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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疫“两平台一卡”发挥奇效

未雨绸缪 3 周生产 280 万片药品

——记中国信通院“通信和医疗物资大数据平台及行程卡”团队

——记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通信和医疗物资大数据平台及行程
卡”团队依托中国信通院多年的技术积累
和专业优势，
紧急建成“两平台一卡”，
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2020 年正月初三项目启动后，团队建
成“1﹢31”部省大数据平台及覆盖全国的专
线网络，
总计调集 9562 台设备，
日均处理数
据量超 80Pb，
有力支撑党中央、
国务院开展

实时高效的疫情防控工作。
大年初一，
接到
任务的员工耗时三天初步建成国家重点医
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
截至目前，
监测调度
4000 余家企业涉及的 10 大类 163 种医疗物
资，有效提升重点医疗物资应急响应效率，
有力支撑重点医疗物资保障由“严重紧缺”
到
“紧平衡”
再到
“供应充分”
的快速跃升。
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六天上线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团队开创蓝牙近距离接
触“黑科技”，在上线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网
页版后，
又开发出微信小程序、
手机 APP 版
本，为公众免费提供近 14 天的准确行程证
明，
累计提供查询服务 36 亿次。
独有的海外
行程查询服务、
密切接触提醒服务等功能，
使其成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有序复工复
产的利器。

春节前夕，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
司对疫情作出科学预判，
提前做好生产、物
资等方面准备。接到工信部要求生产抗疫
药品磷酸氯喹的通知后，公司立即调动资
源和力量，克服人员少、物料运输等困难，
第一时间恢复生产。
战疫期间，车间实行 7×24 小时“人休
设备不停”的生产模式，仅用 3 周就完成了
工信部下达的 280 万片药品生产任务。随
着疫情的发展，
对羟氯喹的需求倍增，
公司
开启“战时”生产模式，羟氯喹原料药产量

由 40 吨/年调整到 70 吨/年，制剂月产量由
4000 万片增加到 1 亿片。公司经营管理层
积极带领员工投身抗疫药品生产一线，党
员防疫先锋队积极协助社区做好防疫工
作，党团员志愿队每天风雨无阻地为返沪
隔离的 58 名外地员工送餐和送防疫物品
……
疫情发生以来，
公司向科技部、
工信部、
中国红十字总会、
中科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
及俄罗斯联邦政府捐赠抗疫药品价值近千
万元，
承担起社会责任，
彰显国企担当。

紧急增产 勇当设备制造砥柱
——记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春节期间，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制造、物流、技术支持等
部门近2000人提前返岗，
2月3日，
总部及工
厂实现全面复工，公司紧急扩招生产人员
1000 余人，监护仪和呼吸机产能提高 3~4
倍。2 月 20 日前，
公司共计拉动全球 794 家
供应商复工。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公司为金银潭医
院、普爱医院、汉口医院等定点救治机构安

装 监 护 仪 、呼 吸 机 、输 注 泵 等 设 备 超 过
1250 台，为 20 多家定点医院建设疫情远程
超声会诊系统。向武汉派出超 200 名工程
师，对 20 余万台设备进行巡查，提供 24 小
时不间断服务。完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超 3000 台设备的安装。向雷神山医院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捐
赠价值约 1500 万元的医疗设备。为北京
地坛医院、北京小汤山医院、浙江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等全国各大
医院提供生命信息与支持及手术室解决方
案，
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
同时，
公司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向
世界分享“中国方案”
。响应意大利卫生部
需求，15 天内交付近万台抗疫设备；向巴
西、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提供医疗设备支持，
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疫情区域提供价
值 3000 万元的医疗设备。

奋战数月 守护校园安全
——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疫情防控工作学生专组
专组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全校学
生工作干部连续奋战 260 余天，关心守护 3
万余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成长。
全面精准关爱学生，
开发上线“疫情防
控报平安”系统，
在全国首批开展防疫信息
线上采集，系统原型已在多所高校推广应
用。组织每周全覆盖与境内外重点地区学
生视频连线，开展全校心理普查和健康咨
询，寄送 3.6 万余只口罩，提供资助 120 余

万元。为 4000 余名毕业生寄送学位服、打
包寄送上万件行李，连续 30 个小时慢直播
全方位呈现最暖温情毕业季。
宣传践行抗疫精神，开设 16 场战疫专
题思政课，覆盖 9000 余名师生，组建“青春
抗疫”宣讲团，开展 67 场活动，覆盖 12000
余名学生。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号召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向社区报到，5000 余名学
生参与社区防疫、大数据科研战疫等志愿

服务。
有序组织复学复课，
坚持“最高标准防
控、最大程度复学”原则，制定 40 余项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发返校审批和日常管
理系统，精准掌握人员身份、健康状态、位
置信息等，组织 3 万余名学生平安返校。
创新举办全国高校首次两校区交互直播、
本研一体开学典礼，校党委书记为万余名
新生主讲开学第一课。

驰援一线 小压条机撑起
“大战疫”
——记广州高科制衣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高科制衣设备有限公司是行业内
处于领先地位的热风缝份密封机（俗称压
条机）设计制造商。2020 年 1 月 28 日接到
工信部门关于生产压条机的紧急通知后，
公司管理层紧急召集员工返岗复工，于 1
月 30 日正式投入设备生产、调运工作，积
极配合国家政策，服从国务院调拨要求。
在工信部驻企特派员和当地政府的指导及

大力协助下，满足企业复工复产的防疫物
资需求，积极达成上下游供应链协同复工
复产，保证了圧条机正常生产、调试、运输
工作。
2 月，在工信部驻企特派员和当地政
府的指导下，公司服从国家调拨，将 88 台
机器紧急调拨至湖北省，120 多台调拨至
其他省份，100 多台用于广东省内防护服

生产企业。2 月至 7 月期间，总计向国内出
货压条机 1413 台，向海外出货压条机 1190
台，极大程度地缓解了国内和海外防护服
生产企业对压条机的需求，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企业先后收到
国务院、湖北省政府、广州市工信局对企业
的感谢信，海外分公司也同时收到所在国
家的感谢状。

争分夺秒 当好抗疫
“综合枢纽”
——记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综合处
2020 年 1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运
行监测协调局综合处即刻进入抗击疫情
“战时”状态，负责医疗物资需求文件流转
综合组工作。全处同志勇于担当，协力攻
坚，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任务督办“综
合枢纽”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快 速 响 应 ，迅 速 打 响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在北京的同志立即放弃春节假期投入
工作，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均坚守岗位；已

赴外地过年的同志立即购票返京返岗，正
月初四全员上岗。在疫情最严重和保供最
紧张的 1 个多月里，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迎难
而上，争分夺秒与疫情赛跑，
保障文件平稳
有序流转，做好重点任务督办。想到“早一
秒处理文件就能为湖北、为武汉、为其他地
区早一分争取物资”
，同志们坚持从早上一

直忙碌到深夜，累计登记流转和处理疫情
防控相关文件 1561 份，下达 213 个任务转
办单，把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物资需
求等重点任务纳入紧急督办并按时办结，
确保各地物资需求在第一时间得到办理。
每天加班加点仔细核对数据，形成工
业和信息化部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例
会的疫情防控物资“日调度”情况汇报材
料，
为国务院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千里疾行 变身
“抗疫军工厂”
——记江西荣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春 节 前 夕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袭，
江西周坊集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帮助旗下子公司江西荣莱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复工复产，第一时间成立应急防疫
物资生产工作组，
保障国家防疫所需、扛起
企业应有担当。
疫情导致全国物流一度处于瘫痪状
态，在原材料、辅料奇缺的情况下，董事长
周正韬紧急带队，
日夜兼程进入浙江温州、
金华、义乌，广州，江苏连云港等疫区采购
生产物资。因多地疫情严重不能及时办理
通行证，公司员工便在各高速路口封闭检
查区徒手搬运。公司每天凌晨召开视频会

议，
对生产情况及质量问题进行了解，
确保
高品质完成每日生产计划。荣莱医疗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生产出的第一批隔离衣全
部用于武汉抗疫，完成国务院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向武
汉调拨 135 万套隔离服、100 万个隔离帽、
100 万双隔离鞋套的任务。
抗疫期间，公司先后向武汉、宜昌、南
昌、赣州等地捐赠防疫物资 27 万余件，总
价值 1550 余万元。在国务院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下发
的感谢信中，
公司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抗疫
军工厂”
。

百日无休 百余次送达无延误
——记广州邦士度眼镜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广州邦士度眼镜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复工复产，主动捐赠物资
助武汉各医院抗击疫情，是第一批捐助武
汉、北京、广东、新疆等地包括武体方舱、武
汉协和等一线重症医院和红十字会防疫物
资（价值约 31.2 万元）的企业；从 1 月底开
始，累计 121 天无休向各级政府、外交部
120 多个使馆、国内 218 家一线医院（疾控
中心）交付 402.9 万套医疗物资，有效支援
了国家抗疫工作。
邦士度眼镜还承担着医用隔离眼罩关

键技术的联合科研攻关以及国家目前急需
的医用护目镜国标、省团标制定任务。公
司克服万难确保高效交付，指定送达的
180 余次物资无一延误。疫情应急，公司
调动一切科研力量研发 4 款全密闭隔离眼
罩，于 2 月 12 日陆续交付使用，相关技术获
4 项专利、1 项省市级疫情应急研发表彰。
与广东省科学院联合科研攻关医用护目镜
关键技术 3 项，努力参与推进医用护目镜
省团标、国标的制定，抢占科技高地，补齐
产业链短板。

突破极限 72小时完成核酸检测方法研发
——记华大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华 大 生 物 科 技（武 汉）有 限 公 司 是
2003 年“非典”抗疫老兵，在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中再次冲锋在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基因科技造福人类”
的使命。
在获得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后，华大
仅用 72 小时就完成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方法的初步研发，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宣布
完成试剂盒的研发工作，并进入国家药监
局第一轮应急审批，基于荧光定量 PCR 及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两款病毒检测试剂盒在
1 月 26 日首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中
高通量测序病毒检测试剂盒为全球首个基

于测序技术的新冠病毒检测产品，可有效
监控病毒变异情况。获证后，公司于同月
将日产能由 1 万人份提高到 200 万人份，并
做好了随时扩充产能的准备。凭借过硬的
质量，产品获得欧盟 CE、WHO EUL 等 8
个国际准入资质，试剂盒远销 18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对外供应检测试剂盒总计超
5000 万人份。
为助力抗疫，华大自发开展和联合发
起多次试剂盒捐赠行动，截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已向全国捐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超 30 万人份。

“硬核速度”负压车跑出中国效率
——记上汽大通负压救护车联合突击队

斥资扩能 守住体温监测第一关
——记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 iHealth 红外额温计，
因其精准、
快速测量
被广泛应用于公共防疫。面对疫情，九安
医疗公司统一意识、统一步调、快速响应、
争分夺秒，全力保障公共卫生防疫需求。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共克时艰。
工厂提速，
加班保供应；
物流不停 24 小时响
应；
客服人员不停班，
做好科普和咨询。
九安医疗拿出战时状态、战时思维，表

明态度、担当责任、贡献力量。在公众防疫
需求大的情况下，
公司坚持绝不涨价，
并暂
停商业供应。为保证湖北、天津防疫物资
供给，全员走上生产一线，
昼夜两班与疫情
赛跑；召回海外储备货物，
成立应急响应小
组，保时保质保量支援抗疫；
成立跨部门技
术小组，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技术问题，
策划
不同方案，通过多种测试确定可行的供应
商，确保产品稳定性。为保证供应，
九安医

疗投入数千万元进行了扩能改造。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九安医疗尽自
己的力量向社会、向全世界捐赠抗疫物
资。截至 3 月底，在国务院医疗物资保障
组、工信部及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九
安医疗累计向湖北、北京、天津及全国各地
供应额温计超过 40 万台；九安医疗陆续收
到国务院、天津市工信局及多个省市部委
防疫部门的感谢信。

正值 2020 年大年三十，上汽大通接到
了工信部 10 天交付 60 台负压救护车的紧
急订单。上汽集团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要
求上汽大通成立负压救护车联合突击队，
于正月初一正式返岗，
全力投入生产。
按惯例，单单一个基型车生产就需要
20 天时间，常规的生产方式根本无法完成
任务，突击队遂下达从待发运成品车库中
调剂车辆进行拆车改装的指令。然而负压
设备供应商早已停产放假，
一时难以复工。
突击队开启了作战模式，采购员一家
家紧急协调供应商人员上岗；物流质保员

拿着工信部《关于下达负压救护车生产任
务的函》一路通行到现场取货，
确保物料及
时到厂，
保证生产进度。2 月 5 日 9 时，
突击
队协同上汽安吉物流、蓝天救援队，
冒着被
感染的风险，
逆行向疫区进发，
于当天将第
一批负压救护车送达武汉，
仅 10 天时间，
60
台负压救护车分批次按时送达抗疫一线。
两个多月内，负压救护车联合突击队
夜以继日地奋战，以“硬核速度”同时间赛
跑，共计交付近 500 台负压救护车，以“啃
最硬骨头”的态度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最有力的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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