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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草抗旱董事长王召明：

尊重自然还原生态

被媒体亲切称为“小草哥”的蒙草

抗旱董事长王召明是土生土长的内蒙

人。白上衣、黑裤子再搭配一双布鞋这

是他一贯的着装。 即使作为发言嘉宾

出席大型会议， 脚上穿着永远都是那

双不起眼的粗布鞋。 也许这就是草原

儿女的性格———质朴踏实。

20

年前，正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就读

的王召明就开始通过买花种草来勤工

俭学。当他看着呼和浩特市的广场上种

植着美国进口草坪，还附带着多久浇一

次水、打一次药、修剪一次的说明书以

及夏天每平方米草坪要近

3

吨水的数

据时，王召明想到，家乡草原上的草，千

年来无人修剪、浇水，靠着春雨就能生

长的很好，为什么不用自己家乡的草做

绿化，反而要进口国外的草？ 正是怀揣

着这种思考，王召明萌生了用本土植物

进行生态修复与园林绿化的想法。

20

年后，王召明成立的蒙草抗旱

已经成为国家园林绿化一级企业，并

且成为国内首家以驯化繁育本土植物

进行修复和草产业发展的上市公司。

最质朴的情怀：

尊重自然还原生态

一直以来， 生物物种资源是人类

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国民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生物物种

资源的拥有与开发利用程度已经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种质资源是一切生命的基础，是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就有学者认为

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人类理解和发掘

植物种质资源的能力。因此，发掘和掌

握植物种质资源对人类食物安全和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而植

物的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经

过上千年的自然演化，由于突变、基因

交流、隔离和遗传分化，再加上自然选

择与人工选择而形成， 具有多样性和

遗传多样性。

“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

王召明一直强调的。王召明说，自己要

做的并不是要再造一片生态， 而是通

过研究本地的生态状况， 对本土植物

加以驯化与选育，去还原生态。正是本

着这种想法，蒙草抗旱从

2001

年成立

至今，一直致力于驯化繁育本土植物，

培育适宜的种质资源， 从而进行修复

和草业发展。

尊重自然与种质资源多样性就意

味着， 有多少乡土植物就有多少乡土

植物特性需要研究， 就有多少种相应

特性的植物需要培育。蒙草近

20

年坚

持 “种质资源大数据

＋

土壤大数据分

析”， 这就是蒙草抗旱的核心竞争力，

也被称为草科技。通过“草原植物种质

资源库”，依托先进的种质挖掘技术和

野生植物驯化技术， 不断繁育适合不

同区域的品种， 销售优质的生态修复

草种和牧羊种子。 这些种子品类目前

有乡土植物草种、足球草坪草种、高寒

苜宿草种、抗旱草种、经管类绿化草种

等等。而蒙草草种业为生态修复、节水

园林、 生态牧场和现代草业提供植物

选种、育种及技术输出。

心系阿拉善：

实验示范园落地

“晚上刮完风， 第二天早上拿着锹

去羊圈、家门口铲沙子，当地过去的姑

娘都要嫁到远处的地方， 嫁到几十公

里，嫁到能吃饱饭、喝甜水的地方。 ”土

生土长在内蒙的王召明谈起内蒙古时

曾这样描述道。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生

态环境，十几年来，王召明带领蒙草抗

旱一直如斗士般奋斗在环保一线，在阿

拉善等地展开布局。 阿拉善地貌由沙

漠、盆地、低山丘陵、干燥剥蚀平原、沙

砾质戈壁等构成，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总

面积的

90%

，属于典型的北温带大陆性

干旱、极干旱荒漠草原气候，改变恶劣

的生态环境现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王召明说：“思考的人多， 行动的人

少，企业家更需要行动。”同时，他也是这

样做的。目前，蒙草抗旱已经在阿拉善地

区建立生态科技实验示范园， 总占地面

积

8300

余亩， 其中沙丘和沙地面积

6000

余亩，岩石丘陵面积

2000

余亩，最

高海拔

1143.21

米， 最低海拔

1100.88

米。该项目包括沙漠植物博物馆、种质资

源库、组培室、智能温室、种子加工车间、

沙生植物种质资源圃、 沙地治理示范工

程区、沙生植物种子繁育田等。

王召明介绍， 通过在阿拉善盟乌兰

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南部、 贺兰山北

麓延伸地段的科技生态示范园区， 对阿

拉善乡土沙生植物进行研究、繁育、制种

及推广应用，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推动

生产发展。 同时，建设集观光旅游、研发

生产、科普展示、种苗繁育、光伏产业、沙

产业示范于一体的综合生态项目示范

区。 目前，基础配套设施基本完成，主体

工程建设正在有序进行。

谋求转型：

政策助推增长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草为核心业务

的上市公司，蒙草抗旱正在谋求转型。生

态恢复由单一业务模式向平台化产业园

区循环经济转变，业务拓展至生态修复、

节水园林、现代草业、生态牧场、草种业

五大板块， 相应的平台商业运营模式日

渐成型，全产业链资源也逐步整合。

对此，王召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

前公司的转型和创新业务都已经有序开

展，鉴于尚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还未有

标准化的财物数据体系形成， 未来公司

将根据其进展情况逐步加大投入和业务

占比。 未来公司将基于生态修复核心技

术与草牧产业平台运营商业模式， 加快

实现企业转型与平稳发展。

除国内业务板块的布局外， 走向国

际，走出内蒙，也成为蒙草抗旱的重要步

骤。 据了解，目前，蒙草抗旱分别在京津

冀地区、蒙古国、迪拜等成立子公司。

近年来， 为了加强草原生态建设的

保护，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召明不断

呼吁更多政策支持， 在今年的两会上他

带来了不少项提案，如《关于加快推进草

原生态保护建设的提案》、《关于建立内

蒙古现代草业体系的提案》、《关于将草

产品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的提

案》、《关于探索推广草原灾害政策性保

险，增强牧区防灾抗灾能力的提案》，呼

吁国家给予生态修复、荒漠治理等项目

上做出扶持。 这些提案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重视。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十二部

委联合印发了《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

划（

2013~2020

年）》，涉及生态系统综合

治理等多个任务。 这些政策利好都很好

促进了地区生态建设行业的高速发展，

为生态环境建设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增

长空间。

国家“十三五”规划高度关注我国草

食畜牧业的发展， 明确指出草牧业包含

牛羊等草食畜牧业、 饲草料产业和草原

生态保护三大部分。王召明介绍道，近年

来，国家政策不断利好，民营企业进入生

态修复项目的隐性门槛降低， 更加注重

项目效果验收， 有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

走上快车道。 （张司南）

9 月 18 日，在第四届（2015）“生态文明·阿拉善对话” 上，阿拉善

生态基金会举行了会员委员会成立仪式。基金会成立四年来，会员一直

发挥自己的优势，出技术、出资源推动阿拉善生态环境公益事业。 与此

同时，紧抓核心业务，实现了公司健康、快速发展。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

的几位代表，共聊环境保护、企业发展。

康得新董事长钟玉：

追梦不忘社会责任

如果不是他自己“暴露”年龄，很

难想象头发乌黑， 声音低沉有力的康

得新董事长钟玉已经在商海里摸爬滚

打了

27

年。

27

年前，钟玉放弃了国企

正局级领导岗位，借了

3

万元，创建了

5

个人的小公司。

27

年后，钟玉已经成

为国际上预涂膜与光学膜行业的领军

人物， 触角还延伸到汽车、

3D

技术等

多个热门领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追

求模式创新。

“

2010

年， 康得新上市时不到

20

亿， 今年康得新的市值最高曾达到

600

亿元。 但我们仍然如履薄冰。 ”钟

玉说道。就是本着这样的心态，康得新

时刻关注技术发展趋势， 不断更新产

品满足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谋求企

业发展的同时， 钟玉始终没有忘记那

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伴随环保基因

从追赶到超越

20

世纪的

60

年代，

OPP

塑料薄

膜在西方诞生， 纸塑抚摸工艺的发明

美化了包装，保护了油墨且增加强度，

带来了一场纸塑包装的革命。 但是当

时的覆膜工艺使用的含苯胶的溶剂型

技术污染极强， 严重危害生产工人和

消费者的健康。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

也采用纸塑覆膜技术。为此，有工厂甚

至规定，无论男女，凡是没有生育的职

工不得到覆膜操作间上班， 要等生完

孩子才能来。 因为凡是在覆膜线上工

作的员工全都不能生育， 要等调岗半

年排完毒后才能生育。

“这种印刷覆膜包装的月饼曾经

发生过变味事件。 康得新技术人员检

测发现，苯透过纸盒污染了月饼。作为

一种致癌物， 苯会导致不育和白血

病。 ”回忆起中国材料行业，钟玉痛心

疾首。直到康得新推出绿色印刷覆膜，

中国的部分工厂才开始弃用溶剂型覆

膜。正是这样的开端，才奠定了康得新

无论产品线多丰富，覆盖领域多广，都

难以改变的绿色环保的基因。

钟玉下海之初曾说过四句话：“别

人做的我不做， 别人做得好的我更不

做，我做的应该是别人所没有的，我做

了就不让别人追上。”正是带着这样的

目标， 钟玉最初在电动车市场掘得人

生第一桶金，之后打造中国“头一家”

清洁设备， 再到第一家预涂膜与第一

家光学膜；碳纤维虽然很多人在做，但

钟玉相信自己有实力引进技术做到顶

端。 而柔性材料，除了康得新，还没有

企业能做得出来。

材料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

家的工业发展水平， 中国在材料领域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几十年。 而由于

国际上主流印刷术的进步， 对覆膜速

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钟玉看到了预

涂膜无限广阔的中国市场。 经历了合

作伙伴单方解约、 国际关系紧张等重

重障碍， 钟玉带领康得新建成了国内

的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 抛开了对国

外的依赖，还大举进军国际市场。在这

过程中， 康得新始终选择国内优质膜

基材供应商、 胶颗粒和添加剂供应商

与生产设备供应商。 在与国内树脂厂

合作上， 还与美日研究所合作研究化

验，掌握预涂膜技术的同时，更加严格

按照国际生产标准生产。

“千万不要把企业做得只能生产

一种产品，一旦产品失去市场，企业也

就失去了市场。 ”钟玉说道。 而为了丰

富产品类别，保证产品环保健康，康得

新更是斥巨资打造预涂膜产业集群，

即从基材生产线到覆膜机全产业链布

局，以及迅速开发全系列产品。 现在，

已经成为全球的预涂膜行业的领导

者，产能达到

4.4

万吨。

随后康得新把光学

3D

技术引入

包装膜， 即

3D

预涂膜， 用其做出来

LV

、香奈儿香水瓶包装上的立体美女

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2014

年，通过全

球竞标，克服“薄”与“牢”的矛盾，康得

新成功成为

iPhone

、

iPad

提供包装盒

表面覆膜独家供应商。

在成为预涂膜行业领头羊后，钟

玉瞄准了具有巨大存量市场的光学膜

行业。 到

2011

年，康得新已经集结了

国内优秀专家研发了

5

年， 吸引台湾

优秀的专利、技术、工人，同时在内地

扩大产能设备。即使如此，没人相信康

得新能做成光学膜， 甚至有专家还断

言，康得新只能做最底端的扩散膜，做

增量膜不可能。同年

10

月康得新光学

膜中的增量膜全面投产。

同时， 康得新还宣布增发

20

亿，

打造光学膜产业集群。 树脂、基材、覆

膜、 成品等全产业链条都由康得新控

制，集群化不仅可以降低成本，最重要

的是可以对产品的每个环节严格把

控，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保障生态环

境不受破坏。

2013

年

11

月，康得新建

成全球最大的光学膜产业集群。

2014

年，康得新为三星、

LG

、冠捷、康佳、创

维

TCL

等一线品牌量产供货。

目前， 康得新的光学膜二期项目已

经成功开发，预计募集

60

亿资金发展柔

性材料，面向柔性照明、柔性光伏、柔性

电子、柔性显示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

绿色节能

勇闯碳纤维新领域

一直以来， 碳纤维复合材料因

其轻质、高强度、高刚度、优良减震

性、耐腐蚀等有益性能，在国防战略

武器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绿

色能源建设、节约能源技术发展过程

中也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目前碳

纤维应用集中在高尔夫球杆、 钓鱼

竿、自行车等体育器材领域，以及风

力发电专用风扇扇叶、高速率车床以

及新能源电动车等工业领域。新能源

电动车的兴起，碳纤维现在全球供应

缺口

60%

。

钟玉认为，“碳纤维这种节能环

保，造福社会的高端材料，就是康得新

今后必须要做的。 ”正是有雄厚的技术

背景与资金支持， 加上打造预涂膜光

学膜产业群的经验， 康得新开始从头

到尾打造碳纤维商业生态链。 为了做

成碳纤维复合材料， 康得新与为宝马

提供设计服务的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研究中心以及雷丁公司合作， 建立碳

纤维复合材料研究中心以及新能源汽

车设计中心， 康得新做碳纤维复合材

料有了底气。 钟玉说，“我跟我的团队说，

帮助中国工业崛起，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

展，这就是康得新要干的事。 ”

据了解， 康得新正在打造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部件生产线，使组装

汽车不需要再焊接钢板，而是直接粘合碳

纤维，就可打造完整的汽车。 目前康得新

完成了整个轻量化生态链的布局建设，未

来将会对中国新能源电动车、机器人以及

高速列车制造等多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康得新正在打造智能化、 集群化、

可持续的核心新引擎， 形成三大商业格

局， 通过互联网打造

3D

和新能源的商

业生态链，加上碳纤维和新能源电动车，

形成三大支撑。 ”钟玉表示。

重视企业责任

关注社会公益

随着环保节能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 不少企业都在发展过程中面

临环保转型的压力。 具有环保基因的康

得新以“卓越、创新、包容、责任”为企业

文化，重视社会责任，关注环保扶贫等社

会公益事业， 公司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

中，注重履行社会责任。 钟玉认为，环保

节能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企业不能只谋求利润而忽略生态环

境保护， 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每个企业的

责任。

虽然没有环保的压力， 却始终坚

持贯彻环保节能的理念， 从绿色印刷

覆膜到预涂膜 ， 从光学膜再到碳纤

维，康得新始终将发展绿色材料作为

努力的方向与目标，持续清洁生产，发

展循环经济，确保

ISO14001

体系持续

有效运行，加快产业布局，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在稳定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积

极开发更加节能降耗的新产品， 拓展

新业务。

钟玉给出了两个数据，

2019

年，江

苏地区预计每万元产值的煤耗

0.714

吨，苏州市这一数据为

0.628

吨，而康得

新仅为

0.05

吨。 此外，为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 康得新在

2

亿平米光学膜项目建

设中利用地热系统设备建立循环用水进

行系统降温节能， 对公司设备和操作空

间进行环保处理。

钟玉说

,

企业在节能环保存在两个

方向，首先是生产出的产品，要做到绿色

环保，不能对人体有毒有害。康得新的产

品布局始终在考虑更好的节能环保。 其

次， 在产品制造过程中， 要做到节约资

源。 康得新在节能降耗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也投资巨大的人力物力，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张司南） 9月18日，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举行了会员委员会成立仪式 本版供图：江聃

王召明

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