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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卫企业全员上阵忙生产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杨黛清 方洽旋

石家庄四药：

全力保障药品供应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马彦铭

编者按 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用品是医护人员在

一线抗“疫”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疫情防控的紧缺物资。连日来，全国

各制造企业迅速复产、转产、加班加点投入紧缺物资生产，与此同时，人

工智能、3D 打印等新技术也在生产中得到积极应用，为疫情防控作出

贡献。

普理司科技：

柔性AI自动口罩机下线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张 成

湖南云箭：

3D打印护目镜量产
本报记者 周 雷 刘 麟

鸿都智能

开足马力急产

医用包装材料

2月7日，在浙江省建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加班加点紧张生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该公司以3倍日工资召集员
工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赶制口罩，日产各种口罩26.5万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力量。 宁文武摄（中经视觉）

2月7日，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的首批FDM-1型医用护目镜，通过长沙
市市场监管局备案准入。这是一批运用
3D打印技术研发制造的产品，仅用一周就
实现从零研制到定型生产。2月10日，第
一批500套产品驰援抗“疫”一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高峰期逐步到
来，各地疫情定点医院医用口罩、护目镜、
防护服等物资紧缺。面对严峻形势，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直属的国家重点保军科
研生产型企业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主动
请战，利用自身既有3D打印技术储备，紧
急研制生产医用护目镜，支援疫情前线。

同时间赛跑，向“病毒”宣战。1月31
日晚11时，具体负责项目落地的增材制造
事业部组建起勇士攻关队，杨凯、刘萌、余
里成3名“勇士”放弃休假，进入“不眠不
休”研发设计状态。

2月1日晚9时，第一件3D打印医用
护目镜样品制作完成。为了确保研发生产
的产品满足国家对医疗器械的相关要求，
他们一边学习消化国家标准，一边优化设
计反复验证，“光是两侧穿戴孔位置以及优
化面部曲线，就改进了十几次”。增材制造
事业部总经理杨凯说，经过调整护目镜镜
片大小与安装高度、调节松紧带弹力、实现
护目镜与口罩的配合等一系列调试，近7
天时间，湖南云箭完成产品定型设计，并同
步推进其他相关工作。

“3D打印具有快速应急生产的优势，
在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期，可实现无人化制
造，还能共享数据模型，实现网络协同生
产。”杨凯介绍，公司50余台3D打印设备
正24小时不间断工作，日产护目镜超过
300个，若协同调动3000台网络打印资
源，日产能破万个。

硬核科技支援全国“战疫”！面对市场
口罩荒，广州高新区的广州普理司科技有
限公司争分夺秒，加快科技攻关和技改，仅
用3天就将3C产品质量检测机改造为柔
性AI视觉全自动口罩机。

据悉，这是全国首款利用AI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进行鉴别和操控的视觉数字
全自动口罩机，单机产量可达每分钟120
片，日产口罩超15万片。相比传统口罩
机，这款机器生产更集约、更稳定，占地面
积更小，可满足长时间运行需求，将实现更
大的口罩生产能力。

“得益于该区雄厚的工业制造基础和
强大的科研水平，从2月6日启动技术攻
关项目到2月8日完成，仅用时3天，2月9
日实现试产，2月10日开始量产，充分体
现了广州高新区速度。”普理司科技创始
人、董事长林小博说。

据悉，普理司科技是一家成立于2012
年的人工智能企业，主打产品是机器人视
觉检测设备，业务包括软件研发、产品设计
与制造、营销与售后服务，2019年被认定
为瞪羚企业。

林小博是广州高新区创业创新领军人
才和优秀人才专家，他介绍说，这款“众
智”口罩机是全国首发柔性AI视觉口罩
机，可大大提高口罩的生产效率，实现
120片/分钟，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

超15万片。
“做成这件事情不容易，整个过程得到

广州高新区主要领导和工信局等职能部门
全力支持和上下游产业链通力协作。”林小
博表示，广州高新区各家企业一呼百应、互
相支持，有零件的出零件，有原材料出原材
料。“2月8日凌晨4点多还有企业来给我
送零配件，真的是众志成城。”

据介绍，普理司该款型号的全自动口
罩机的满产月产量可达50台，投入使用后
将大大缓解疫情期间口罩紧缺的情况。该
款全自动口罩机的另一大特点是采用模块
化柔性设计，能避免未来因口罩需求量剧
烈变化导致的产能浪费。

据介绍，由于该设备原本是利用视觉
检测机器改造而成，当口罩的需求量减少
时，又可以改装回原来的视觉检测设备，目
前不少工业领域，如印刷行业、3C行业、手
机行业、RFID物联网领域、太阳能电板行
业、无纺布行业及柔性印刷电路板等行业，
甚至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领域都能得到
应用。

林小博表示，在疫情过去以后，这型设
备可以做涂布机，也可以应用在许多3C类
电子消费产品的生产线上，如各种卷材外
壳、柔性显示屏幕、柔性电路板等的质量检
测。由于不需要重新建造，改造成本也相
对较低，能让企业的生产更加灵活。

口罩、防护服是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紧缺物资。近日，记者走访了广州市
部分口罩、防护服生产企业，他们都在携手
提升产能，没有计算“成本”，更不讲代价，
共同为疫情防控奋战。

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龙头村
的广州中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誉公司），口罩生产线上的工人正在一刻
不停地紧张忙碌着。公司负责生产的经理
张红文介绍，从1月26日开始，他们每天
工作12个小时以上。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很辛苦，
但是能通过这种方式为疫情防控出一份
力，我很自豪。”李阳是生产线的班长，来
自湖南永州。他说，1月 25日在老家接
到了第二天要复工生产口罩的消息后，
顾不上春节休息，马上就买了返回广州
的票。

“尽管成本上升很多，但在疫情面前，
我们没有考虑利润，只希望能尽快添置机
器扩大产能，国家稳定繁荣，企业才能健康
成长。”张红文说，原来口罩仅是公司很小

的一部分业务，目前共有23名员工在岗，
其中生产线共有工人14名。“接下来一段
时间，我们将停掉其他生产线，所有员工全
力以赴生产口罩。”

“接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通知后，我们
马上就筹备开工，目前有150多名员工在
岗。”同样忙于扩大产能的还有位于广州市
白云区人和镇西成工业园的广州市威尼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尼科技）。公
司负责人曹浩权说，公司专业生产防护用
品已经20多年了，获得多项专利，产品以
出口为主，KN95、KN90是他们主要生产
的口罩类型，公司还拥有国际最先进的过
滤检测设备。

曹浩权说，当前公司生产的口罩全部
为KN95，由于这类口罩需要十几道工序
且大多需要人工，所以尽管工人多，但生产
效率并不高，每天生产量10万个。“员工从
1月25日上班到现在，为了多生产一些口
罩，我们24小时不停工，员工以倒班的形
式增加产量。”

对于每日10万个的生产量，曹浩权并

不满意，他现在还在筹备一家新的工厂，目
前已经完成了机器的订购。“如果一切顺
利，新工厂本月底就可投入生产，日生产口
罩量将达到100万个。”曹浩权说。

“我们内部分工以后就忙着去找原材
料，抓设备，没有时间去计算成本，多久才
能回本，这些都顾不上了。”广东康尔公司
董事长王翠红介绍，为紧急驰援前线医护
人员，作为企业，有必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不计成本地为前线输送物资。

据悉，广东康尔是一家主要生产一次
性手术巾包、手术衣的资深企业，经过上级
调研确定具备生产灭菌型防护服的软硬件
条件，1月25日接到上级任务后，王翠红
当晚即组织公司开展生产线人员、原材料、
设备筹备等工作。

“之前，我们没有生产过防护服，除了
流程和手术衣不同，防护服上面还有很多
辅料，筹备了3天，这些材料基本都有着落
了，到第5天服装就出来了，打样、定版、试
产，迅速上线。”目前，该企业生产的防护服
顺利通过了检测，可以运往前线支援医疗

单位。在这期间，省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
视防护服生产工作，在各部门协助下，特事
特办，企业迅速拿到了产品注册证，并解决
了电力不足、原材料不足、人员招聘等问
题，生产线顺利运转起来。

王翠红说，现在，企业正在加班加点
生产，确保防护服供应。“由于临时转产，
工人不太熟练，第一天产量很低，只有
10多件，在逐渐熟练后，以及加班加点
赶制下，现在每天的产能已经提高到
600件左右。”

“光靠我们单干局限性很大，我们想了
个办法，把一些普通工序交给服装厂来做，
需要灭菌的专业工序由我们来完成，这样
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王翠红说，听到区
内企业的需求后，位于均禾街辖内的广州
市格风服饰有限公司立即响应，“企业的老
板很有爱心，不求利润，二话不说马上支援
工人和设备，协助生产”。

王翠红说，有了其他服装企业的支援，
防护服产能将达到每日2000件，尽全力为
前线医护人员提供更多保障。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李永强报
道：连日来，位于山东省平度市的连成金展
包装公司子公司、一家2019年底竣工投产
的企业鸿都智能包装公司，凭借领先的技
术装备优势，正开足马力生产防疫专用医
用包装材料。

“为避免疫情传播，同时考虑原材料
紧张等，目前我们只接受防疫物资包装订
单。正月初六以来不到10天时间，已经
累计生产医用口罩、护目镜、手套、消毒剂
等包装盒120多万个。”公司总经理赵建
国介绍说，为赶制订单，公司在平度市相
关部门支持下，积极克服原材料紧缺和交
通受阻等不利影响。近期企业生产的
120多万个包装盒被紧急运送到相关医
药产品生产企业，支援全国疫情防控
工作。

由于在应对疫情面前业绩突出，公司
近日被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列入防控疫情重
点物资生产企业名录，近期已有多家银行
主动打来电话提供信贷支持。

“作为一家本土消毒制品生
产企业，在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开足马力、加
班加点生产，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和全国人民一道与生命赛跑，打
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近日，北京洗得宝消毒制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会军在生产车间接
受采访时说。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
的北京洗得宝消毒制品有限公
司的车间内，从1月20日以来，
机械设备从未停歇，全体工人从
未休假。截至2月8日，公司已
生产免洗手消毒凝胶、抗抑菌洗
手液、过氧乙酸等消毒制品400
余吨。

疫情就是命令，在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个人防护
与消毒制品在市场上非常急需。
在公司工作20年的崔满春，是平
谷区南独乐河镇人。“疫情发生以
来，我们加班加点，由原来每天工
作8小时到现在每天14小时，大
年三十也没停工，真的很累。但
是大家谁也没有怨言，能为疫情
防控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
很自豪。”崔满春说。

洗得宝公司现有员工40余
人，是专业生产消毒剂、医疗器
械、消毒监测器材的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供应全国28个省份的医

疗机构。公司2009年被国家工
信部授予消杀药品重点调度单
位，2016年被市经信委授予北京
市应急企业单位，是中国卫生监
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
单位。公司曾在防御SARS疫
情、汶川地震灾后防疫、防御甲型
H1N1流感等事件中，出色完成
了生产调度任务。

为了满足当前日益增加的防
控需求，在国家工信部帮助下，洗
得宝公司最新引进一套生产设
备，现在正进行安装调试，预计每
日可增加6吨消毒产品生产。

“尽管我们面临着长期加班、
原材料上涨、产品包装不足等困
难，但是我们身为防控物资生产
战线的一员，必须全力以赴生产
出更多优质的消毒产品。”陈会
军说。

为支持企业在疫情严峻形势
下扩大产能，2月8日，平谷区委
区政府新推出金融服务包政策。
平谷区财政局（金融办）积极协调
中国农业银行平谷支行对接融
资。中国农业银行平谷支行党委
积极响应，员工放弃假期组建专
业团队，开通绿色审查审批通道，
为企业提供了200万元低息小微
企业防控物资生产应急贷款，以
实际行动落实“金融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

洗得宝：

20天产消毒品400余吨
本报记者 李佳霖 通讯员 马程远

连日来，在河北省石家庄高
新区的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的消
毒剂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紧张
忙碌着。

“我和爱人是四药的双职
工，制药救人，多生产一点，大
家就多一分健康的保证，就多一
分战胜疫病的信心，年轻人多付
出点没什么。”韩慧娟是消毒剂
车间的包装班长，还是个准妈
妈。1月25日企业复产开工以
来，她挺着6个月的身孕，每天
都坚守岗位，与其他同事一道加
班生产。

“1月25日，我们接到通知
后，马上重新开启生产线。”石
家庄四药董事长苏学军介绍，企
业的消毒剂产品主要是复合季铵
盐类，用于医疗机构、制药食品
等企业以及家庭的日常消杀
防护。

同时，石家庄四药生产的盐
酸阿比多尔胶囊、盐酸莫西沙星
氯化钠注射液、阿奇霉素、乳酸
左氧氟沙星注射液、碳酸氢钠注

射液、灭菌注射用水等产品，在
此次疫情防控中被12个省份列
入药品储备目录。其中，盐酸莫
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是石家庄四
药新近开发的一种广谱抗菌奎诺
酮类药物，主要用于医院呼吸科
临床急救。

“关键时刻，救人要紧。”石
家庄四药集团董事局主席曲继广
要求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援
武汉，并挤出一部分产品优先捐
赠给救治医院使用。1月27日下
午，包括捐赠的价值200万元盐
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在内的
13万瓶应急药品驰援武汉。盐
酸阿比多尔为广谱抗病毒药物，
能抑制病毒和宿主细胞膜融合。
1月31日，33.6万粒阿比多尔胶
囊再次运往武汉，驰援疫情防控
一线。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四药防
控产品消毒剂及抗病毒、抗菌药
品生产线已全部开启，2300名
员工日夜奋战在防控药品的生产
一线。

自1月25日收到工业和信
息化部正式下达的负压救护车生
产任务以来，上汽大通奋战10
昼夜，终于在2月5日武汉雷神
山医院建成当天，日夜兼程将
30辆负压救护车运送到武汉救
护现场，正式“入列”抗疫救护
一线。

上汽大通接到负压救护车的
生产任务后，当天就启动了生产
计划编排、关键设备物料拉动和
员工召回等各项具体工作，积极
迎接艰巨的生产任务。为完成任
务，上汽大通将负压救护车原本
1 个月的生产周期压缩至 10
天。为此，上汽大通积极联系员
工、客户和物料供应商，逐一解
决员工个人防护、供应商休假停
产及公共交通管制等难点问题，
与时间赛跑、与疫情赛跑，确保
首批负压救护车准时交付。

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龙头，
上汽集团一直在实施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大力推进中国汽车工业
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

汽集团携下属企业捐赠了2200
万元现金和医疗物资，其中包括
20辆负压救护车也将于近日陆
续交付上海市卫健委，急供防疫
医疗救护专用。

负压救护车是本次应对疫情
的重点需求物资之一，主要用于
运送传染性病人群体，最大的特
点就是能实现“负压隔离”，可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人员的交
叉感染，以及病毒对外部环境的
污染，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与普通救护车相比，负压救
护车多了一个专用隔离舱。该隔
离舱主要适用于有毒气体环境下
和疑似或确定为呼吸道传染病员
的隔离运送。隔离舱采用正负压
原理。正压原理可有效防止外部
有毒气体进入舱体，负压原理可
防止舱内污染空气外泄。高效过
滤罐使外部有毒气体或内部污染
气体进行高效过滤，确保过滤后
的气体清洁。风机使用锂电池供
电，可连续使用5小时。此次上
汽大通优先供给重点地区的负压
救护车都配备了专用隔离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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