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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赤子心家国情怀赤子心 无私奉献报国梦无私奉献报国梦
——记江苏省时代楷模、江苏省道德楷模钱云宝先进事迹

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是钱云宝坚定
不移的信念，也是他始终如一的行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万元户、十万元户是时代的
骄子和宠儿，大家的心思都放在发家致富
上。钱云宝曾有机会进入国营镇江前进印
刷厂当工人，不久被提拔为中层领导。就
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他放弃国营单位
的铁饭碗，下海办企业，大家都认为他是奔
着发家致富的目的去的，但是他给大队党
支部送来的一份入党申请书改变了人们的
看法。

在申请书中钱云宝讲述了他对党的认
识。他写道，我自从高中毕业后，当过农
民，做过一位普通工人，直到现在搞企业，
所有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最使我崇拜的，坚
信的是党的领导组织，它确实是中国社会
主义的领导核心。钱云宝表示，为了更进
一步地锻炼和培养自己，更严格要求自己，
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支持，增强事业感和
责任感，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诚恳地
提出申请，希望党组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投入到党的怀抱。

有了这个认识之后，钱云宝经常找支
部书记谈心，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
向党组织靠拢。经过两年的考察锻炼，
1995年，钱云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丹阳市信息记录纸厂创办三年之
后，也就是钱云宝入党的几个月后，1996
年企业成立了党支部，钱云宝担任了党支
部书记。

新的身份赋予了钱云宝新的使命，企
业和党建一肩挑双手抓，经济工作跟着市
场走，党建工作跟着市委走。钱云宝把这
一党建主张从恒宝股份带到了恒神股份，
恒神股份创办以后，在钱云宝的积极申请
下，丹阳市委组织部同意成立恒神党委，钱
云宝提出每一个车间、每一个部门都要有
党支部，于是组建了9个党支部。在恒神
股份党员会议上他要求公司141名党员牢
记宗旨、铭记身份、高举旗帜、做出样子。

为探索私企党建方式，一本党建工作
记事本记载着钱云宝学党章、学理论、抓党
建、育新人、强队伍的点点滴滴。钱云宝走
到哪里，带到哪里，记到哪里。“我是一名接
受组织多年培养教育的老党员，十八大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符合国情，契

合民意，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是我今后工
作的行动指南。我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
思想信念，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这
是钱云宝在省委党校学习十八大精神培训
班上的心得体会。

是党的人，就得学党的文件精神，做管
党强党的事情。针对民企性质，钱云宝坚
持党的宗旨和意志走进公司高管的心里，
公司高层有方向；党的规章制度走进支部
和党小组活动，组织活动有质量；党的政策
文件走进党员的学习，党员干部有目标。

针对高层次专家聚集的特点，钱云宝
做到招才更聚才，招人更招心，凡是党员优
先录用。给党员荣誉感，给博士专家信任
感、获得感、成就感，使他们有知己、有机
会、有待遇，最终有用武之地。党委副书
记、副总裁陈军党性强、觉悟高，成为党员
骨干，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碳纤维事业
部副总经理党员钱鸿川钻研技术，被评为
丹阳市十大工匠。

针对年轻大学生党员不断加入的特
点，钱云宝要求在生活上关心勉励、信念上
激发鼓励、成就上褒奖激励，使大学生党员
有岗位、有作为、有地位，在建功立业的平
台上安放年轻人驿动的灵魂。复合材料事
业部青年党员刘伟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迅速
成长，成为执掌事业部的青年少帅。

以党建培养骨干，锻炼队伍，强化管
理，实现党员组织归属、信念归属、职业归
属、文化归属、成长归属，是恒神非公有制
企业党员“三进三有”、“三感三有”、“三励
三有”党建模式党建工作的一大特色。

因为企业党建工作卓有成效，钱云宝
被推荐为两届镇江市和两届江苏省党代会
代表，代表身份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份责任。履行代表职责，钱云宝在公司设
置了党代表红信箱和工作室。红信箱设在
公司醒目处。钱云宝因为忙于业务，经常
出差，但是回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掏出
钥匙，打开红信箱，收集员工提交的信件。
钱云宝说，我人不在公司，但是我的心在公
司，设置党代表信箱就是架设一座党组织
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凡是党员和群众有意
见、有心声、有需求我都要认真倾听，认真
对待。这一信箱钱云宝共设立了三个，一
个在恒神，一个在恒宝，一个在他的共建联
系点大钱村。凡是对党组织渴望的青年，
对党建有建议的党员他都要把他们请进党

代表工作室，与他们交流意见，促膝谈心。
每次召开党代会，钱云宝都要提交加强基
层党建工作的专题文章，交流党建工作的
心得体会。党代表红信箱和党代表工作室
就像道路指示牌和树上的鸟巢，一批批青
年人在钱云宝的循循善诱中增进了对党的
认识，坚定了入党的信念。

党员坚定信念催生的就是党员的崇高
觉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钱云宝不
可撼动的自律原则。恒宝股份和恒神股份
是高科技企业，对于聘请来的专家和技术
人员，钱云宝给出了丰厚的待遇，他们中的
有人拿到工资，发现公司代扣的个人所得
税数额很大，于是对钱云宝说，这些巨额税
款白白上交国家，个人和企业的损失大了，
没必要。钱云宝听后，对他们说：“你们有
那么高的收入，为国家作点贡献不应该
吗？”轻轻的一句话，这些人再也没有说什
么。钱云宝为恒宝、恒神立下的规矩一直
被坚持：工资严格按照个人所得税比例扣
缴税款，职工社保医保等国家规定的保费
按规定上缴，银行的借款利息也要按时交，
职工的工资一天也不能拖。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宗旨，兴办
企业不是为了我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创造
条件更好地为国家作贡献，为人们谋福
利”。作为一名党员企业家，钱云宝自有服
务社会、关爱他人的特殊做法，设立党员爱
心基金，把大爱洒向四面八方。

“致富我一人不稀奇，造福一方才有意
义。”大钱村是钱云宝的老家，丹阳是钱云
宝的家乡，带着家乡情结，回报乡亲，造福
乡里。随着钱云宝的企业越做越大，这种
愿望也越来越强。

1996年正当恒宝二期工程全力推进
时，钱云宝来到大钱村，看到进村连一条像
样的路都没有，土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
遇到下雨天，一片泥泞。站在大钱村外，钱
云宝开始规划大钱村的道路，首先修筑大
钱村中心路。这条路长1800米，宽2.5米，
水泥浇筑，需要花费30多万元。钱云宝作
出这个决定之后，无论是恒宝股份的人还
是大钱村的人都不理解，因为恒宝建设正
缺少资金。钱云宝知道大家的疑虑之后笑
着对大家说，恒宝确实需要资金，但是大钱
村的道路也需要修筑，这点钱对于我来说
是一笔小钱，我挤一挤就可以解决，但是把
道路修好了就可以解决村民出行的大问

题。
为建设最美家乡，钱云宝出资筑村道、

栽绿树、清池塘、修广场、建公园、造别墅、
架路灯。2008年投入1300余万元修建村
民别墅96套，2016年投入8000余万元建
设村民别墅132套。大钱村二期新农村建
设已经完工交付村民，黛瓦粉墙的二期别
墅群像展翅欲飞的凤凰成为大钱村的新景
观。现在大钱村已经成为江苏最美乡村、
全国宜居乡村。

自己的身份不仅仅是两家上市公司的
老总，自己还有另外的身份，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县、市人大代表，一名市、省党代会
代表。自己身上既有企业家的职责，更有
党员的职责。钱云宝对待村民，特别是贫
困、患有重大疾病的村民时，有求必应，雪
中送炭。大钱村的钱新忠，当时得了肝癌
又遇父亲去世，家里条件很困难，钱云宝得
知情况后马上送去了3万元，并在上海给
他联系医院和医生，叫他安心治病，不要为
费用担心。

对大钱村民，他关怀备至，对外村的
人，他也是一视同仁。“我的命就是钱云宝
救的。”这句话，大钱村邻村双合村的钱群
常常对别人说起。2015年年初，不到三十
岁的钱群罹患重病，钱群的父亲早年去世，
家中只剩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尽管母女凭
着双手劳动，平日里也不愁吃穿，可疾病的
治疗费用却是她们完全无法承担的。后
来，有人将钱群的这一情况告诉了钱云宝。

2015年5月的一天，回乡的钱云宝特
意开车去了双合村，将10万元送到了钱群
手中，并嘱咐她今后若还有其他困难尽管
找他。拿到钱的钱群顿时泪流满面，她怎
么也想不到与自己从未有过交集的钱云宝
竟然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给她看病。2016
年8月，钱群的病基本治愈。为了当面表
示感谢，也为了退回余下的钱，钱群找到了
钱云宝，然而钱云宝却坚决拒收。他笑了
笑对钱群说：“钱就不要退啦，你回家买点
营养品，把身体补补好才最重要。”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钱云宝先后帮
助过109名身患疾病的村民，其中本村73
人，外村36人，共计资助380余万元。他以
倾尽家产的壮举，用宝贵的生命，提交了一
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人生答卷，显示了一位
党员民营企业家对社会、对国家、对党的事
业的无限情怀和责任担当。

“乘改革东风，你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登上成功之巅；担国家使命，你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用生命兑现产业报国的诺言；你不忘初心、回报乡梓，‘一人致富、造福

一方’，书写一名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壮志未酬身先去，留得清香满人间。你是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的楷模。”

12月4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钱云宝同志江苏“时代楷模”发布会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时代楷模发布厅发布，江苏省委

宣传部追授钱云宝同志江苏“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之前他被镇江市委追授为“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被江苏省文明

委追授为“江苏省道德楷模”。

钱云宝的家乡在丹阳横塘大钱村，一
个处在三不靠的偏僻地带，“大钱村黑沉
沉，大麦团子囫囵呑，胡萝卜当人参，搬块
豆腐当大荤。”当时村里经济落后，村民生
活贫穷。

1975年7月，19岁的钱云宝高中毕业
后回到生产队工作，目睹贫穷落后的现状
后，他毛遂自荐给大队交上了一份当生产
队长的申请，承诺一年之后改变面貌，提
高收入。大队领导对他进行了考察，同意
他的申请，钱云宝成了当时最年轻的队
长。

“仓里有了粮，心里才不慌；袋里有了
钱，家里才不穷。”钱云宝在生产队会议上
给社员道出了治穷根的药方，兴办副业，
多种经营。

1976年 11月份，钱云宝冒着冷风冷
雨，赤脚走了20多里路，前往珥陵镇护国
村找来了养鸭能手。之后又搞起了平菇、
香菇、银耳、黑木耳。那个年代了解食用
菌的人还不是很多，蘑菇栽培出来之后，
怎样推销出去？钱云宝想出了办法。他
背着一袋蘑菇，拎着一口锅，先到丹阳街
上，再到镇江的大街上，点上火，架上锅，把
蘑菇炒好了，免费请人品尝。这样几个来

回，消费者接受了食用菌这个新事物，食
用菌栽培也见到了效益。一年之后，年终
分配，十三小队劳动力一天一个工可以获
取0.96元的收入，比原先0.27元提升了3.5
倍，成为大钱村十多个生产队中最富裕的
小队，钱云宝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东
方风来满眼春，早就想大干一场的钱云
宝深受鼓舞，辞职下海，在大钱村成了最
早办厂的个体经营户，他借贷 30 万元，
在家乡横塘创办了丹阳市信息记录纸
厂。四年之后，企业更名为江苏现代安
全印制有限公司，正式进入金融票证、票
据、存单等高端印务，一跃成为与上海金
达、西安西正、茉织华等齐名的行业翘
楚。

1998年公司存折票据业务繁忙，市
场占有率不断扩大，钱云宝没有沉迷在
如日中天的发展中，而是积极谋划下一
步的发展。当了解到银行要把原来的普
通存折升级为贴磁条带号码的存折，钱
云宝意识到这是企业转型的一次绝好机
会，他立即购买设备，到上海造币厂聘请
退休的印刷师傅来公司进行技术指导，
最终交出合格产品，拿下了银行的磁条

存折业务。
存折业务作为企业产品转型的第一

案例，给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和价值，实
现了公司的第一次扩张。1999年钱云宝
将公司更名为江苏恒宝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了制卡部，进入银行卡、手机卡
等芯片卡的业务领域。当时做智能卡的
公司不是金普斯、捷德等外企就是北京
中钞、上海长丰等国企，这些都是业内的
大公司。对于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投资
8000万元上制卡项目，行业人士都深表
怀疑，但钱云宝却深信智能卡是行业的
发展方向，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战略转型的根本就是技术的更新换
代，面对当时密码卡产品的生产工艺、生
产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不但产品工
艺不完善，而且设备昂贵等困境，钱云宝
亲自上阵，根据自己熟悉的丝印工艺，结
合喷码技术，创造性地将国外单卡生产
工艺改为大张生产工艺，经过不断地试
验和改进，终于研制出了新产品，每年接
单生产 2 亿张。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
钱云宝所带领的团队研发的产品不但安
全性好、不易透码、不易仿制、使用方便，
而且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获得了中移动

专家的高度认可，这一标准至今还是中
移动执行标准。

“以科技创新促进发展、以技术领先
引导市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钱云宝
抓核心技术，搞自主研发，2004年成立北
京总部，专门进行软件技术开发，公司现
拥有金融、通信、税控、社保等 130 多项
软件著作权，30 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105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20个产品获得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发
的证书,获得了万事达国际组织、维萨国
际组织的体系认证。原来外资公司一张
银行磁卡要卖到四至五元，手机卡要卖
到四五十元，恒宝崛起之后，外资公司分
别降到一元多和七八元，之后逐渐退出
了国内市场。

在钱云宝坚持创新、科技研发的思
路下，恒宝公司相继竣工投产了 5 个国
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成为江苏省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
件企业；公司银行卡、通信卡等嵌入式软
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五分之一以上，
名列同行业前茅；连续四年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智能卡操作系统供应商中排名
第一。

恒宝成功后，功成名就的钱云宝没有
停下创业的脚步。2007年3月，钱云宝寻
找新的投资项目，中国复合材料协会秘书
长建议他搞碳纤维，自此碳纤维便进入了
钱云宝的脑海。

然而，碳纤维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市
场被国外垄断，从国外进口要么受限，要
么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更让钱云宝心中愤
怒的是，国外的封锁打压使我国国防科工
的尖端项目受到制约。待将“出这口怒
气，搞中国的碳纤维，为国家挑这副重
担！”的想法告诉恒宝股份董事会成员后，
大家一致认为搞碳纤维是“苦海无边，回
头无岸”，技术高深莫测，前景难以预料。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董事会不
敢搞，钱云宝个人出资搞。家里人和兄弟
姐妹也有顾虑，钱云宝就对他们说：“这个
东西很重要，国家需要呢！”对于钱云宝的
执着，妻子胡兆凤、儿子钱京都一清二楚，
怕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为了国产碳纤维，刀山火海也要上！”
一个“上”字的背后，是一批一批的专家请
进来。钱云宝曾形象地比喻说，他随身带
着一把“锹”，对于公司需要的高端人才，
他时刻惦记着，千方百计地“挖”过来，用
他自己的话说，用的是谈恋爱的方法——
泡人才。一次不成两次，一年不行两年、
三年。本人不行，找到他们的父母，解决
儿女的就学治病难题，以耐心真心攻心，

把看中的人才揽到自己的帐下。同时，钱
云宝还把目光转向世界，他分别在英国布
里斯托和澳大利亚墨尔本设立了国际技
术有限公司，以引入国际最新先进技术，
最终从国内外著名航空企业引入了约60
名航空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工艺开发与制
造等领域的技术专家和骨干。

技术难，难于上青天。2010年7月开
始，碳化线运行状态不稳定，外观合格率
低。钱云宝带领原丝分厂、碳化分厂、技
术科、检测中心联合攻关，在生产线上拆
了装，装了拆，白天连着黑夜，一千多个日
日夜夜，仅原丝就拿出26套调整方案，终
于找到了一点门道。

从制造装备关到制备工艺关，从原丝
关到碳化关，从技术到人才，从资金到市
场，钱云宝面前有七十二难，九九八十一
关，一年又一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于
是千言万语袭来。但钱云宝仍然坚持，并
告诫公司的员工说：“我们达到目标的唯
一办法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唯有锲
而不舍始终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才会品尝
到成功的滋味。”

就这样，认定目标，绝不放弃，永不言
败，钱云宝带领恒神股份披荆斩棘，斩关
夺隘，实现了多个国内、省内第一的突破：
第一个利用自主研发的技术在国内建成
千吨级碳纤维生产线；第一个在国内成功
进行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全产业链建设；第

一个在国外设立碳纤维研发平台；第一个
在省内成功组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
科技创新团队并承担国家级项目建设；第
一个在新三板上市的碳纤维生产企业。

一个“上”字的背后，是一亿一亿的资
金砸进来。十年来钱云宝累计投入50亿
元，一年平均投入近5亿元，一天平均投入
近140万元。没过几年，巨大的投入便让
富甲一方的“钱多多”变成了负债累累的

“钱光光”。
“不搞碳纤维不知道什么叫精神崩溃，

不搞碳纤维不知道什么叫呕心沥血。”但
即便是这样，钱云宝仍然没有动摇信念。
为了填补碳纤维研发的经费的巨大窟窿，
钱云宝能借的就跑去借，能抵的就拿去
抵，他在股市低潮时两次“割肉”抛售自己
名下的股票几千万股。董事会的秘书算
了一下，损失起码在20亿元以上。

不能只考虑自己企业发展的“小局”，
而不顾社会进步的“大局”，在钱云宝的心
目中，国防军工就是“大局”。“为了国家、为
了国防，不要说砸几个钱，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做成碳纤维。军工项目，贴钱也得
做”。201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恒神公司考
察，在恒神公司产品陈列室，听到介绍、看
到样品后，马凯副总理深有感慨地对钱云
宝说，材料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动力之一，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发展和产

业升级，但新材料的研发应用过程往往漫
长而艰辛。恒神把国产碳纤维的研发生
产当成关乎国家利益和民族未来的事业
锲而不舍地干，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和民族使命感。

“有国才有家，有国才有厂，国家好，
家与厂都会好。国家最需要什么，我们
企业就做什么。”钱云宝以身家性命相搏
研发国产碳纤维，恒神公司实现了年产
碳纤维5000吨、年产多种规格的织物和
预浸料1500万平方米、年产增强增韧树
脂 1200吨以及复合材料制品 5000吨的
产能，碳纤维年产量占到国内半壁江
山。恒神基本掌握了 T700S、T800S、
T1000G碳纤维技术，承担国家和省级科
技计划16项，国家重点装备配套项目14
项，参与863计划2项。在国家权威部门
组织的检测中，恒神公司T800S排名第
一，T800H进入前三名，T700S进入重点
装备应用。恒神公司的三种碳纤维分别
进入国家军工验证项目，是国内唯一一
家全部进入所有三个验证项目的碳纤维
企业。正是因为恒神股份等一批国产碳
纤维企业的崛起，我国军工项目碳纤维
才有了依靠，不被国外卡脖子。国外企
业碳纤维进口价格也从原来的每吨三四
十万降为十来万一吨，按照每年进口
9000多吨的数量，累计为国家节省的外
汇至少有一两百亿元。

为了响应国家好政策，贷款30万，上市70亿

为了造出国产碳纤维，拼搏10年，烧钱50亿

为了践行宗旨跟党走，入党22年，奋斗41年

本报通讯员 开轩 周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