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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相
关医用物资瞬间紧张，口罩、防护服、
药品纷纷告急。疫情就是命令，广大
民营企业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工
人三班倒，机器不停歇，开足马力生产
抗疫物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江苏红
豆集团利用自身服装生产能力迅速
转产医用防护服，两个多月时间，几
十万套防护服送上抗疫一线，让医护
人员无后顾之忧；日照三奇公司累计
支援我国相关地区口罩 9400 余万

只、防护服 80 余万套；九州通旗下九
信中药湖北煎药中心全天候 24 小时
连轴运转，保障每天几万份的中药汤
剂供应……为了确保应急抗疫物资
的生产，一些民营企业不惜停掉或推
迟其它订单，全力转产保供应。正是
广大民营企业的不懈努力和默默付
出，实现了我国抗疫物资供给在短时
间内从严重短缺到库存充足、满足需
求的转变，为夺取抗疫阶段性胜利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抗疫物资生产过程中，不少民

营企业家与员工放弃休息，忘我工作，
克服原材料价格上涨、运输中断等诸
多困难，展现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
可贵品质。红豆集团不少员工吃泡
面，啃面包，每天深夜一两点休息；日
照三奇公司董事长王常申连续一个多
月每天只睡 4 个多小时，挂着输液瓶
坚持工作。正是这种不惧艰险奋勇向
前的坚韧精神让民营企业迸发出强大
的物资生产能力，也给我们留下了可
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不少国家在抗疫过程中仍然面临
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
服、呼吸机等产品紧缺的困难。广大
民营企业一方面仍要以时不我待的担
当意识组织好抗疫物资生产，保障市
场供应，这是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
维护地区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应有
之义；另一方面也要在产品出口时满
足相关的资质证书，确保产品达到进
口国的相关技术与质量要求，打消国
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为全球
战疫贡献力量。

4月8日，红豆集团旗下无锡红
豆运动装公司获批“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生产许可证和《二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红豆集团主动担起责任，“火
线”转产，生产抗击疫情所需要的防
护服、隔离衣、口罩。集团党委更是
带领集团各级党组织和各部门党员干
部顶到防控一线，扛起民企担当，践
行初心使命。

分秒必争突击转产

1月26日，红豆集团党委召开疫
情防控会议，随后，集团成立疫情应急
领导小组，紧急生产医疗物资，支援抗
疫前线。为积极响应国家应对疫情防
控所需，缓解部分医疗器械产品的供
给紧缺压力。

疫情就是命令，防护就是责任。
仅仅2天时间，红豆集团党员突击队
就完成了西服生产线向防护服生产
线、运动装生产线向隔离衣生产线的
改造。2月17日，第一批20万件一次
性医用隔离衣顺利完成，无论是质量
还是交货时间，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认可。

2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
将22万件支援武汉医护人员“战衣”
的制造任务交给红豆集团，其中3.8
万件必须24小时之内完成，红豆集团
坚定不移地接下重任，争分夺秒、保质
保量，按时完成任务。

2月11日，红豆集团开始转产日
常防护型口罩。目前，红豆集团共有
15条口罩生产线，日产一次性普通口
罩200万只，加上现在投产的一次性
医用口罩、KN95口罩，红豆集团口罩
日产量达300万只。

“为党为国为人民，红豆要争分夺
秒。”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周海江多次表示，从首件民用防护服
下线到日产1000件再到日产1万件、
3万件，公司在原有1个生产车间的基
础上，启动多个生产车间，连夜发布

“返工召集令”，顶着防护服面料紧缺、
暂缓各车间原有生产计划、物流速度
慢等各项压力，保质保量，圆满完成了
国家调拨65万件隔离衣订单任务。3

月24日，红豆集团下属的红豆运动装
公司收到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的感
谢信。红豆集团用实际行动支援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展现了新时代民营
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危难时刻见党性显担当。疫情期
间，红豆集团党员志愿服务队和党员
突击队主动请缨，下沉到最辛苦、最劳
累、最危险的车间、宿舍、物业、门店中
去，争当疫情中的“战斗员”“宣传员”
和“服务员”，筑牢群防群治防线。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党
员。越是困难的时候，我越应该冲在
第一线！”红豆物业秩序维护科党员陈
秋峰主动请缨不回老家过年，奋战在
抗疫一线。

“防护服是送到抗疫一线的，现在
本地熟练工人肯定不好找。我有经
验，这个班不能少了我！”防护服车间
人员紧缺，红豆运动装工厂党员尚庆
军带着数十名本地党员职工主动要求
支援。以岗为家，尚庆军每天工作12
小时，经常只能吃泡面，啃面包，每天
深夜一两点休息是常态。“压力再大，

我们都要扛着，党员必须冲在第一
线。”尚庆军说。

“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理应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作为，
当好表率。”每天，周海江对集团防疫
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及时查漏补缺调
整策略，晚上到一线生产车间指导工
作，带领全体党员坚守阵地。

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为
进一步激发党员责任与担当，红豆集
团党委正进一步开展争创“战‘疫’红
色堡垒”、争当“战‘疫’红色先锋”主题
活动，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努力奋斗。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民营企业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企
业家使命在肩、责无旁贷。为了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周海江牵头，联
合苏宁控股集团、亨通集团、盛虹集
团、法尔胜集团、扬子江药业集团、丰
山集团、共创人造草坪公司、江苏君乐
宝乳业、恒瑞医药、康缘集团等江苏省
委组织部重点联系的30家民营企业
党组织书记，发出《齐心战“疫”，我们
责无旁贷——致全省民企党组织和企
业家的倡议书》，倡议全省民营企业党

组织和企业家积极行动、担当作为，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战“疫”打
响后，红豆集团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
来，积极开展捐款、捐物等爱心活动。

1月30日，周海江以个人名义向
党组织缴纳1000万元特殊党费，用于
疫情防控工作。截至2月29日，红豆
集团的1235名党员自愿捐款总金额
达204030.6元。疫情期间，红豆旗下
千里马、赤兔马等品牌就近为支援火
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项目建设，以及
运送病患、医护人员、医院物资的救援
运输车辆提供免费轮胎保障服务；红
豆股份、红豆居家、红豆家纺等多批次
向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捐赠保障服装。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已经取得阶
段性胜利，但是境外疫情防控形势更
加严峻。3月28日，红豆集团向柬埔
寨捐赠100万只口罩，助力柬埔寨抗
击疫情、加深中柬友谊。同时，红豆还
在向更多的海外合作伙伴提供防疫物
资援助。截至4月13日，红豆集团已
累计接到海外口罩订单超1亿只，包
括新加坡、芬兰、德国、马来西亚、意大
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
国家。集团正积极增产口罩，助力全
球抗疫。

3月以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于平
稳，但意大利、美国等地疫情不断蔓延。
对国外支援铭记在心的复星国际有限公
司，毫不迟疑向海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支援。复星抗疫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开始
调集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医疗资源，支援
全球抗疫。

3月1日，复星紧急调拨3.6万件防
护物资发往日本，支援日本抗击疫情。
此外，复星还通过合作伙伴，以最快速度
将当地所需医疗物资送往韩国。同时，
复星也通过在欧洲的 Club Med、
PAREF等旗下企业紧急调配医疗资源，
支援意大利米兰等地的疫情防控。截至
3月底，复星已完成4批总计7.7万件医
疗物资支援意大利米兰地区。3月 26
日，意大利撒丁岛的乔瓦尼医生收到复
星方面紧急驰援的口罩后，用意大利文
写道：“友谊和爱没有边界，非常感谢您
所做的一切！”

据了解，复星全球抗疫战时指挥部下
设24个区域抗疫工作组，其中海外区域
抗疫工作组有14个。这些工作组不仅承
担保护复星当地员工、客户的责任，同时
还肩负全球医疗物资调配的职责。支援
海外抗疫过程中，海外团队、海外区域办
公室负责摸排当地实际情况，统一向总部
提出需求，国内团队则根据需求在包括中

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寻找、调配有效医疗防
护物资货源，且要符合需求国出口资质。
正是这种无时差联动、精准匹配的物资调
配模式，保证了复星海外驰援的高质量和
高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由复星长征公
司牵头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已通过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并通过
了欧盟CE认证，该检测试剂以销售或捐
赠形式已支援到韩国、葡萄牙、匈牙利、
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时，复星医
药联手全球领先mRNA疗法企业Bi-
oNtech在中国启动新冠疫苗战略合作，
BioNtech已宣布最快将在4月下旬启
动全球临床试验；复星积极探索了治疗
药物的研发，抗病毒药物的开发也将纳
入业务发展战略中。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表
示，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进一步升级，作为
一家植根于中国的全球化企业，复星将尽
最大能力支援全球抗疫，把急需的防护物
资和医疗产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有
需要的国家和人民。他认为，现在面对全
球疫情的蔓延，各国在疫情防控、物资供
应和科研等方面迫切需要开展全面紧密
合作。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只
有全球携手合作，才能消灭病毒，阻断疫
病流行。

九州通集团是我国医药流通领域的
龙头企业之一，总部位于武汉。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公司董事长刘宝林第一时间
提出“保障供应、保证不涨价、保服务、保
质量”。

作为防疫指挥部指定的供应商，九州
通一方面发动员工联系生产厂商采购，一
方面协助各医疗机构配送。“最紧张的那
几天，每天都是深夜一两点才下班，饿了
就吃方便面，很多基层员工真是了不起，
给医院、方舱送药都是抢着去。”九州通集
团董秘办主任刘志峰说。

大量临床实践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
新冠肺炎是有效的，尤其是中药在预防和
治疗轻症患者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抗
疫过程中，九州通集团旗下九信中药全力
调动公司中医药与诊疗服务的相关资源，
践行九州通集团向社会的“四保”承诺，克
服困难，为湖北抗疫提供质量可靠的中药
产品。

1月23日，湖北省对外发布两个中
药预防方。“市场上中药需求开始激
增。”九信中药集团总经理朱志国回忆：

“最开始几天非常紧张，常备药材有一定
库存，但有些药材库存只够一两天，那
时发动了所有采购员在全国各地加紧采
购。”疫情期间，九信中药累计采购中药

材品种255个，采购728批次，采购量
达1600余吨。

为保障中药汤剂需求，位于武汉的
九信中药湖北煎药中心24小时连轴运
转，机器每天只休息2个小时，每天供
应几万份中药汤剂。朱志国说，九信中
药一线员工两班倒，白班从早上7时到
下午6时，夜班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
晨5时。

在煎药现场，九信中药制定了规范的
步骤和操作规程，对关键质量控制点严格
监控。“我们是专方、专人与专线管理。”朱
志国说，每个药方设置一个单独的配料
间，在配料间里工作人员会复核每个配方
的药材品名与数量，防止出现误差，必须
货真价实，并有实物九宫格留样复核。在
煎药机上，每条线也都单独煎药，避免出
现方子之间乱窜的情况。每条生产线还
用颜色标识区分不同产品的流水线；并在
现场设置专人来回巡检，培训人员，防止
差错和混淆。

就这样，九信中药严格按照规定的方
剂，审方、调配、煎煮、灌装，精心熬制近
200万份中药汤剂，提供给一线医护人
员、方舱医院、社区隔离点及广大市民服
用，对于治疗新冠肺炎病人、预防病毒感
染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型出片、超声波焊接、产品包装
……在山东日照市三奇医卫用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源源
不断地为医护人员提供“抗疫铠甲”。这
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在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一战成名”，短时间
内产量翻了几番，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
作用。

1月22日，三奇公司原本放假过春
节，却突然接到特殊订单：自1月23日，
每日提供100万只外科防护口罩、5万只
医用防护口罩、5000套一次性防护服供
应湖北地区，这超过三奇平时产能的一
倍多。

为保证重点防疫物资供应，三奇立
即取消春节休假，工人们提前复工复产，
加班加点生产。2月3日至2月7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六部门协同组
成联合工作小组赴日照市，国家、省、市
三级联动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协调解决
贷款支持、后续环保处理等问题，及时释
放了三奇公司每日3万只的KN95口罩
产能。截至目前，三奇共支援我国相关
地区口罩9400余万只、防护服80余万
套。与此同时，按照有关部门要求，企业
还积极支援海外国家，为国外疫情防控
提供有力的物资支援。

疫情就是命令，接到国家调拨指令
后，三奇医卫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常
申从位于越南的工厂紧急赶回，全力

“督战”。抗疫期间，王常申每天很少休
息，两部手机左右开弓，有时一天要接
打上千个电话。连续一个多月的“连轴
转”，王常申逐渐有点吃不消，先后两次
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直到那时，他身边
的工作人员才知道王常申的心脏已经
搭了4个支架。后来，挂着输液瓶坚持
工作成了王常申的常态。

王常申说：“新冠肺炎疫情让口罩成
了‘抢手货’，我们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
从车间拿到工厂门口，一只就能赚6元。
在这样高利润的诱惑之下，三奇没有一个
员工拿着自己生产的口罩到市场上倒
卖。为了保供，企业还主动停掉了几乎所
有的市场订单，损失3000多万元。战时
状态，要无条件地响应国家号召，容不得
半点私利。”

3月29日，日照国家级医疗器械应
急产业园三奇项目开工。化危为机、顺势
而为，依托口罩产能位居全国单项冠军的
日照三奇公司，积极谋划建设国家级医疗
器械（防护用品）应急产业园，龙头项目三
奇微纳米新型防护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已
经进入实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