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京忠生于共和国六十年代
初期的北京空军总医院，童年与学
生时代是在父亲供职的北空军区
部队大院度过的。他在北京阜外
二小，北京 154 中学完成了小学、
初高中义务教育，在怀着高考落榜
后的失意中踏入军营这所绿色大
学，接受了五年部队的正规化训练
与战斗洗礼。

王京忠 1979 年至 1984 年在北
京军区某部五年军旅生涯中，四
次荣立三等功，十余次荣获军、
师、团嘉奖。他曾获评连队的标
兵，机关的先进，部队的典型，破
格提拔为代理新闻干事，负责宣
传报道工作。退役返京后又被北
京市政府评为“军队地方两用人
才先进个人”。

王京忠 1984 年底被新华社干
部局免考破格录用至今 37 载。他
先后担任新华社高级经济职称评
审会评委、新华社高级经济师、半
月谈杂志社总经理、半月谈文化传
媒中心董事长，半月谈新媒体科技
公司法人、董事长。2015年 6月 26
日创办《京忠智库》出任创会主席
兼理事长，同时发起成立《精忠智
库领袖联盟》担任首任轮值主席。

王京忠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北京大学后 EMBA 研习进修，
在清华大学县域经济政府领导班、

国学班、总裁班担任班长，考取澳
门国际公开大学MBA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目前在读法学博士。

王京忠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
托新华社主办的“中华第一刊”《半
月谈》深耕 37 年，创新下多个新闻
界的第一，历任三届杂志社党委委
员、四任党支部书记，多次获评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为《半月
谈》1992 年创下期发行量 723 万份
（月发行量近 1500 万份）的亚洲最
高纪录、为“中华第一刊”做出特殊
贡献，获得了新华社分配一套新房
的特别奖励。

王京忠一直热心于慈善公益
活动的策划，曾五次获得“中国诸
葛亮策划金奖”。荣获“中国爱心
大使”“中国公益事业形象大使”

“最佳传媒策划家奖”“中国策划业
十大新坐标人物”、“中国十大最具
影响力策划专家”；2019 年荣获

“共和国 70 年华诞 70 位最具影响
力人物奖”“2020 年全球华人影响
力 抗 疫 榜 样 人 物 特 殊 贡 献 奖 ”

“2021 全球华人影响力媒体策划
奖”，在首届海南国际消博会上荣
获中国消费经济人物盛典“卓越贡
献人物奖”，以及获得 2019 年度纪
孔大典中的最高荣誉奖：“孔子奖
章 .文化奖”等荣誉称号。

王京忠历任：中宣部、新华社

等部委联合设立的“全国思想政治
工作创新奖”评选办主任，国务院
扶贫办、中国扶贫基金会、新华社
等部委联合设立的“全国十大扶贫
状元”评选办主任，团中央、教育部
等部委联合设立的“全国中学生奖
学金”评选办主任。

王京忠目前兼任：
中国经济报道总编辑；
北京各省市驻京机构商务协

会执行会长；
国资委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智

慧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院榜样委

员会监事长；
中国儒学文化促进会监事长；
北京钟南山创新公益基金会

副会长与“钟南山创新奖”大赛评
委会主席；

中国投资协会常务理事、高新
技术投资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

智慧中医分会副会长；
中国中药协会传媒委员会主任；
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区块

链中心首席顾问；
中国策划管理指导委员会执

行主席；
中国策划学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国智库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美国巴拿马万国太平洋国际

博览会中国评委会副主席兼评委；
中科院司管局直属中科创新

发展研究院与一带一路国际科学
组织联盟等机构共同组建的“国际
院士科学家综合保障中心”理事会
常务理事长；

中道共赢联合发起创始人；
中国紫光阁艺术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
国家文物网总策划；
毛泽东金像全国巡展组委会

总指挥；
同时担纲央视系列纪录片《又

见丝路》《中国百镇》《我与冰川的
故事》《大国院士》与《最中国·法制
守护青春》《最中国·又见炊烟》等
纪录片总策划，以及在《传奇·春天
领》、《开国将帅授勋 1955》、《狼牙
山五壮士》《老子传奇》等 20 多部
影视剧担纲总策划；

王京忠还活跃在国际国内的
各种峰会、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不仅担纲策划，还是一位金牌
主持人，仅 2018 年一年内担纲策
划并亲自主持的国内外峰会多达
186场〈次〉，据粗略统计近 10年以
来已主持千场以上的新闻发布会。

王京忠的策划特色是润物细
无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在策划界
传播着他的一句精典概论：策划就
是大树与火柴的关系，一棵大树可
以制造出数亿万根火柴，而一根小
火柴，瞬间可以毁灭一片森林。因
此，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行业协
会、上市公司及央企、国企、民企以
及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近百家机
构纷纷礼聘王京忠担纲总顾问与
总策划等荣誉职位。

王京忠在新闻出版界也是一
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他担
纲总编辑的《廉政行为建设与预
防职务犯罪》上中下三卷成为公
检法系统干部的必读书目。他担
任主编、副主编或参与策划的各
类题材的图书、报刊近百种，另外
还兼任《中国投资》《商业文化》等
30 余家报刊社、电视台、主流网媒
总顾问、总策划等职位。

创意英才王京忠的智慧人生
■ 特约记者 杨代宗

2021年 7月 20日，青岛海上百米喷泉首创
者苏正杰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喷泉装置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这是目前国内海上喷泉唯
一获批的专利。此外，苏正杰还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申请了海上喷泉及海上喷泉用喷头两项发
明专利，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1997年12月18日，在青岛市政府中轴线五
四广场浮山湾离岸 168 米处，由正杰公司首创
的海上百米大喷泉成功喷涌。喷高 108 米、喷
口 9厘米，在海上建喷泉，不占陆地面积、不耗
淡水资源、能抵御台风巨浪、可四季喷水。被誉
为五四广场的点睛之笔，为青岛从夏季旅游城
市向四季旅游转型独辟蹊径。

不过，由于设备维护等多种原因，青岛浮山
湾海上喷泉已经停喷多年，只剩一个底座凸起
在海面上。去年 9月，苏正杰曾公开表示，愿意
自筹资金修复浮山湾海上百米喷泉景观，使其
在今年年内复喷。

据了解，苏正杰目前正在修改完善《青岛海
上百米喷泉升级复喷及经营管理计划书》，明确
海上喷泉升级复喷的技术方案和运营方案，并
将于近期提交给青岛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评
估论证。

青岛海上百米喷泉首创者
苏正杰获得设计专利

■ 王京忠

外观证书外观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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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伴随着历史前进
的脚步，北京东方真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已走过了 17 年的光辉历程。勤劳的员工
联手一起打造出“东方真谛”优质品牌。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在这特殊时期，东方真谛公司经过多方努
力，有幸把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成功转化
成抗击疫情的产品，在我们和科研单位的
不懈努力下，公司推出了蓝色海湾季胺盐
清洁消毒剂。我们本着用最安全的消毒制
剂大范围净化病毒传播环境的理念，给人
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公共环境，这还可以大
量节省国家支出，减少人员伤亡！在人类
灾难当头之际，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有所
担当，尽我所能。

蓝色海湾季铵盐消毒液是无毒无味无
刺激、能够保护身体不受伤害、保护呼吸道
不受感染的空间防疫产品，被上海奉贤区
指定为防疫物资。经100倍稀释后，喷雾于
空气或物件表面，季铵盐能充分发挥杀菌
抗菌抑菌作用，杀菌率高达 99.9%，适用于
家庭、菜市场、公共交通、医院、工厂、商务
楼等公共区域，有人情况也可使用。可对
沉降病毒细菌进行杀灭，减少人体接触传
染机会。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方舱
医院和湖北十堰市人民医院 ，都在使用，被
证明效果良好。

空间防疫是一种防疫方法，而DC-I是
基于此方法而研制和改型的产品，使用低

刺激性低腐蚀性、相对温和的消毒剂，在有
人的环境可以有效杀灭细菌，并对人体黏
膜无刺激，实行空气喷雾，可消除漂浮病毒
细菌空间传播，减少人被感染的几率。

雾化的蓝色海湾季铵盐制剂雾化粒可
以有效地阻止病毒在空气中的传播。去年
的 1月 22日，根据病毒的电镜扫描图片，科
研人员提出，病毒在空气中会漂浮，从而导
致呼吸道传染。需要一种能够对病毒脂包
膜具有摧毁性对病毒绒毛侵润的制剂性质
消毒剂，从而实现空间防疫……。

疫情发生一年后，钟南山院士提出了环
境传染概念，对环境传染的防治就需要空间
防疫。空间防疫属于公共卫生领域防疫。
术业有专攻，从理论的角度上说，平衡人的
生存环境，提供人能生存而新冠不能生存的
环境空间是最佳手段。

据查，病毒细菌在纸壳箱上能存活 24
小时，在不锈钢和塑料制品上能存活 2-3
天。因此千万不要用手开完门后摸脸，抠
鼻子。据实验，杀灭病毒效果取决于季铵
盐的类型及对病毒生存环境的改变。无毒
无刺激是为了保护人，高效杀灭率是为了
干掉细菌病毒粒子外包着的脂肪膜，从而
达到杀菌要求，这对亲酯病毒特别有效。
蓝色海湾季铵盐消毒剂制剂，用果酸钠促
进对病毒及细胞表面的溶解，可杀灭细菌
繁殖体和亲酯病毒。

在破解病毒时，第一要素不是破坏病
毒RNA，而溶解其蛋白质。由于目前病毒
特征，首选碱性及溶脂性盐类特性材料或

适配特定无刺激性消毒剂的碱性材料（酸
性材料有和酯胞膜硬酯化演变倾向，造成
胞膜硬化，不利于温和消毒剂对病毒RNA
的破链（肽链）），用来破坏病毒表面的蛋白
质，使之不具备活性即可达到目标。

季铵盐消毒液的研发者化学专家张元季
曾经是国际卫生行业协会最早认定的咨询委
员，提醒大家注意，专业消杀与空间防范（防
疫）的区别：

1、专业消杀的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达
到对细菌及病毒灭除，除了讲究灭活率高
还要讲究灭活速度，而消杀后需有后续处
理方案，如中和手段、残体处理、收集、通
风，空气循环过滤洁净实施等。

2、人类活动场所灭菌消杀目的，是以
保障人的正常活动空间，抗菌抑菌及阻止
病毒传播为基础的。因此其讲究的是杀菌
有效、低毒、低腐蚀，最好不用过后处理。

以我个人多年的理解，过渡消杀是指将
医务专业消杀的手段多频次的用于日常活
动空间。由上述对比我们不难理解，不科学
的消杀行为可能导致对人的呼吸道刺激产
生炎症，这就给病毒的感染提供了更大的便
利。因此，我建议大家不要选用破坏正常空
间环境的产品对环境进行过度消杀。

鉴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比2003年的
SARS传染力更强，所以建议大家做好防疫。
防止病毒扩散和被感染是第一步，建议在有
人的房间室内定时喷一些蓝色海湾季铵盐消
毒剂制剂对空气做常规处理。另外，还可以
将衣物内外翻面卷起，喷一些蓝色海湾季铵

盐消毒剂制剂。用消毒或抗抑菌洗手液或肥
皂热水清洗手、鼻孔和裸漏在外的皮肤。

据说现在的变异病毒也开始“穿马甲”
了（进化出了防护层），新冠病毒变异疫情还
在世界各地蔓延，英国非营利组织“药品可
及性基金会”日前发布调查报告预警说，现
在全球公共卫生资源都倾注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上，对其它威胁性高的病原体却毫无
准备，其中特别点名曾在印度等地爆发感染
的尼帕病毒（Nipah），致死率高达 40%到
75%，而且现在无药可医。祸不单行，美国疾
病中心CDC的科学家预警，一种叫做“耳念
珠菌”的真菌，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大流
行的致命疾病，而且它的死亡率高达30%到
60%；同时，它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所以被

称为超级细菌。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据
《印度斯坦时报》和CNN等媒体报导，去年
底，在非洲刚果一个偏远的小镇，一名当地
女性出现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症状，包括高
烧腹泻等，但是病原体检测发现，她感染的
并不是埃博拉等已知的疾病……所以空间
防范（防疫）特别重要。

我们东方真谛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
秉承“务实、守信”的经营信条，历经 17载风
雨春秋。昔日艰辛创业如弹指一挥，今朝
继往开来风采依旧，我们向着更远大的目
标破浪前进；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明天将更
美好，人类一定会用自己的智慧战胜病毒，
拥有一个安全祥和的世界。期盼与各界友
人精诚合作，共创伟业蓝图！

季铵盐清洁消毒剂
国家空间防疫消毒类物资

一桶可以喷洒8万多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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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海湾季胺盐消毒剂 助力空间防疫抗疫
东方真谛公司董事长李小芹防疫经验谈

■ 特约记者 李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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