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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涛

15小时往返不停歇，730公里，从长
沙到安徽，他们与时间赛跑；24 小时连
轴转，没有白天与黑夜，分拣、发货、补
货；12 天，火速完成了从项目审批到整
体验收，建立起能装配 22 条口罩生产
线、口罩设计日产可达 250 万只的洁净
车间……

这一组组数字背后，是恒昌人默默
的坚守，从八方筹措到千里奔袭再到紧
急转产。湖南恒昌医药有限公司，这家
仅成立5年的年轻企业在疫情期间不负
重托，把社会责任和担当放在首位。为
扩大产能保生产，他们昼夜不停的工作，
像一枚枚飞速的子弹，打破了口罩产业
中孤立的状况，打通了口罩供应链，让无
数医务工作者终于有了“生命的铠甲”！

三个多月以来，恒昌制药已累计向
省内外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无偿捐赠126
万只医用口罩。

分秒必争
多渠道调拨口罩送往一线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袭来，广大白衣战士以命相搏，用
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

从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湖
南恒昌医药有限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就
加入到很多的武汉救援群中，了解武汉
医院的需求，及时伸出援手。

面对频频传来的“防疫物资匮乏”呼
救，公司董事长江琎感同身受。作为长
沙医学院毕业的医学生，他深知，若无防
护物资，前线医务工作者就好比在无护
盾铠甲的情况下冲锋陷阵，危险万分！
他在行业内大声疾呼：“医生是我们最后
的防线，他们完了，我们就真的完了！”

口罩面前是生命，口罩背后是责任，
也是恒昌人的使命。作为全国性的B2B
交易平台，恒昌医药应时而动，分秒必
争。利用强大的上下游资源，多方筹措，
在防疫物资的调配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 月 25 日，公司紧急联系上游工业
伙伴，当得知物资是运往武汉驰援一线

时，许多企业二话不说全力配合，以最短
的时间实现跨省市医疗资源的整合、调
配物资。

面对上百家等待发货的下游会员单
位，销售中心总经理一个个电话联系，向
他们道歉，告知他们一线医护人员的危
情。“好消息，客户那边同意了!”原本已
下单的客户们纷纷取消订单，决定为抗
疫事业献上自己的力量。

面对交通封锁与管控，公司连夜发
动湖北当地会员单位参与寄送物资，会
员单位武汉聚荣璟大药房董事长荣波、
武汉泽仁堂大药房总经理张彦等冒着被
感染的极大风险，亲自“人肉搬运”，将一
箱箱口罩交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据统计，从 1 月 22 日开始，恒昌医
药已陆续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
人民医院、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等武
汉各大医院捐赠医用防护（N95）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总计161400只。

千里奔袭
只为打通口罩“生命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随着疫情的告
急，全国大量的防护物资涌入湖北。与
此同时，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发生了：医
院的仓库里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口罩，但
由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真正符合医用
防护标准的N95口罩却微乎其微。

“小小的口罩，关乎使用者的生命和
健康安全。看似简单的工艺，但却内含
大文章。”江琎向我们介绍道：“要生产一
个安全有效的医用防护口罩必须要有
10 多种不同的原材料，然而，这些原材
料及机械部件的产地分布于全国各个省
市，要集中物资、组织生产是一件难上加
难的事情。”

如何打通医用口罩的供应链？这是
疫情防控的关键问题。

1月29日，为解决口罩短缺难题，江
琎联系了上百家企业，最后发现在安徽
桐城有大量的医用防护口罩的生产原
料，在仔细研究了 N95 口罩产业结构
后，他连夜驱车赶往桐城，力争从源头上
解决问题。

来到桐城后，他接连拜访30多家口
罩生产工厂，但由于隔离、管制等问题，
屡屡碰壁。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在几
乎绝望时，他接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
消息——桐城方面终于同意进行协商。

最终，在工信部、湖南、湖北、安徽相
关部门多方支持、协调下，实现了跨省市
资源整合、物资调配。恒昌医药与当地
最大的口罩加工厂达成了合作，桐城方
面将普通防护口罩生产线改制成医用防
护（N95）口罩半成品原料生产线。

这批原料由恒昌医药从桐城紧急运
到长沙，最后再转运给恒昌制药的工业
伙伴——我国最大的医用敷料生产商湖
北奥美医疗，通过奥美医疗检测、灭菌等
工序后制成合格的医用防护（N95）口
罩。

为争分夺秒赶送原材料，恒昌医药
迅速选调精干力量，组成 3 至 4 人一组
的班子，坚持人歇车不歇，轮班开车运送
原材料，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路上，两三天
不眠不休都是常有的事。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马不停蹄的行
驶，帮助湖北打通了原材料供应和生产
线，为缓解湖北医用防护（N95）口罩紧
缺问题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据了解，2月8日湖北企业自产医用
防护（N95）口罩已超 12 万只，其中，就
有 10 万只是由恒昌医药提供半成品原
材料制成的。

临危转产
12天转产“变身”口罩厂

疫情不退，“铠甲”不断。
作为最靠近湖北的省份之一，湖南

省的疫情也同样严峻。然而原定由湖北
奥美医疗加工成品的 N95 医用口罩中
1/4 供给湖南，却因湖北的需求陡增而
无法实现。

如何保障湖南 N95口罩的供应？2
月 1 日，湖南省药监局局长李赤群主动
找到江琎，探讨如何以政府采购方式为
湖南省保障供应 N95口罩。最终，通过
不断的商议和沟通，湖南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谢建辉确定方案：湖南恒昌负责
解决 N95口罩半成品原料问题，委托湖
南当地企业进行成品加工。

2月3日，江琎再次赴桐城寻找原材
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为湖南争取到
每天3-5万个医用防护（N95）口罩半成
品原料的稳定供应。同时，他还承诺：将
不计利益，无偿向湖南省政府捐赠一个
月产量的医用防护（N95）口罩，支持湖
南一线医护人员的抗疫工作。

原料解决后，2 月 10 日湖南终于第
一次供应上自主生产的医用防护（N95）
口罩，为湖南一线医护人员解决了燃眉
之急。

然而，刚解决完原材料和生产等问
题，随着产能需求量不断激增、委托生产
商产能难以提升等一系列难题又接踵而
至。经过深思熟虑，恒昌医药决定不计
利益转产救急。

在湖南省、长沙市等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短短 12 天内，恒昌人用不可
思议的速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多生产
一个口罩，抗疫一线就少一分风险。”火
速完成了从项目审批到整体验收，建立
起能装配22条口罩生产线、口罩设计日
产可达 250 万只的洁净车间，全力保障
湖南医用防护（N95）口罩、医用外科口
罩、一次性口罩的供应。

目前，恒昌医药日产口罩最高已达
110 万只，有效缓解了湖南医用口罩的
供需矛盾。从 3月 11日起，在国内防控
形势向好、国外的疫情仍然严峻的情况
下，恒昌将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保证质量，
陆续将口罩出口到俄罗斯、加拿大等多
个国家，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
有力支持。

“被需要”是对恒昌医药奋斗精神的
形象概括和总结，也是恒昌人存在的最
大价值。在此次抗疫大考中，恒昌医药
将企业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发挥到了
极致，以初心践行着“让 14 亿中国人不
为健康产品多花1分钱”的伟大使命。

柏 润

“危”中觅“机”，迎难而上。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湖南明康中
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牢记民
族企业使命、勇担社会责任，坚持
科研创新和扩大生产并举，充分发
挥呼吸机产品和服务优势，全力以
赴做好医疗设备供应保障，为疫情
防控“添砖”，为疫情救治“加瓦”，
在疫情考验中不断成长。

担使命，为健康中国创新；筑
梦想，为民生福祉护航。慎终如始
敢为先，大疫当前显担当，明康中
锦一直在路上。

战疫情——

仁心仁义勇担当

疫情是命令十万火急，防控是
责任刻不容缓。疫情发生后，明康
中锦作为国内少数可以生产高流
量无创呼吸湿化治疗仪和医用无
创呼吸机的企业，第一时间作出响
应，一方面保供应、提服务，安排工
程师团队携呼吸机设备驰援武汉；
一方面践使命、显担当，向多家医
院捐赠超过千万余元的治疗设备。

国有难，召必应。疫情发生
后，公司订单激增，大量的呼吸机
需要工程师到医院现场安装。彼
时已进入放假阶段，明康中锦紧急
从各地调集 4 名工程师，在明康中
锦常务副总经理丁锦的带领下奔
赴武汉。

“我们刚刚把 300 台设备安装
完毕，现在‘躲’在武昌一家宾馆
里。”农历大年初二的傍晚，丁锦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从过年开始他就
驻扎在武汉，帮助各大医院安装呼
吸机设备，并进行设备使用的培
训。

“一旦有需要，我们保证设备
按时到位。”这是明康中锦抗疫一
线工程师团队的承诺。5000 多台
呼吸机设备通过他们安装在武汉
各大医院，为新冠肺炎病人带去希
望，他们是疫情一线的见证者，也
是疫情防控的建设者。

与国家同舟、与人民共济。明
康中锦作为抗疫主力，在供应近
8000 台设备的基础上，还向国内
外 医 疗 机 构 捐 赠 了 123 台 价 值
1085万元的呼吸医疗设备。其中，
向湖南中医药大学以及附属医院
无偿捐赠价值 300 万的医用无创
呼吸机和高流量无创呼吸湿化治
疗仪，共计 40 套；通过湖南省红十
字会，向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省内
12 家医院捐赠无创呼吸机 60 台、
高流量无创呼吸湿化治疗仪 20
台，总价值620万元。

在大“疫”面前用实际行动践
行“济世”情怀，明康中锦充分贯彻
民族企业的脊梁精神，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为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提
供了有力支撑。

稳发展——

防疫复产双推进

“量体温，戴口罩，厂区全面消
毒，吃饭各自分餐……”疫情发生
后，位于长沙高新区的明康中锦在
农历大年初三紧急复工，在政府、
园区的协调下，快速解决资金周转
问题，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加快“救
命机”生产速度，实现了生产、防疫
两手抓两不误。

明康中锦可同时生产高流量
无创呼吸湿化治疗仪和医用无创
呼吸机，这两类装备都可为新冠肺
炎患者提供呼吸支持，正是抗疫所
急需。而抢抓生产的关键时刻，零
配件供应却出现了短缺。以高流
量无创呼吸湿化治疗仪为例，这款
产品需要 120 多种零配件，其中约
50%的供应商在深圳、东莞等地，
但受疫情影响，许多供应商企业未
能复工。

跨省协调一盘棋，复工复产强
联动。一面是疫情一线急需的治
疗设备，一面是疫情后方停工的零
配件，明康中锦面临着极大的挑
战。明康中锦董事会秘书徐勤鹏
临危受命，带着 7 个人驻扎在深圳
协调零配件生产，在各个供应商企
业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沟通、协
调。2 月 15 日，在多方支持下，零
配件供应商全部复工，供应链的打
通让公司的产能全面复工。

明康中锦公司董事长戴征表
示，在国家工信部、发改委，湖南
省、广东省各级政府的推动下，群
策群力打通供应链问题，公司开足
马力生产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及
时有力地支持一线医护工作人员
抗击新型肺炎。疫情期间，5000
余台斯百瑞高性能医用无创呼吸
机、高流量无创呼吸湿化治疗仪进
入火神山、雷神山、金银潭医院、协
和医院、同济医院、中南医院等多
家重点救治单位，用于重症、危重
症患者的救治。

截至目前，公司有2条生产线，
产能由原来日产80台/天扩大到最
多可达 200 台/天。今年 1 至 2 月
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倍。

赋新能——

改革创新势如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明康中

锦被列入工信部重要医疗物资生
产企业名单，并收到来自中央指导
组、国务院、国家卫建委、省政府发
来的感谢信。作为国产呼吸机品
牌的头部企业，此次明康中锦的优
异表现，离不开其一手抓研发创
新，一手抓企业管理的坚持。

创新驱动市场，品质缔造未
来。明康中锦坚持自主创新，持续
多年高强度研发投入，突破了多项
核心技术壁垒，拥有 245 项国家专
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 70%，
先后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
范企业、工信部工业企业知识产权
运用试点企业、湖南省保护创新示
范企业、湖南省小巨人企业等荣
誉。明康中锦在专利预警分析、专
利竞争态势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无
创呼吸湿化治疗仪、无创呼吸机等
核心产品，着重培育了一批高价值
专利组合包，为公司国内外市场的
开拓和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加强企业管理，打造知名品
牌。明康中锦不断提高质量管理
和客户服务水平，借助专业学术推
广以及基于物联网的客户服务体
系，树立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
品牌影响力。承担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
专项——“智能化经鼻高流量湿化
氧疗装备研发”在内的数十项国家
和省部级重点科研课题，组建了湖
南省智能呼吸诊疗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发了国内首个远程呼
吸健康云服务平台和呼吸大数据
中心。

推进产业链协同，实现集群发
展效应。明康中锦围绕呼吸诊疗
装备领域，延伸产业链，加强产品
生产与服务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
加强产业内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
成产业集群效应；打破进口产品垄
断，有效降低医疗费用，成功研发
医用、家用系列11款无创呼吸机产
品，核心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建立中国无创呼吸机标准。

大道如砥，明康中锦发展势如
虹。作为国产无创呼吸机品牌的
中坚力量，明康中锦以智慧和创新
的力量领跑行业，其精湛的治疗设
备和服务，更是传递着中国力量和
信心。

勠力同心
铸就“生命的铠甲”

——共抗疫情·湘企先锋系列报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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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恒昌医药有限

公司董事长 江王进

恒昌医药口罩

生产线工人正在洁

净车间内工作。

第二十九批口罩

捐赠完成，88.5 万只

捐赠目标达成。

明康中锦自主

研发生产的无创呼

吸机进入雷神山医

院。

生产线的工

人们正加班加点。

公 司 向 中 国

红 十 字 会 捐 赠 斯

百 瑞 高 性 能 无 创

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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