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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永富!"粮食安全#守护者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不过是大小之分#他便是一个拥有

大梦想的人$为了解决人类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环境

安全需求而不断坚持!不断追求!不断奋进&

他遵照家训$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做造福人类的事$做

符合大众利益的事&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解决农业安全工

程系统建设与农资次生灾害防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

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的系列问题&

充满激情的他$为实现这一梦想$不畏高原缺氧和紫外线

对身体的损伤$在青海搞实验$一干就是
*&

年&

充满激情的他$为实现这一梦想$只身跑到北大荒$在广

袤的黑土地上大展拳脚$ 与除草剂的副作用展开 '抗争($使

+&&&

多万亩'癌症田(重新花红果硕#

他获得的发明专利'奈安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每年

可为我国新增粮食千亿斤$发明的肥料残留灾害防控技术$通

过叶面喷施减少一次追肥的节肥增效生物技术$ 经过农业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实验示范推广证明$ 不但减少肥料对

粮食的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而且每年为我国可节肥

5&&

万吨$ 节省煤炭
*+64

万吨$ 不但解决粮食安全与食品安

全$还可有效缓解能源安全%环境安全# 这些发明技术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

他提出安全食品过程控制%绿色食品透明消费理念# 尤其

是他在北大荒运用科学手段种植的'过程米($经国家质检总

局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际绿色标准$成为接待国内外贵宾的

'震餐之宝(#

他是'揭开除草剂)伤疤*的第一人(!'国际农业安全工程

系统建设与农资次生灾害防控第一人("是我国从农民到荣获

国际环境安全一等奖的第一人" 是国家农药残留降解国际专

利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去年
2

月
+4

日$由他研制!中国提交的

奈安+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 被第四届农药与环境安全国

际学术会议! 第五届泛太平洋农药科学会议和全球法规一体

化国际研讨会评为国际农药与环境安全一等奖&

记者眼前的他$老成!干练$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沧桑& 尽

管忙碌$他始终充满激情$看不出丝毫疲惫& 尽管他是河南省人

大代表!农民发明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却丝毫看不出'名人(的架子&

他叫党永富$ 河南奈安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河南

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梦想
!!!!!!

党永富是个有梦想的人! 生在商水县农村的他" 因为贫

穷"自幼就与粮食有着很深的感情"一天吃三顿饱饭是他曾经

的奢望#实现粮食打得吃不完便是他多年的梦想!

*255

年"二哥从外地给他捎回来两包除草剂!初中辍学在

家的党永富手托着除草剂"陷入了沉思$这种化学制剂能将草

杀死"会不会影响庄稼生长啊% 于是"年轻气盛的党永富做出

一个大胆决定$先在自己那一亩三分责任田中做个试验!

说干就干! 通过试验"他得出一个结论$除草剂除草"省工

省时"但与手工除草相比是减产的!

作为&揭开除草剂'伤疤(的第一人)"一个梦想在党永富

心中暗暗升腾$ 一定要找到农药污染安全解决之道!

*224

年

*4

月"党永富到一家企业工作! 因为拓展业务的缘故"党永富

结识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专家! 他把自己的梦想说给专家听"这

些专家了解他的学历和身份后"均一笑置之!

磨难

!!!!!!

磨难往往和梦想与生俱来" 对于

党永富也不例外!

*22(

年" 党永富从朋友那里借来

两万元&下海)"不料被别人骗走了
*7(

万元! 只剩下
(&&&

元了"他租赁了一

个村办破产的养鸡场" 创办了一家化

工厂" 开始研发能解决除草剂副作用

的产品!

*22,

年" 党永富在偶然与专家交

流中获悉" 常温常压下无法分解的农

药残留也许依靠化学反应技术可以得

到解决!

有梦想就会有激情" 有激情才勇

于闯新路! 他只身跑遍大江南北"考察

市场*搜集信息#走访高等院校"聘请

专家*拜访老师!

机会终于来了!

*228

年冬天"党永

富听说沈阳化工研究院有一位名叫陈

昌的资深专家" 研究出一项技术开发

出一种能够调节人类中枢神经的医药

中间体" 想以此为诱导物开发除草剂

副作用防控技术产品! 他立即驱车去

沈阳拜见这位&高人)! 由于是夜间行

车" 司机不慎连车带人一下子翻到沟

里! 他忍着伤痛依然挤上火车往沈阳

进发! 深受感动的陈昌"不顾
86

岁高

龄和家人的劝阻" 毅然来到党永富创

办的小厂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陈昌突患脑

溢血在厂里去世! 这对党永富是一个

致命打击! 为上陈昌设计的生产线"党

永富已借款
*&&

多万元"更要命的是"

出于技术保密的需要" 陈昌没有留下

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党永富忙完陈昌的追悼会" 在陈

昌睡过的席子下面发现几张烟盒纸"

展开来发现上面标着一些杂乱无章的

数据! 第二天"党永富来到车间里"他

询问车间技术员"把发酵的温度*时间

也从烟盒纸上找了出来! 但仍有一些

数据像天书一样成为难解之谜!

党永富吃住在车间里" 经过
*&&

多个日日夜夜" 终于把陈昌的医药中

间体生产技术复原" 并生产出高纯度

的产品来!

恰恰就在这时"法院因债权人起诉

把刚建起来的生产线查封了"后因还不

起借款"公司不得不宣布彻底破产!

+&&*

年" 在经过一段颠沛流离的

生活之后" 党永富用节衣缩食积攒的

钱租借了一个小型反应罐" 重新开始

实现他心中梦想的征程!

经过无数次攻关"无数次研究"党

永富生产的产品投放市场后" 用户普

遍反映增产显著! 随后"党永富去青海

高原地带做实验! 在青海"党永富一干

就是
1

年! 为掌握产品的最佳使用量

与使用方法"他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冈义县* 都兰县* 互助土族自治县等

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草原缺水"他

坚持从西宁市拉水搞实验#气候异常"

他忍受高原之苦"脸被紫外线损伤*经

常流鼻血*头晕! 但他仍然支持"因为

他坚信有梦想就有希望!

由于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乔传令博

士等专家的配合帮助"青海省植保站*

青海省草原工作总站的支持" 党永富

终于准确找到了降解菌与除草剂混合

使用的最佳安全配比" 并利用定向诱

导控时技术" 实现了可和除草剂一起

混用"既不影响除草效果"又能预防除

草剂副作用! 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

空白"获得了
,

项发明专利!

*,

年的艰难攻关" 除草安全添加

剂终于在经历万重磨难后诞生了!

成功
!!!!!!

历经无数次磨难的党永富" 以顽

强的毅力艰难攻关! 最后"他的视野在

遥远的北大荒&定格)!

广袤的北大荒一望无际" 曾经的

肥沃良田"由于大量使用除草剂"造成

土壤板结"致使庄稼减产"甚至颗粒无

收"成为&癌症田)! 党永富说$&我要让

+癌症田(再次成为良田"让北大荒成

为+北大仓(! )

在北大荒" 党永富向国家商标局

提交了
1&

多项奈安商标注册申请"并

向国家专利局申请技术发明专利! 同

时"他又及时地将技术发明升级"由单

独喷施改为与除草剂混施而不影响除

草效果"以节约劳动成本#吸收利用酶

固化技术" 实现了催化代谢和除草剂

残留降解一体化!

在北大荒" 党永富奔走在科研部

门"运用自己的科研实践"说服农业专

家真正认识长期使用除草剂的危害"

改变&癌症田)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意义!

在北大荒" 党永富奔走在乡村田

间"通过举办培训班*辅导报告会等形

式" 让这里的群众真正认识奈安生物

降解剂*使用奈安生物降解剂"确保粮

食丰产丰收!

+&&8

年
5

月" 河南省科技厅鉴定

专家对奈安的使用效果进行详细调查

后作出鉴定" 认为党永富开发研制的

奈安生物降解剂能彻底解决除草剂的

药害和残留! 有关专家对该项技术进

行成果鉴定后认为$ 该项技术填补了

国内空白"属国际领先技术"具有巨大

的推广价值! 该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证书"荣获国际专利发明金奖!

+&*&

年"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被科技部*国

家环保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认证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大田推广实践证明" 用除草剂除

草时加入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可有效

提高粮食单产
*&9

以上!

'3:'

年"我国

推广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
,333

多万

亩次"已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治理

了
'333

多万亩次因除草剂残留造成

的&癌症田)"实现了农田安全改茬! 从

'33(

年至
'3:'

年累计为农民挽回损

失
133

多亿元!

'338

年以来"党永富提供产品*提

供科研经费在黑龙江*河北*山东*河

南*江苏*青海等全国
5

个省市试用奈

安防控剂"这些地方的植保站*农技推

广站*农户试验田接连传来捷报$奈安

牌防控剂增产效果明显" 大豆亩均增

产
53

至
:(3

斤"水稻亩均增产
'13

斤

至
'23

斤"玉米增产
'63

斤至
1'3

斤"

同时消除了除草剂药害和残留!

如今" 党永富在郑州的河南省国

家大学科技园"有一个面积
1333

多平

方米*

8

层高的研发大楼!

如今" 党永富在东北有数千亩的

试验基地!

如今" 党永富领办的河南远东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有一个占地
:3,

亩的

生产基地" 里面有投资
:

亿元从德国

引进的西门子高科技生物发酵生产设

备和
(

条全自动生产线!

党永富说"我是一个爱做梦*有梦

想的人" 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农业安

全工程系统梦" 建一个现代生物农业

产业链" 从源头实现安全食品过程控

制" 绿色食品透明消费! 达到这一目

的" 可以让全国乃至世界农业生产成

本降低
139

" 粮食增产
:39

至
'39

"食

品安全控制率
259

以上!

'3:1

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

奈安大力士肥料促进剂非常重视"已

经在河南*黑龙江*新疆实验示范过的

地方下文推广" 河南省农业厅领导也

高度重视" 将大力士肥料促进剂和大

力士叶面肥推荐政府采购首选产品!

党永富"一个爱做梦的人"一个有

梦想的人" 一个给人类带来健康与环

境安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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