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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不夜的冬天换来山河无恙的春天
这个不眠不夜的冬天要从 1月 25日

说起。
此时，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之时，

医用防控物资需求量将在短时间内激增。
位于湘潭高新区的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辉敏锐意识到：增强
本市生产能力，迫在眉睫！

这一刻开始，她向湘潭市市场监管局
提出转产的思路：利用现有工人与设备，
生产医用防护服并着手开始产品研发和
前期生产准备。随后，省市场监管局派驻
湘潭专家组来到企业，全程帮助企业抓紧
开展医用防护服生产注册和生产指导。

2 月 3 日上午，湖南永霏正式获得一
次性医用防护服生产许可，成为全省首家

拥有这一资质的企业。
“疫情防控期间，医用防护服是国内

最为紧缺的防疫物资。湖南永霏自觉肩
上责任重千斤，一定要在保证产品质量和
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增产增量。”
李文辉说。

从危难之时的挺身而出到“获准生
产”，这中间仅用不到 10 天，湖南永霏在
上级主管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创造了第一
个“永霏速度”。

2月6日，湖南永霏再次传来好消息：
当天上午 8 时，日产 1500 套无菌医用防
护服生产线正式投产。

“从企业提出扩建新生产线诉求到新
车间投产，只用了两天时间。一线医护人
员很快就能穿上湘潭高新区企业生产的
医疗防护服。”回忆当时的情况，李文辉仍
难掩激动。

为尽快达到生产要求，李文辉于2月
3日晚向湘潭高新区管委会提出，希望扩
建新的防护服无菌生产车间。高新区工
管委于当天迅速行动，由区科创局协助企
业对辖区范围现有厂房进行全面选址。

园区企业湖南时变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收到消息后，主动热心承担社会责任，同意
出租近1000平方米无菌车间供永霏使用，
并承诺防疫期间免除租金。

场地的问题落实后，湘潭高新区工管
委主要领导带队现场指挥调度新生产线的
建设工作，各相关部门分工协助，24小时
坚守在时变通讯公司，抢抓时间为永霏环
保防护服生产线正式投产提供前期保障。

在园区、爱心企业的通力协助下，湖
南永霏经过两天的连续奋战，新购置的
70 台生产伺服机于 2 月 5 日晚上全部完
成安装调试。2月 6日早上，40余名生产
工人全部上岗，该车间顺利实现日产
1500套防护服的目标。
无问西东的前行换来化茧成蝶的蜕变

“100天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从未
有过的春节与五一劳动节。”李文辉告诉我
们，她和公司的兄弟姐妹们并肩战斗，期间
没有休息一天。但就是这股豁出去的拼劲
让湖南永霏不仅为全国抗疫贡献一份力
量，更让世界对“中国制造”点赞。

事实上，转产防护物资不是更换原材
料那样简单，需要重新打造、重新布置，才
能达到相应的生产要求。要搁平时，没有
一年半载的准备下不来，而在春节期间的

几天里，李文辉和她的团队创造了“奇迹”。
获批生产许可证后，湖南永霏克服重

重困难，生产线数天上马，科研团队随之跟
进，防护服品质不断提升与改进。

为尽早开工赶时间，李文辉动员员工
放弃休假，并组织车辆连夜接回已回家的
员工。一听说是为抗疫一线生产防护物
资，员工们毫无怨言，立马投入生产，生产
一线人员激增200余人。

每生产一件防护服，就意味着白衣战
士又多了一发“子弹”。李文辉和团队兑现
了自己的承诺，短短40天时间，高标准完
成国家调拨任务2.3万件、共计生产近27
万套国标医用防护服。

生产之余，李文辉还时刻关注疫情新
闻。从新闻画面中，她发现过去防护服由
于尺码不多，很多医护人员穿着并不合身
的“战袍”就上“战场”了。为此，湖南永霏
团队研发了160—190共计10个尺码，无
论高矮胖瘦，每一位“大白”都能穿上更舒
适更透气的“战袍”。

“有一次，新闻里，隔离病房医护人员
脚上套着塑料袋的画面深深刺痛了我们的
心。”李文辉说，初期防护服的设计是不包
脚，医护人员只能在脚上套个塑料袋，这无
疑增加了感染风险。

“不能让他们再冒险！”说干就干，李文
辉与研发团队通宵作业，终于设计出从头
防到脚的防护服。

3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
物资保障组发来感谢信，盛赞湖南永霏有
强烈责任感，特别讲奉献、能担当，为抗疫
作出重大贡献。

目前，湖南永霏已经变成了日产防护
服数万件的医用物资生产企业，除了保证
国内供应，还开始走出国门。经权威鉴定，
其产品材料和接缝处均100%达到国家标
准，明显高于同类国际知名品牌。

李文辉告诉我们，一直以来，公司坚持
高标准生产，其产品受到国家、省市主管部
门、权威专家及一线医护人员的一致赞誉，
也引起海外国家高度关注。目前，永霏已
接到德国、意大利、摩洛哥、韩国等国的大
批订单，获得CE、FDA等国际认证。

走过阴霾、战胜病毒，始终奋战于抗疫
一线的李文辉坚信：只要心中有光、脚下有
力，无论什么样的风雨，都无法阻挡我们奔
向光明未来的脚步！

不舍昼夜——
加班加点研发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盒

诊断试剂是让潜藏病毒“现身”的神
器。

“事关国家危难，情系国人健康，早一
秒研发成功，便可早一秒检测诊断，多一份
防控保障。”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戴立忠当机立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以自主创
新基因技术为核心，集诊断试剂和仪器的
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第三方医学检验服
务于一体的体外诊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圣湘生物便立刻成立了以戴立忠领
衔的“疫情防控应急技术攻关小组”。

“那几天我们做的实验有上百个，有
时候一做就做到了凌晨，整个园区只有我
们研究院办公区的灯还亮着。”研发小组一
位成员回忆说。

通过分秒必争的接力，1月 14 日，圣
湘生物成功研制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1 月 28 日，试剂盒通过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得医疗器械注
册证书。

“从研发到获得审批，不到20天，我们
完成了一项难度极高的任务。”戴立忠感
慨，这既得益于坚持自主创新十余年的技
术积累，也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作为疫情防控期间首批省重点联系企
业，省工信厅、长沙市工信局、长沙高新区
三级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圣湘生物，协调
省内外供应商复工复产，协调办理绿色通
行证，送来口罩等急需物资，让企业加大马
力全力生产。春节假期，圣湘生物紧急调
配700多名员工，积极组织生产，24小时不

间断加班加点保障产品质量和生产供应。
4月2日，圣湘生物获批国家工信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披荆斩棘——
驰援武汉尽锐出战

“只有往前冲，尽快将疫情防控亟需

的应急物资送到前线，才能让疫区人民早

诊断、早治疗。”1月20日，刚参加完公司年

会的圣湘生物国内营销总监左威便主动

奔赴疫情最严重的武汉。

左威只是圣湘生物武汉疫情防控“战

斗小组”的一员。为助力湖北抗疫，1月下

旬，圣湘生物紧急调集精干力量，成立了

10余人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深入武汉工

作专项小组”，深入疫情一线，与医者同行，

为疫情防控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每天从清晨开始，这个“战斗小组”便

“武装到牙齿”，穿梭在湖北各大医院和仓

库之间，将圣湘生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等疫情防控应

急物资送到定点收治医院，并提供技术服

务，与医务工作者共抗疫情。

“真是雪中送炭啊！这台全自动核酸

提取仪及配套试剂，能为患者快速诊断提

供精准、科学的依据，有效提升疫情防控检

测服务能力。”2月24日，《湖北日报》推出

专题报道，感谢湖南省政府、湖南企业圣湘

生物捐赠物资鼎力相助当地抗疫。

目前，圣湘生物已向国内外捐赠了价

值超过 3500 万元的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其中，向湖北支援物资近2000万元，帮助

当地破解早期检测能力不足和检测效率

较低的瓶颈。

责无旁贷——
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北京时间5月5日晚，圣湘生物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获美国食品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FDA）紧 急 使 用 授 权

（EUA, Emergency Use Authoriza-
tions），这是该产品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

（NMPA）注册认证、欧盟CE认证后，圣湘
生物获得的又一重要认证。

疫情无国界，圣湘勇担当！
作为抗击疫情的一份重要力量，圣湘

生物紧急驰援海外，不仅通过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向海外捐赠了5万人份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同时，向中东、非洲、欧洲等
多国捐赠了多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3月29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就有
关援菲新冠肺炎检测试剂质量的事宜发表
声明时提到，经菲卫生部确认，中国迄今已
援菲的10万人份圣湘核酸检测试剂盒质
量非常好，为菲政府快速应对疫情发挥了
重要作用。

4月23日，圣湘生物新一批海外抗疫
团队“出征”，奔赴疫情防控一线。“疫情当
前，正是我们担当作为之时，助力全球疫情
防控，我们义不容辞！”戴立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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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中雅：

“疫”无反顾写担当
——共抗疫情·湘企先锋系列报道五

圣湘生物：

——共抗疫情·湘企先锋系列报道四

张 笛

没有哪一个春天如此牵动人心，没有哪一个春天如此令人感慨万千。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社会各界，不分你我，纷纷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前方，是白衣天使为我们在拼命；所幸，在后方，还有一群永霏人以实际行动守护着
“大白”们的安全。

从生产劳动防护用品“跨界”到生产医用防护服，这在湖南永霏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两天内投产，日产1500套”，湖南永霏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兑现了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诺言：为白衣天使造“盔甲”，我们拼了！

周 佳

与病毒战斗是一场赛跑。
第一时间研发出精准、快速、简便、高通量的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不到20天通过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快速取得注册证书，
成为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获批上市的前6
家企业之一；春节假期，紧急调配700多名员工日
夜奋战在各自岗位保生产、稳供应、强服务……

这，是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这场席

卷全球的抗疫大战中用勇气、智慧
与汗水彰显出的“湖南速度”、“湖
南担当”！

自疫情发生以来，圣湘
生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已供往湖北、湖
南、北京、上海等国内
30多个省份、全球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疫
情防控一线。

不误时——全力以赴保生产

“冲洗、烘干、灌装，中大中雅公司的84
消毒液、75%酒精等消杀用品，产量正在稳
步增加……”作为我省最大消杀用品生产
企业，中大中雅主要生产84消毒液、手消毒
等产品，为省内三甲医院重要供应商。

疫情突如其来，防疫物资紧缺，消毒剂
是疫情防控中急需的消毒产品。中大中雅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足马力，保障消毒剂
供应。大年三十迅速调派员工复工复产。

防疫于“未发生时”，抗疫于“刚发生

时”。中大中雅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消毒品
生产企业，设有应急仓库和固定化库存，可
随时满足公共危机事件对消毒品的需求。
企业原本只有一条日产15吨84消毒液的
生产线，因为防疫物资紧缺，厂内临时应急
新增加了日产 2吨 75%医用酒精和 2吨速
干手消毒液生产线，产品第一时间被送往
中南大学湘雅一医院、二医院、三医院等医
院和全省各大医药公司。

目前，中大中雅已经实现24小时不间
断生产，可日产15吨（约3万瓶）84消毒液、

2吨75%医用酒精和2吨速干手消毒产品，
有力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显担当——共克时艰添保障

“能为抗疫工作献一点爱心，尽一份心
力，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中大中雅董事长
莫吉卫表示，敢于担当、勇于奉献是新时代
企业的使命和责任。

疫情发生以后，中大中雅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注重校企合作，多次向学校等单位捐赠防
疫物资，为湖南抗疫作出巨大贡献。

疫情无情人有情。自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消毒防护用品一直是学校紧缺物

资。3月上旬的疫情攻坚期，莫吉卫从长沙
赶赴邵阳学院专门捐赠了一批价值4万余
元的新冠肺炎防疫物资共计251件，这批物
资主要是医用消毒药液，为保障学校师生
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物资支持。

共克时艰战疫情。5月6日，在了解到
中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正在积极准备师生
返校复学工作时，中大中雅向学院捐赠了
300瓶 84消毒液以及 200瓶 75%的乙醇，
助力学校复学复课的有序、安全推进。此
前，中大中雅已经向中南大学多次捐赠防
疫物资，用实际行动与学校共克时艰。

提质出新添保障。中大中雅不断完善
硬件设施，建设有标准化的工业厂房，同时，

也在科技研发上持续发力，与疾控相关权
威部门一起完成手部消毒品的新的国家标
准的起草。公司除了九星经典品牌系列产
品，还致力于研究开发其他品牌系列产品，

“倍诺洁”“九星清”等品牌陆续推出新品，为
老百姓的日常消毒方面增加更多的保障。

聚伟力——多方合作抗疫情

“特殊时期，我们工人都是 24 小时生
产，最怕就是电力方面出点啥问题，有你们
上门巡查我就放心啦！”“感谢消防部门无偿
为企业提供技术保障，这下可以放心地增
产抗疫物资了。”

多部门多方位提供服务，扩生产加速
度保障供应。疫情期间，中大中雅被湖南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防疫物资保障组列为s省重点联
系企业并派驻工作组。省工信厅、国网湖
南、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全力支持、
特事特办，为中大中雅提供“保姆式”服务，
全力保障其复工复产的顺利推进。

迅速行动出实效。省工信厅得知中大
中雅复工存在停电、原料短缺等问题后，迅速
行动联系长沙高新区加班加点解决供电问
题；协调沅江市威盛聚酯塑料制品厂、长沙市
标迪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大江化工有限公
司等为中大中雅供应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粒
子、乙醇等原料用以生产84消毒液瓶等防疫
物资，有效地保障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三定”服务保供电。国网湘江新区供
电公司了解到中大中雅的用电需求以后，
立即组建“电雷锋”专项保电小组，进行“定
点、定时、定制”服务，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
产用电问题，保障企业供电安全可靠，为企
业安心生产吃下了定心丸。

贴身护航扩生产。疫情期间，长沙市消
防救援支队深入中大中雅检查研判安全形
势，挑选业务技术精锐人员成立现场监护组，
贴身守护中大中雅防疫物资生产线，同时与
工信部门、应急部门、监管部门等随时互通工
作情况，确保了企业生产的绝对安全。

何惧“疫”霾来袭，任凭初心绽放。中
大中雅公司在疫情大考中，展现出了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交出了一份完美
的抗疫答卷。

柏 润
缤纷初夏，高柳新蝉。湘江岸，长沙高新开发区新一轮大发

展的态势已喷薄而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
是一场大战，也是一次大考。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湖南中大中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充分展现新时
代企业的使命和担当，紧急动员复工复产、马力全开组织防疫物
资生产，用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奏响抗
疫最强音。

圣湘生物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生产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圣湘生物“最美逆行者”出征海外抗疫。

圣湘生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产品驰援欧洲。

（本版图片均由各单位提供）

湖南永霏的工作

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

生产防护产品。

科技战“疫”的硬核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