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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龚友国

王薇唯 本报记者龚友国

《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引起

宁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先是

安排发改局、经信局、水利局等 5 个
部门主要领导的集中采访，第二天

一早，宁南县发改局副主任刘元庆、

经信委主任李昌俊与水利局殷崇宏

又陪同记者一行前往夕鑫水电公司

坐落于跑马乡的依补河电站。

四级电站建成、五级
电站完成投资 80%

出宁南县城不久，顺金沙江岸

边公路行驶 1 小时左右就到了白鹤
滩镇，也就是三峡公司开发的白鹤

滩电站施工的腹心地带，一片热火

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介绍，之前这里

还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已经被

成片建筑和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所代

替。记者所乘的车辆几次没有找到

上山路径，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要

想找一个当地人问路都非常困难。

左边几乎是 90 度陡峭的山崖，
右边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奔腾的

金沙江在谷底就像一条蜿蜒的布

带，在这样狭窄且仅能通行一辆小

车的便道上行驶，这是记者生涯第

一次经历，尽管开车的司机技术非

常娴熟，并表示经常跑这样的山路，

记者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不停地

提示司机慢慢开不急。

经过近 3 小时的辛苦颠簸，终
于到了目的地。

跑马乡政府的李书记、浦乡长

早已等候多时，简单介绍情况后，李

书记告诉记者，现在有一个新情况，

由于夕鑫公司举步维艰，涉嫌向当

地老百姓包括少数乡政府工作人员

非法集资建电站，初步统计有 500
万元左右，在乡政府登记反映这个

情况的有几户人家涉及金额 60 万
元左右。

在夕鑫公司四级电站，记者看

到从引水管道、发电机房、配电室到

变压站均已全部建成。记者轻轻敲

击发电机，问这些是不是塑料模型？

陪同考察的部门领导只好尴尬回

答：是真的。

发改局否定
自己审批的文件

据凉山州发改委一位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2012年以来，宁南县政府
多次向州发改委打报告，以夕鑫公

司无能力建设电站，电站建设没有

按规定时间竣工，擅自扩容，私自转

让水电开发权要求收回夕鑫公司依

补河水电开发权，据实地调查，所认

定的事实出入非常大。四级电站建完

了、五级完成投资额度的 80%，扩容
部分可以补办手续或撤出，寻求合作

方投资修建电站不是私自转让水电

开发权，发改委出具了调查报告。

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2009 年
11月批复过宁南县发改局、水利局
申报的依补河五级电站引水系统优

化方案，其中明确：同意五级电站工

期在原方案基础上增加一年。

（注：从 2009年 6月 20日计算
工期，五级电站竣工时间应该是

2011年 7月，事实上，2010 年 12月
20日，夕鑫公司法人高兴夕因涉嫌
行贿被检察院以协助调查带走，整

个五级电站建设 21 日就被强行停
止。）

记者拿到了知情人士所说的宁

南县发改局局长姚勇矢口否认的文

件，州发改委批复的“凉发改交能

【2009】936 号文件，其中明确增加五
级电站工期一年。

随即，记者致电宁南发改局常

务副局长刘元庆求证，他说时间久

了记得不太清楚是否有此文件，下

来查后再告诉记者。第二天，姚勇回

复记者，一反常态说有这个文件找

到了，并以他当时还没有到发改局

为由，所以，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清楚

有这个批复。

此时姚勇态度与之前确定没有

这个文件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于记

者质疑在把不能按期完工作为一大

责任追究夕鑫公司时，为什么会忽

略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一事时，姚

勇在电话中表示无法回答记者。

“是政府不诚信，
给我下套”

宁南县环保局、发改局调查并认

定夕鑫水电公司，在依法取得已批的

五级电站外又修建了丝丝落、大寨、

老党等 5个小电站，属于严重违规。
夕鑫水电公司法人代表高兴夕

对此并不否认，但他告诉记者，是政

府不办给他。“我是不愿意建这些小

电站的，因为建设环境不好收益低，

一个小电站一年只有五六十万的回

报。县里当时主管水电的领导说，我

不能只把好的建了，还是要把条件不

好的也开发了，使资源充分利用，我

这才开始动手修建，县里相关部门也

让我先建后完善手续。”

高兴夕说，2008年，夕鑫公司给

水电局交了 5万元做可研报告，10万
元找了雅安的一家公司做环境影响

评价书，后环保局不认可这家公司，

2010年 7月 19日，局长刘健又介绍
了顺蓝天环科技公司做环评，签了 22
万元的合同。但最后，所有资料都没

有告诉原因就不给他了。“是政府不

诚信，给我下套。”

县水利局殷崇宏局长告诉记者，

据他了解，是当时给夕鑫水电做了资

料后，高兴夕过来看后，因要交 5 万
元钱，说回去拿钱，到今天都没有再

露面取报告。环保局局长刘健说从未

见过这人，怎么会给他介绍中介公司

做资料。

高兴夕说，他 2004年就在凉山州
首家举牌水电资源开发，在商海沉浮

中，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他，深知政

府手续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在积

极办手续。

依补河五级电站工期未到
被勒令停止施工
县发改局矢口否认自己报批工期延后文件

几年前，有人还在哀叹国内企业家“为富不仁”。但现在，

即便最激烈的评论家，也会对国内慈善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

慈善所作出的贡献点头赞许。数据显示，如今，私人和民营企

每年公益捐款占到了全国捐款数额的 65%，民营企业已经成
为慈善事业的生力军。

中国民营企业大多创建于改革开放后，历经 30多年的
发展，不仅繁荣了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有越来越多

的企业家置身于中国慈善事业，相比西方经过几代人发展沉

淀的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已经非常快速。一直秉

承“制好药，做好人”的好医生药业集团积极投身于慈善事

业，用自身的行动为社会传递正能量，树立了民营企业慈善

标杆。

国家有难，企业有则

好医生药业集团创立于 1998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
直贯穿着企业 25年的发展。“企业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这
个社会。经营企业是一种责任，经营药品企业更是责任重大。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好医生药业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源泉，这不是做不做、想做或不想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的

基本素养。”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接受孔子儒商奖时如是说，

而所谓儒商精神，就是要讲求仁义、道德、济众，拥有“达则兼

济天下”的广阔胸怀。

“我们不单是在经营产品，更是在经营一份事业，一份关

于人类健康的伟大事业。我们相信，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人

类的健康品质会不断提高。”好医生在行业领域内，坚持“生

产再忙，质量不忘”，立志于服务大众健康。在坚守行业本质

的同时，秉持“来源于社会，又回报社会”的宗旨，积极参与中

国慈善事业，为社会贡献自身力量，社会责任感已经成为企

业文化的基因。

2013年 4月 20日四川雅安芦山发生 7.0级地震，好医
生在震后第一时间马上组织调配车辆把价值 70余万元的灾
区急需的药品和应急雨具运往芦山。21日下午，有热心网友
在新浪微博上 @好医生药业集团，告知灾区急需麻醉药。好
医生药业集团虽然下属有 7家 GMP制药厂，却没有生产麻
醉药这个品种。而且，麻醉药品是国家管制药品，临床上使用

相对较少，市场货源很少。但好医生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

所急，解群众之所难，立即调动下属的“四川佳能达医药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佳能达医药有限公司”在川滇两省寻

找麻醉剂货源，好医生克服重重困难，13 个小时把 1800 支
麻醉药品送到灾区。

“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其财富的属性很大程度上是属于

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企业应该义不容辞

的承担起社会责任。”好医生董事长耿能福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说。

授人以渔的爱心播撒

好医生每个员工工牌背面都写着充满正能量的“阳光格

言”，格言第一条写到：“我用全身心的爱迎接今天”，大爱无

疆，对好医生来说，爱不仅是爱岗爱集团，也是爱社会。然而

好医生不仅是在心里默默祝福，而是付诸实际行动，把爱播

撒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地处川西南大凉山腹地，这里

既是彝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94%的全国重点扶贫县，也是素
有“回阳救逆第一品药”之称的附子产量占全国 60%以上的
最大产地。但是，当地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粗放种植习惯，

变化无常的附子市场行情，使当地种植户生产难以稳定发

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医生药业集团在布拖建立

了 GAP附子基地，每年为布拖附农增收 2500余万元。为帮
助当地人民致富，集团采取“公司+农户+科研单位+基地”的
联动经营模式，并采取订单农业模式，实施最低保底价全额

收购，高价激励附农种植一、二级附子，坚持做到“在任何情

况下不给种植户造成损失”，为广大种植户提供市场风险保

护。另外，组织当地乡村党政领导和种植大户到江油等地学

习参观附子发展经验，聘请外地有种植经验的药农，对种植

户从种植、施肥到培育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指导。在好医生

药业集团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下，布拖县已有 8000 多附子种
植户脱贫致富。

雷锋精神，扶弱积善广施义

一名员工在 “对学习雷锋的品悟”征文比赛中这样写

道：“我有幸成为好医生攀西药业的一员，这里是济世为怀的

企业，生产着救死扶伤的药品。在这里，更能诠释雷锋精神，

也更加需要雷锋精神”。

好医生在凉山州的布拖县、越西县、美姑等县捐建多所

“佳能达希望小学”，把知识和希望带给孩子们，捐资布拖彝

族学子圆梦清华大学，助其奔向美好未来。此外，好医生在每

年的暑期和春运，公司都会与省药监局在四川各大火车站提

供免费的药品和健康保障服务，为奔波的旅人送去关怀。好

医生在全国的 1600多个办事处，每月都会定期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或者居民区，开展“好医生免费义诊及健康咨询”活

动，教会居民如何安全用药、如何实施自我保健，履行“关注

大众健康”的承诺。可以说，好医生就像一团火，哪里有需要

就温暖哪里。

“制好药”是坚持行业本质，“做好人”则是好医生社会责

任感及人文关怀的要求和表现。随着慈善精神在中国越来越

普及，民营企业置身慈善行业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财富越

多，责任越大”的好医生将有更多值得期待。

好医生药业慈善之道：
做好人制好药

（上接第二十九版）

数据显示，停工后，宁南夕鑫的

损失累计达 3000 多万，其中包括一
二三级电站每年收入 350 万以及贷
款 1800万的利息，还有从 2009年到
现在拖欠员工的 400万工资，目前，
损失还在进一步扩大中，企业濒临破

产边沿。

记者了解到，现宁南县政府已准

备收回四五级电站开发权。

四五级电站究竟有怎样的魔力，

会让政府在开发权拍卖后又要收

回？

据知情人士透露，宁南夕鑫五级

电站处于三峡公司正在兴建的白鹤

滩水电站的红线范围内，如果三峡公

司征用五级电站，将按通行的水电拆

迁补偿办法：以电站年售电收入的

12%进行赔偿，如果五级电站被拆迁
将获得 3亿 7 千万人民币赔偿，无论
是对于一个民营企业还是县政府来

说都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记者拿到一份宁南县政府 2008

年 10月 17日的会议纪要证实，依补
河五级电站正好处于国家白鹤滩电

站施工区红线范围内，当时白鹤滩电

站筹备组和县里初步商定五级电站

继续施工，报由三峡公司和华东设计

院商议调整施工区红线范围。

对于这一问题，宁南县发改局局

长姚勇给出了不同回答，称“夕鑫公

司在修建四、五级时由于缺乏资金导

致其出现超期修建、擅自转让开发权

等违法现象，这是收回四、五级电站

的主要原因。”

“（宁南）夕鑫没有如期竣工。2009
年 4月 27日批复四、五级建设，四级
从 2009年 6月 16日起算，建设工期
是 20个月，应 2011年 2月完工。五级
电站是 6月 20日起算，建设周期 14
个月，应 2010年 8月完工。”姚勇说，
“2012 年州发改委牵头与州纪委、水
务部门组成调查组来到宁南，调查出

公司负债 7530万的事实。同时，公司
还向信用联社原主任行贿 80 万取得
贷款 800万。这都表明公司资金周转

不灵。”

对于姚勇所说的公司资金缺乏

的证据，宁南夕鑫并不认可，该公司

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出示了这样两

份文件：凉发改交能【2009】417号、
418号核准四、五项目通知，其中有一
条内容是：70%的资金可由电站商请
银行办理贷款。

高兴夕表示，“县政府并不清楚

企业（宁南夕鑫）的负债率，单凭公

司负债和贷款现象就认定我们缺乏

资金保障？另外，处罚书上说的超期

修建、擅自转让开发权等违法现象，

更是不存在，水电站部分股权转让，

是公司寻求的合作投资，不影响主

体施工，开发权仍是（宁南）夕鑫

的。”

“调查处理过程中
是有欠缺”

本事件最新消息，宁南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依补河电站建设相

关问题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杜

双刚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依补河

一、二、三级电站经整改后可以恢复

发电，收回四、五级电站的水电开发

权，由中介机构评估后依法对夕鑫公

司进行补偿的处置决定是根据凉山

州纪委、州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县

政府依法依规进行的，目前，宁南县

依补河电站建设相关问题处置领导

小组办公室作为业主单位，按程序已

经在“四川政府采购”发布了依补河

（四、五级）电站资产评估竞争性谈判

采购公告，本着公开、公平原则选定

了四川金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四、

五级电站进行资产评估。

记者提出在对夕鑫公司的行政

处置中，自始至终根本没有给夕鑫公

司陈诉申辩的机会，杜双刚坦承在调

查处理过程中是有欠缺，但承诺县里

一定会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

对于事件的进展，本报将继续关

注。

宁南政府强收水电开发权
依补河电站建成不准发电

工人们在建成后一天也没有使用过的配电房向记者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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