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奋
斗

来海南，我从未后悔过。如果换一个城
市，或许就没有如今的海南立昇。来海南，是
我的选择，是新生活的开始，这里挂满了我奋
斗的汗水。

谈
创
新

所谓创新，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创新的过
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民营企业想要活下
去，就要解决在运营销售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这逼着我们要不断革新技术。

谈
海
南

我对海南岛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永远
是PVC超滤膜核心技术基地。

陈良刚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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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听一听陈良刚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核心提示

26年间，陈良刚将海口金盘一家简陋厂房发展成全球最大的超滤膜生产基地

“海南挂满了我奋斗的汗水”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2018年春节假期后的
第一天，位于海口云龙产
业园的海南立昇超滤膜生
产基地一期工程，机器和
工人分工有序，PVC（聚氯
乙烯材料）合金毛细管式
超滤膜在这里批量生产，
再运往江苏苏州进行再加
工。与此同时，深圳的销
售公司忙着将超滤膜产品
和设备销往全球。

通过PVC合金毛细管
式超滤膜技术，每年有
1000万平方米超滤膜从海
口最先出发，应用于全球数
百个水处理工程，为千家万
户输送清流。

2月8日，PVC合金毛
细管式超滤膜技术发明人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立昇”）董事长陈良刚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26
年来，他在海南岛创造和引
领的一项项行业记录——

海南立昇是全球第一
个实现 PVC材质超滤膜
产业化生产的企业，是全
球目前最大的超滤膜生产
企业，是全球第一个挑战
并实现大型市政供水处理
工程中超滤膜组件稳定运
行10年以上的厂商；中国
超滤膜厂商中，海南立昇
是在国外建成和运行大型
膜法净水工程总产水量最
大的企业……

视频摄像：陈卫东 陈泽明
视频编辑：陈泽明

30年前，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
喜人消息传向大江南北时，这座小岛骤
然间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
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

30年前，清华大学高材生陈良刚27
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最吸引他
的，是海南省要建汽车冲压厂的消息，

“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当年纯粹想换
个环境、换个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冲着
海南汽车冲压厂来的！”回忆起刚刚登
岛的那段往事，陈良刚直言不讳。

1988年底，离开寒冷的武汉，裹着
棉衣的陈良刚一下船就被海南岛的椰
风海韵、暖阳春风温暖了，“在新港码
头，人潮涌动，大家内心涌动的激情和
对新生活的期待似乎就要喷薄而出！”
陈良刚觉得，自己崭新的生活、美好的
未来就要在这里启航了。

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海南工业基
础比较薄弱，可就在刚刚建成的金盘工
业开发区，正孕育着一座备受瞩目的海
南汽车冲压厂，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生产线。“当时，广东湛江、上海、北京与
日本等国内外许多知名汽车品牌都到
海南来谈合作。”陈良刚说。

但是没过多久，1991年，每月可领
到400多元工资的陈良刚毅然选择从海
南汽车制造厂（原海南汽车冲压厂）辞
职去了一家私企。面对朋友同事的不
理解，他坦然说道：“我要寻找新的突
破，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海口，刚刚经
历一番开发建设的大潮，开放、包容的
环境影响着一批批“闯海人”。此时的
陈良刚再次辞职，决心“下海”创业。积
蓄不多的他瞄准了“前途广、难度大、投
资少”的项目：“前途广代表着市场需
求，难度大意味着竞争对手也少。”

一次机缘巧合下，陈良刚接触到了
“超滤膜”这个新兴行业。那是1992年
4月，海南椰子节科技产品展销会上，陈
良刚看到了内地一家科研机构所演示
的“神奇”画面：流进净水装置的脏水，
经过一个叫做“膜”的东西过滤，立刻变
得清澈。较真的陈良刚把流出来的水
拿到防疫站检测，水里果然找不到细
菌。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商机么！”没有
一刻迟疑，陈良刚开始和这家单位共同
研制推广超滤膜，并于1992年正式成立
海南立昇公司。他坚信自己找对了市
场方向，一头扎进了超滤膜的研发及推
广应用。从此，海南立昇便与膜分离技
术和水处理技术结下深深的缘分。

不久，第一台“超滤机”设备生产出
来了，很快被一家海南酒厂看中，陈良
刚谈成了第一笔买卖。可公司的安装
人员还没回到家，酒厂的电话就打来
了：“你们产品能用，但不结实，在过滤
的过程中破了！”

出师不利不仅没有让陈良刚泄气，
反而让他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一定
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
在反复研究琢磨的同时，专程跑回母校
求教，一位教授告诉他：“超滤膜是个朝
阳产业，关键在于谁能把它做得又好又
便宜。”

于是，陈良刚重温大学时期的燃气
轮机专业相关课程，钻研精进技术，担
起了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安装工人等
多个角色。

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司从“吃了上
顿没下顿”的窘境中逐渐成长壮大，从
海口金盘的简陋厂房发展成全球最大
的超滤膜生产基地，业务范围也不断扩
大，每年生产的1000万平方米超滤膜
和公司研发的设备销往全球。

因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
迎来了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发展时
期。1989年，3000多名专业技术人
才被引进海南。对于许多“闯海人”
来说，开拓创新、实干创业的海南
岛，满地机遇。

1991年，海南省第一次科技大
会决定实施“科技兴琼”战略，这让
陈良刚干劲十足。在创业生涯中，
他从未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企业
战略布局如此，核心技术更新亦是
如此。

最令陈良刚难忘的是 1997
年。这一年，公司决定将研发的超
滤机和超滤膜进军净水行业：饮用
水安全事关民生，能滤制出无污
染、无细菌，又能保持原有人体所
需矿物质的净水，这是市场，且无
限辽阔。

经过无数次试验，海南立昇拥
有毛细管式超滤膜滤芯的超滤机，
能将自来水分级为优质净化水用于
食用、洗涤、冲凉、美容等，普通自来
水用于冲厕所，搞卫生。经测验，普
通自来水经立昇超滤机过滤后，微
生物及浊度等主要饮水指标都优于
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而滤芯寿命
却是常规净水器的50倍以上。

“老海南们都知道，早期琼海
‘太阳牌’矿泉水就用了海南立昇的
设备。”陈良刚说，慢慢地，海南立昇
设备从海南走向全国。

但当时他没有想到，依靠源源
不断的创新和研发，十多年后，他们
的产品可以成为上海世博会直饮水
唯一指定供应商，而这也是中国第
一次大规模使用先进的直饮水技
术。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将
海南立昇在上海世博园提供的直饮
水技术列为上海世博“十大科技”第

二位。
其实，陈良刚代表海南企业第

一次在全国科技界崭露头角是在
1998年。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海
南立昇家用型毛细管式超滤机荣获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国产超
滤膜开始进入普通家庭。

“能参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得益于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
省科技厅的推荐。”陈良刚心怀感
恩，笑着说，“我们也争气”。

多年来，在国家和省科技主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陈良刚决定从
价格远低于常用制膜材料的PVC
塑料入手，研发出平价的膜产品，带
领团队先后主持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立昇超滤机”的研发；研发国家科
技攻关项目“立昇超低压免换滤芯
超滤机”；承担“十五”国家科技攻关
计划引导项目“PVC合金毛细管式
超滤膜的开发及应用”研究；参与国
家科技863项目课题“高性能液体
分离膜技术开发”；承担国家科技
863项目课题“复合膜材料及膜组
器的制备和应用关键技术与工程示
范”……

“所谓创新，就是为了解决问
题，创新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
程。民营企业想要活下去，就要解
决在运营销售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这逼着我们要不断革新技术。”陈良
刚说，回过头来看，海南立昇的每一
项技术研发都是围绕“超滤膜”进行
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贴合技术
和市场，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让陈良刚更有感触的是，这些
年来，海南科技创新不断发展，知识
产权保护也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
出于对企业自身的保护，海南立昇
已经成功申请70多项核心专利。

科技含量要高、产品质量要好、
老百姓要用得起,这是陈良刚的行
事经商准则。

海南立昇凭借PVC超滤膜不
仅性能优秀，成本也大幅度降低这
一优势，开始进军市政给水市场。
2006 年，立昇超滤膜从多家世界
知名厂商超滤膜产品中脱颖而出，
被台湾高雄拷潭水厂采用，建成了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膜法处理市政
给水厂。

这一标志性工程的应用，一下
子让立昇超滤膜在国际自来水处
理行业声名鹊起，日本、俄罗斯、
马来西亚以及欧洲等地都有立昇
的足迹：在意大利威尼斯污水处
理厂，海南立昇开创了中国超滤
膜产品进军欧洲大型污水处理项
目的先河；立昇超滤膜设备在日
本已有超过2000座小型自来水厂
运行；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污水
处理厂的应用，再次证明了海南
立昇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实力。

这家从海南起步的科技实业公
司，不仅在海口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超
滤膜生产基地，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开发高性能超滤

膜并达到产业化生产的大型超滤膜及
其组件供应商之一，其产品和服务覆
盖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海南立昇在海口和江苏
苏州分别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深圳
设立了销售基地，不管立昇超滤膜
的盘子做得有多大，陈良刚始终不
忘“发家”的地方：“我对海南岛有着
深厚的感情，这里永远是PVC超滤
膜核心技术基地。”

2012年，海南省开始实施“膜
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采用的就是
立昇超滤膜技术，在全省建造或改
造超滤水厂。不仅如此，在当时受
台风影响的市县，为了保障灾区群
众的饮水安全，海南立昇曾多次捐
建净水站和净水设备，汩汩清泉沁
润乡亲们的心田。

“来海南，我从未后悔过！”采
访中，陈良刚不止一次地吐露心
声，哪怕时光倒回到 30年前那个
登岛的冬天，他依然这样认为：“如
果换一个城市，或许就没有如今的
海南立昇。来海南，是我的选择，
是新生活的开始，海南挂满了我奋
斗的汗水。”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梦想从海南启航
两度辞职，下海结缘超滤膜

革新技术不停歇
得益于海南政策给力和“企业争气”

从“海南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产品服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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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良刚的创业生涯中，他从未
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企业战略布局
如此，核心技术更新亦是如此。

1998 年，陈良刚代表海南企业第
一次在全国科技界崭露头角。在省科
技厅的支持下，海南立昇家用型毛细
管式超滤机荣获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证书，国产超滤膜开始进入普通家庭。

“能参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得
益于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省科
技厅的推荐。”陈良刚心怀感恩，笑着
说，“我们也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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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海南立昇净水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良刚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良刚。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