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鲁西明珠，践大爱之行
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用实力和担当书写新的发展乐章

精益求精

立志打造行业标杆

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是聊
城开发区2016年确定的46个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该公司自成立以
来，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
质量求生存，以科学管理求发展，
以人为本，造福社会”的经营理
念。着眼于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
医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技术服务。在“科技引领市
场、管理保障效益、服务带动销
售、诚信铸就品牌”的市场方针指
引下，不断强化企业管理，快速推
进生产基地建设，不断加快产品
研发，快速推进技术成果转化，取
得了显著成效。

近期，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
司又有一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
权，专利名称为“一种Lesinurad中
间 体 的 制 备 方 法 ”，专 利 号
ZL201610592925 . 9，Lesinurad为
口服药品，适用于治疗与痛风相
关的高尿酸血症。截至目前，该公
司已经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有13
项，涉及医药原料药、制剂的制备
工艺及提高质量和收率、降低生
产成本的先进技术等。还有四项
国家发明专利正在申报中。

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的前
身是2003年成立的济南川成医药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
从事医药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为国内40多家医药
企业成功转让了200多个医药产品
项目。山东罗欣、威海迪沙、扬子江

药业等都是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
司的重要客户。17年的医药研发基
础和技术积淀成为了山东川成医
药有限公司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

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医药
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6 . 97亿元。
具备符合GMP认证的原料药和
制剂生产能力。该公司于2018年4
月由聊城经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控股设立，生产基地占地5 . 33万
㎡。该公司发挥人才、技术和资金
优势，按照国内外行业要求和有
关规范，立志打造成为集医药研
发、中试、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一体的标准化医药企业，成为原
料药研发、生产和技术转让的行
业标杆，成为高、新、特原料药的
产业化平台，成为医药产品和技
术的国际化专业供应商。

开拓创新

产品直销国际市场

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怀振介绍，相比同类型的其
它医药企业，山东川成医药有限
公司有三个特点：一是研发投入
大；二是在合规性方面投入大，按
最新版GMP和最新消规进行设

计与建设，特别是在环保、职业健
康、安全，也就是EHS体系建设方
面投入大；三是产品有特色，山东
川成医药有限公司成功研发了一
批高技术、高门槛、高附加值的特
色医药产品。

刘怀振表示，这些高技术、高
门槛、高附加值的特色医药产品
中有的售价达每公斤几万元，比
黄金还要金贵。

今年7月份，山东川成医药有
限公司与美国凯华股份有限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美国凯华股份有
限公司，是美国著名的原料药国
际贸易商。战略合作的达成为山
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产品管线的
扩展和延伸开辟出无限广阔的空
间。这标志着山东川成医药有限
公司迈出了通过美国FDA认证、
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标志着川
成医药产品从此走出国门，直销
国际市场。在山东川成医药有限
公司发展史上，这是一次质的飞
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这次合作的达成，对山东川成
医药有限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仅
是一次阶段性的成功，未来的路还
很长。川成人以此次合作为契机，
登高望远、立足脚下，与奋斗者同

行，向成功者学习，努力实现和保
持自身的不断提升。2020年起，山
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全面实施“五
年发展规划”，着力加强产品研发、
质量管理、市场开拓，近三年在国
际市场上市五个新产品，为国家、
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和价值。

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出台
了一系列激励制度，充分激发员工
不断增加科研成果并快速落地的积
极性，知识产权，硕果累累，为公司
开拓市场、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山东川
成医药有限公司项目概算总投资
6 .97亿，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近3
亿元，一期项目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8 . 6亿、利税3.5亿。全部达产后可提
供500人以上的就业岗位。

筑鲁西明珠，践大爱之行。在
激烈的医药行业洗牌和市场竞争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川成人
勇敢面对，迎难而上，一如既往地
抓好建设团队、规范管理、提升技
术，抓住发展契机，开拓创新，整
体推进一流药企的建设和经营，
全面完成研、产、销、管、建等各项
工作任务，提升川成医药的发展
动能，造福社会，为人类的生命健
康做出更大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毛士运

在聊城市开发区，坐落着一家高标准、高规范、产品和技术涵
盖抗肿瘤、抗过敏、心脑血管、神经中枢等医疗用药的高新技术企
业。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名为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的企业就获
得了13项国家发明专利，研发了一批高技术、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特色医药产品，可谓实力担当。

聊城高新区以提升贫困
村庄基础教育水平、资助家庭
贫困学生就学为首要工作任
务，以加强贫困生资助力度、
确保适龄学生全部入学为主
要工作措施，进村入户深入宣
传资助、帮扶政策，确保帮扶
工作不让一个人掉队，同时，
通过辅助提升贫困村庄和贫

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从根
本上消除贫困。

在教育扶贫方面，高新区
建立清晰可见的四张清单，对
全区贫困学生全面排查，建立
横向到边的任务清单，坚持区、
乡、校三级联动，建立帮包台账、
帮包手册、教育资助政策流程
图以及生动形象的宣传清单。

聊城高新区深入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强化
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
任制，明确乡镇党委书记(街道
党工委书记)、乡镇长(办事处
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责任，
亲力亲为抓部署、搞督导、促
落实，尽锐出战、狠抓实效；实
施遍访贫困对象行动，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遍访了17个扶贫工
作重点村、乡镇(街道)党委书

记和村党组织书记遍访了辖
区和村庄贫困户。强化党建引
领助力脱贫攻坚，开发区创新
性地启动了薄弱村村级后备干
部“U40优选计划”，选拔出的
167名40周岁以下优秀青年后备
干部，进一步破解村“两委”换
届后继乏人难题，增强了农村
基层组织战斗力，为脱贫攻坚
和乡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聊城开发区强化扶贫政治引领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
高唐县梁村镇北镇村的刘彩
梦，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今天继续介绍我们村的消费
扶贫产品——— 石磨面粉。”9月6
日下午4点，刘彩梦在快手上
开始了直播。

刘彩梦的奶奶体弱多病，
爸爸肢体残疾，一家人生活困
难。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刘彩
梦一家的生活大为改善。刘彩
梦的丈夫在一家面粉厂务工，
熟悉面粉加工。镇上选择石磨
面粉代言人，能说会道的刘彩
梦成为第一人选。

北镇村生产石磨面粉始
于去年。高唐县梁村镇分管扶

贫工作的副镇长、时任北镇村
党支部书记许庆华介绍，因北
镇村集体经济薄弱，他们利用
申请的10万元资金建设了石磨
坊，当年便为村集体带来1万
余元的收入。新项目着眼于集
体增收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帮
助贫困户增收。设备自动化程
度高，劳动强度不大，多位贫
困户被聘为工人。

今年6月份，高唐召开首
期扶贫产品展销会。会上，北
镇村与聊城三中签订了供货
协议，开辟了石磨面粉进城新
渠道。“下一步，我们准备对接
超市，让石磨面粉走进千家万
户。”许庆华说。

(徐明)

代言扶贫产品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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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付文是2015年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说起贫困户他有些惭愧，
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给党做什
么贡献，现在还拖了党的“后腿”。
他主动找到村里刘书记说“以后
咱们村有什么事情你先找我，我
能帮上忙的绝不含糊，就当是我

给党的回报吧。”多么朴实的话语
啊！平时他话也不多，每次村里的
环境卫生打扫他总是第一个干在
前面，最脏、最累的活他也是在最
前面。

如今的贫困户，已经不是以
前的贫困户了，他的全年人均收

入达到了6500元左右，镇扶贫办采
取因人施策的工作基调，让有劳
动力的人得到了工作的岗位，人
生价值得到了提升。最主要的是
贫困人口彻底摘掉了贫困的“帽
子”。家里院落干净整洁、床铺摆
放整齐，生活也有了奔头。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扶”起来的贫困户走向幸福路

初秋清晨的六点，天刚蒙蒙
亮，空气里还夹杂着一丝微凉，几
位穿着红马甲的大爷大娘已经开
始在村里忙碌了，有的拿着扫帚，
有点拿着铁锨，有的拿着小锤子，

清扫垃圾，铲除杂草、维护路面，
这支队伍成了村里一道最美的风
景线，他们就是聊城高新区韩集
镇刘高村的扶贫公益岗。

韩集镇全力以赴帮助贫困劳

动力创业就业，在岗位上体现价
值，激活贫困人口的“造血功
能”，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者
自食其力，托起贫困户稳稳的幸
福。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扶贫公益岗，托起贫困户稳稳的幸福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加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每年
投入规模高于一般公共预算增
幅，2016年至2020年全区共投入扶
贫资金5187 . 29万元，确保了与全

区脱贫攻坚收官要求相匹配；每
年按照因素法进行资金分拨，科
学合理的分配到各乡镇(街道)，保
障各乡镇(街道)扶贫工作稳步向
前推进，达到绩效评价目标要求。

同时，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加强使
用管理，完善公告公示、动态监
控、绩效管理、协同监管等制度，
扎实做好各年度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

聊城开发区强化扶贫资金保障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立足当
地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
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冬
暖式葡萄、甜瓜、樱桃，光伏等特

色种植业等产业；针对贫困人口
插花式分布实际，以乡镇为单位
统筹实施域内各村产业扶贫项
目，提高了质量效益和抗风险能
力。2016年至2019年先后发展了光

伏、冬暖式果蔬大棚、玻璃连栋温
室大棚等27个特色优势产业，打
造了颜庄葡萄、甜瓜，蒋官屯樱
桃、花卉，北城旅游、光伏等特色
扶贫产品，年收益率在6%至10%。

聊城开发区大力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为更好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9月10日上午，高唐县杨屯
镇在高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
办了2020年新时代文明实践暨全
民健身广场舞决赛，通过前期预
赛选出的杨屯镇12支村级广场舞
代表队、近200名广场舞爱好者参
赛，吸引了800多人前来观赛。

与以往比赛专业评审打分不

同的是，本次广场舞比赛由各参
演队伍领队对演出进行互评打
分。杨屯镇首次以广大村民“自演
自赏自评”的艺术表现形式，来

“讴歌新时代扶贫成就 憧憬小
康壮丽前景”。

《一曲相送》、《想家的歌》、
《山河美》、《欢聚一堂》等或温柔
细腻或热情豪迈的歌曲深深吸引

了现场观众，《祖国你好》、《五星
红旗》、《中国梦》等爱国歌曲逐渐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经过2个多
小时的角逐，共评选出一等奖队
伍一支、二等奖队伍两支三等奖
队伍六支，并现场颁发奖牌及特
殊奖品——— 印有“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字样的“红马甲”。

(张博)

高唐县杨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歌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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