，确立了
研发生产型企业的定位，并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全面进行科技创新，持续打造
优质产品生产体系。通过战略联盟、厂
商联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增强企

业及合作伙伴的竞争能力。
王军认真审视企业优劣长短以及

医药市场态势，提出了生产经营总体
思路：不强求做大做强，但求做精做
细有特色；不贪大求全，不随风跟
风，扬己之长，挖掘潜能，稳步前
进，持续发展。

10年发展，鲁银凤凰涅槃。时至
今日，公司生产的产品涵盖心脑血管
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妇科抗
感染、解痉镇痛等治疗领域；企业专
注于高端中药提取技术，其中单体分
离技术水平居国内领先；先进的缓控
释口服制剂制备技术，攻克了缓释微
丸制备的技术壁垒。目前正在研制多
个缓控释制剂产品，为企业长久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企业形象最佳单位、全国医药优秀
企业、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山东省医药行业“八五”科技
进步特别贡献奖，烟台市科技工作先进
集体、烟台市工业“双50”企业、创新
引领型企业等荣誉称号。

王明刚，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裁。青岛市第十五届、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青岛市崂山区第
十届政协委员，青岛致公党委员，青
岛市拔尖人才，山东省医药行业协会
副会长、青岛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

青岛市药学会理事、青岛市药学会药
物化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青岛市医学
会理事。

目前，拥有授权发明专利155项，
发表6篇学术论文，先后获得山东省科
技进步奖、山东省药学会科学技术
奖、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一
等奖、青岛市科技进步奖、青岛市技
术发明奖等多项科技奖。主持制定国
家质量标准17项，完成16项技术成果
转化并获得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其
中12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项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王明刚长期奋斗在研发工作一
线，带领研发团队先后开展多项新药
研发项目，重点发展骨代谢疾病防治
药物和海洋药物。近几年，承担青岛
市自主创新重大专项等10余项省市级
研发项目，其中负责并主持骨化三醇
制备关键技术项目，该技术成果经评
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共获得相关授
权发明专利28项。该项目产业化应用
后，骨化三醇销售额大幅提升，2018
年骨化三醇软胶囊销售收入100079万

元，位居国内同类产品第一位，国内
市场占有率58%。骨化三醇软胶囊疗效
显著，治疗范围广，能治疗多种疾病
如骨质疏松、肾性骨营养不良、佝偻
病等。骨化三醇的产业化应用为百姓
提供了一种可以长期服用、质优价廉
的药物，解决了广大患者的用药问
题，极大地促进和推动骨质疏松药物
领域的发展。

近三年带领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青岛市消
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青岛市
“专精特新”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负责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中德生态园
内新厂建设工作，新厂已于2018年7月
正式投产。牵头完成软胶囊智能工厂
建设，其中软胶囊自动化生产线已于
2018年通过青岛市互联网工业“555”
项目认定。

自2004年入职以来，王明刚带领
公司团队由2004年亏损3558万元发展到
2018年盈利2 . 52亿元，2018年营业收入
达11 . 05亿元，纳税2 . 02亿元，为青岛
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杜新磊，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广育堂第十

八代传承人，国家级非遗制作技艺传

承人，山东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

2002年接手济宁中药厂，2003年筹资

2000万元完成企业升级改造，2010年投

资建成年生产能力20亿元规模的广育
堂工业园，主持开展广育堂品牌挖掘
和保护工作，建设了广育堂中医药博
物馆。推选二仙膏制作技艺成功申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入选首批国
家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项目。

2002年，杜新磊走马上任接过了
负债率300%的烂摊子，改制成民营企
业，更名为山东方健制药有限公司。
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无畏进行
资产重组，调整人员，重立机制，接
连甩出几个大手笔，仅用短短几年时
间就还清了4000多万元的债务。

2009年征地150多亩，在济宁高新
区建设新工业园区，建筑面积达7万平
方米，GMP生产车间4 . 5万平方米，配
备国内一流装备水平生产线和质检中
心、研发中心，形成年生产能力20亿
元的规模；2018年，公司正式更名为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恢复440年
的老字号。目前，企业发展为集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中药
企业，生产能力已涵盖片剂、丸剂、
散剂、煎膏剂、口服液等8个剂型，

143个药品批准文号(其中10个独家品
种)，其中35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74个品种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杜新磊喜欢深入生产第一线，与
老药工们聊天，探讨技艺改进问题。
长时间在一线摸爬滚打，他练就了一
身中成药古法炮制的技艺绝活，并将
一套恢复发扬名典经方和独特炮制技
艺的完美操作，整理成书变成了传扬
古法炮制的“杜门”秘技。共整理广
育堂古方1180个，申报发明专利5项，
实用新型19项。

在杜新磊主持下，建设了济宁市
广育堂中医药博物馆，建筑总面积达
3000平方米，馆藏文物802件(套)，展示
源远流长的济宁地区中医药文化和百
年老字号“广育堂”的发展历程。博
物馆建成后，免费向社会开放，已接
待两万余人参观，被授予省中医药科
普教育基地。

多年来，杜新磊坚守制药人的制药
准则——— “存好心、做好药，要做良心
的好药”，使广育堂成为家喻户晓的知
名品牌，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杜新磊

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王明刚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百忠

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福安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军

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肇林是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科技部创新创业人才。自2011年11
月任益康药业董事长、总经理以来，带
领益康药业由小型医药企业成长为国家

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

高肇林和公司领导层确立了以创
新求生存、以研发促发展的经营理
念，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健全
益康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完善科技创
新运行机制和科技创新决策体系，整
合利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研发创新
资源，紧盯国内外医药市场发展方
向，及时调研和收集国内外药品研
发、药品市场销售信息，让益康很快
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局面。

在高肇林主持下，益康药业搭建
平台，勇于问鼎科研高端领域，相
继 建 设 了 “ 博士后 科 研 工 作 站 ”
“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山东省晶
型药物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研 发 平 台 ； 完 成 新 药 科 研 课 题 5 6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国家一类新药临床批件2项、三类新
药注册批件 5项，承担国家“十二
五”重大新药创制1项，山东省自主
创新成果重大专项等省级科技项目
16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2项，参与

制定国家新药标准23项。
从强化全员的质量意识抓起，高肇

林加强对关键工序、重点岗位的质量管
理，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从原辅物料
入厂验证到之后每个环节，确保药品生
产全过程质量管控，以良好的质量信誉
赢得医患群体广泛赞赏。

2019年以来，益康药业抢抓新旧
动能转换机遇，着力拉长产业发展链
条，投资2 . 1亿元实施四项建设工程：
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新上精细化工新
材料项目，益康药业固体制剂车间改
建项目，小容量注射剂车间升级改造
项目，青霉素类固体制剂车间扩建项
目，为企业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作为省政协委员，高肇林积极投
身扶贫解困和社会慈善事业，近两年
共捐助善款175万元、物品多宗；多次
调研走访，倾听群众呼声，为党委政
府回应群众关切提供决策参考，助推
了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
普遍关注的民生事项落地见效，展现
了益康人的担当。

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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