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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疫”中的长垣力量

●● ●● ●●

□李虎成 袁楠 庞卫东 王晨光

1月 25日，大年初一，长垣市公安局接群
众报警，省外某医药公司购买的70万个长垣
市某品牌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怀疑为假冒产
品。警方立即行动将涉案嫌疑人周某、谢某
杰、张某辉、李某敏、张某超抓获，查扣机器 4
台，追缴涉案资金34万元。

“大疫当前，责任在肩！我们坚持对‘假
口罩’零容忍，露头就严打，所有涉案人员都
将被绳之以法！”长垣市公安局局长封民说，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警方加大力度，坚决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医用口罩等防护用品违法

犯罪行为，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保护长垣卫材企业依法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疫情发生之初，口罩市场需求旺盛，一些
不法分子便将眼光盯上了十分紧俏的防疫物
资，一批批假冒伪劣口罩在小作坊中被生产
出来，不仅坑骗了消费者，影响了企业和长垣
的形象，更对群众和医护人员的健康产生了
巨大威胁。

对此，长垣市在开足马力加快生产、保障

供应的同时，对制售假冒伪劣医用口罩等防
护用品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防
护用品市场健康有序。

1月 26日，长垣市便专门针对制假售假
行为，成立了打击工作专班，做到了领导到
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职责到位、行动到
位。

随后，对全市18个乡镇（街道）辖区内所
有村（社区）居民户逐一地毯式排查；在全市
高速路上下口、主要路口、重点路段设立了 6
个检查卡点，对所有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检
查，全天 24小时对外出车辆进行检查，防止
假冒伪劣防护用品流向市场，累计查扣各类
涉嫌假冒、“三无”口罩157万个；对近期用电
突增的用户进行重点筛查；成立 8个流动检
查组，不间断在全市范围内巡逻检查，对假冒
伪劣医用口罩等防护用品运输进行严厉查
处；严格全市物流网点、邮寄站点管控，对发

送医用卫材人员提出要求，发货者必须提供
加盖企业公章的生产许可证、产品注册证、营
业执照复印件、出厂检验报告、出库单，对涉
嫌外流的假冒产品依法进行查扣。

2月 20日下午，该市联合公安局出动执
法人员 300余人，组成 2个大组 42个执法小
组，对全市口罩等医用防护用品寄运及涉嫌
非法交易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共检查临时收
货点5处，控制17人，查扣厂家“三证一单”不
全的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产品 25万只，
车辆12辆，现金200余万元。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纵向形成了“县乡
村户人”五级宣传网络，横向形成了以市直单
位、普法协会等社会团体为重点阵地的宣传
体系。设立举报电话，在市委政法委、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公安局情指中心设立举报专线，
并运用微信报警、违法举报信息平台收集线
索，形成了高压态势和严打氛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医疗

防护物资告急！面对春节期间工人放

假、原材料供应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

诸多不利因素，“中国医疗耗材之都”

长垣市紧急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扩产

增能，迅速形成了巨大的防护物资生

产能力！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长垣卫材企业及社会各界不惜代价，以

高出平时数十倍的产量，圆满完成了国

家及省里下达的口罩、防护服等紧缺医

疗防护物资调拨任务，为国家战“疫”贡

献了长垣力量。

前不久，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发出感谢
信，分别向河南长垣市亚都实业、亿信医疗、
华西卫材、飘安集团等 4家卫材企业表示感
谢，感谢他们在打好医疗物资保供战中作出
的突出贡献！

作为“中国医疗耗材之都”，长垣市拥有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79家，其中医用口罩、防
护服注册企业46家。疫情发生后，长垣生产
的医用防护物资上升为国家抗疫战略物资层
面接受管控，众多卫材企业积极投入到繁忙
的生产保障中。虽然原材料紧缺、价格上涨，
物流和人工成本高企，但疫情面前，长垣企业
不惜亏本生产。生产出的抗疫防护物资一批
批、一车车地运往武汉、湖北和全国其他重点
疫区，支援疫情防控。

2月 5日，正月十二，位于长垣市丁栾镇
的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健琪医疗”），正在召开进一步扩产动员会。
该公司N95口罩的日产能原本只有4000只，
复工以来逐步提高到 9000只，6万只……还
要再扩到日产 10万只！然而，由于人力、物
流、原材料成本猛涨，据有关职能部门核算，
当时N95口罩的销售价还不足生产成本的一
半！

“我们能不能少生产点口罩？不干不
行吗？”一位中层激动地哭求。但董事长田
书增斩钉截铁地说：“疫情面前，只要国家
需要，战‘疫’需要，就是把厂子赔光了我也
要干！”

距离健琪医疗不远，华西卫材公司医
用口罩的生产线上同样繁忙，女工李江丽
在连续工作 12个小时之后，回到家“感觉还
没睡着”，就再次返回车间，继续下一个 12
小时的轮班。“我们每多生产一只口罩，医
护人员的生命就多了一份保障。”李江丽

说，工作这么多年，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感
受到自己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她觉得非常
自豪。一个多月前，李江丽因为表现优异，
火线入党。

为了打破原材料紧缺对产能的限制，河
南飘安集团克服重重困难将长期弃置的熔喷
布生产线和覆膜水刺布生产线大修后投入使
用，并计划购买新的原料生产设备。

“机器可不便宜啊，疫情一过谁还要防护
服，咱生产这么多原料干什么？”

“现在是国家遇到难处了，这时候哪能考
虑那些事儿，先把防护服生产出来再说！”面
对疑虑，飘安集团党委书记陈广法的话同样
掷地有声。

就这样，在网上联系到江苏一家卖覆膜
机的厂家后，公司总工程师崔继茂连夜踏上
了买设备的征程。连续 5天，75岁的崔继茂
和同事们睡汽车、吃泡面、遭遇诈骗依然不放
弃，继续寻找卖家，终于将两台覆膜机带回厂
里，生产防护服需要的主料——覆膜水刺布
每天的产量直接提高到 5吨多，足够满足每
天1万套防护服的生产需要。

除夕晚上，河南亚都医疗捐赠的包括医
用外科口罩 20 万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200 万只、医用帽 50 万个、医用手套 20 万

副，共计 290 万只（个、副）紧急运往武汉。
为了满足一线急需的防护服需求，该公司新
增多台设备，将生产线从 1 条增加到了 17
条，工人从 9个人增加到 400余人，防护服的
产量从最初的每天 1500套增加到了每天近
3万套。

河南亿信医疗器械公司新购进一批口罩
机生产设备和零部件，在中铁装备集团与郑
州煤矿机械集团技术人员帮助下，克服口罩
生产设备零部件种类多、装配图纸不全、工艺
流程不熟悉、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成功组装
40条口罩生产线并顺利完成调试，这是我省
疫情防控期间新建的产能最大的口罩生产
线，口罩日产能一下增加200万只。

据悉，1月25日至2月 13日期间，为了实
现增产扩能，长垣市卫材企业共新增生产设
备1127台。

作为长垣卫材企业的龙头，驼人集团并
不生产口罩，但在接到河南省科技厅关于新
冠肺炎防控应急攻关项目的通知后，立即成
立应急攻关项目，积极组织开展防护类产品
的研发与生产，历时13天成功开发和上市医
用防护头罩，该头罩在有效防止病毒侵入的
同时，同时还能够避免医护人员佩戴护目镜
和口罩时在脸上留下勒痕。

疫情突然袭来，口罩、防护服的需求随之
激增。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全国各大医院都
在寻求购买防护物资。面对巨大的防疫物资
需求，面对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殷切期望，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组织企业增产扩能成了
长垣市委、市政府的头等大事。

“企业一心一意抓生产就行，围墙以外的
所有事都交给政府来办！”1月 28日，长垣市
委、市政府紧急召集卫材生产企业负责人，部
署防护物资增产扩能事宜，会上，长垣市委书
记秦保建郑重承诺：“企业只管操心做好产
品，其余大小事都由政府负责，决不能让企业
分心分神！”

关键时刻，长垣多年来形成的政府服务
企业的机制和环境，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再次彰显出巨大的优势，成为企业战胜一切
困难的“定海神针”！

长垣市围绕服务企业建专班，把抓生产
放到与抓防控同等重要地位，明确由市委书
记抓生产保供应，市长抓疫情防控。指挥部
下专设生产组织组，3位县级领导牵头负责，
纪委监委、发改委、科工信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参与，在手续审批、资金保障、原材

料采购、交通物流、用工培训等方面为重点企
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全力以
赴开展生产。

一辆辆大巴车，在干部的带领下，从尚在
疫情管控的一个个村头，接上带着大包小包
的工人，再马不停蹄地送往急需用工的卫材
企业，充实到防疫用品生产线上。整个 2月
份，下乡招工、送工，成了长垣市民生服务中
心劳务输出局局长杨海超的全部工作。

由于疫情期间实施封闭管理，很多企业
的员工无法及时返厂复工。而急剧增加的防
护物资需求，使得即使日常的熟练工人全部
到位，也无法满足目前如此大量的生产需
要。用工难一时成了长垣卫材企业恢复产能
的主要障碍。

就近招工不能满足用人需求，他们便通
过跨区域组织用工，将全市的劳动资源都调
动起来。1月 27日，长垣市委、市政府专门发
文要求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
门，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信、各村(街)喇叭广
泛宣传，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到医疗耗材企
业投身生产一线；市政府出台《重点医疗耗材
企业用工激励办法》，确保工人劳有厚得；对

于卫材企业集中的乡镇，则分别安排2至 3个
乡镇对口支持。长垣市民生服务中心也被要
求安排专人驻镇，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求。

该市通过跨区域组织用工、精准快速培
训等方式，快速建立起用工需求储备制度，迅
速建立了6500多人可供调配的工人储备，承
诺企业如果有新增的用工需求可随时满足解
决。企业用工难的问题很快得以缓解。

由于上游企业未能及时复工复产，长垣
卫材企业所能联系到的原材料供应商已经不
能满足日常生产所需，各家企业纷纷向政府
告急！怎么办？长垣市政府依托市科工信局
等单位，成立了采购小分队，设立采购专项资
金，制定了产品原材料图谱，为每种原材料确
定了采购重点企业，对原材料实行统一采购、
统一收储、统一调度，集中为生产企业采购、
调拨物资。同时引导企业互助，发动企业自
行开展产业链合作、实施物料共享。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资金
短缺，各级金融机构特事特办，共向长垣市卫
材企业投放资金12.69亿元；供电公司调整电
网运行方式，保障特殊时期卫材企业安全可
靠供电；交通部门为企业发放应急物资及人
员运输车辆通行证，保障长垣与防控物资原
材料供应地、疫区等地的物流往返……

“感谢长垣各级政府为企业提供的‘保姆
式’服务！”河南安邦卫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毛
一丹感慨地说，刚开始组织复工的时候，很多

原本供应蔬菜的门店都停业了，但工人反而
比平常多，每天去哪里找充足的食材成了一
桩难事儿。“正发愁的时候商务部门的工作人
员就上门统计生活物资需求，每天准时配送，
不够了还能随时联系，还是免费供应，真是太
周到了”。

为了让企业和员工安心生产，长垣市政
府专门安排市商务局等部门，负责统一为卫
材企业提供免费的生活物资配送服务。每天
按照每家企业需求，市财政出资，由党员干部
将新鲜的蔬菜及肉、蛋、奶、米、面、油等免费
配送上门。截至3月 15日，共免费向该市20
家卫材企业配送肉蛋类、粮油类等生活物资
共计286吨，总配送金额为388.75万元。

解决困难、提供便利，周到的服务让长垣
市的卫材企业能够一心一意专注生产。

1月 22日，长垣市每天能生产医用外科
口罩30余万只，医用防护服数百套。

1 月 31 日，医用外科口罩日产量达到
105万只、医用防护服近3000套。

2月 15日，这一数字进一步增长到 180
余万只、1.5万套。

进入3月份，长垣已经每天可以生产医用
外科口罩300余万只、医用防护服4.5万多套。

截至 4月 13日统计数据，长垣市已累计
接受国家及省调拨医用外科口罩 10064.1万
只，完成国家调拨医用防护服 88万套，为全
省乃至全国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

疫情当前，长垣企业家掷地有声——

“只要国家需要，战‘疫’需要，就是厂子

赔光了我也要干！”

保姆式服务，长垣市领导郑重承诺——

“企业只管操心生产，围墙以外的事都交给我们！”

露头就打，长垣职能部门和执法机关纷纷“亮剑”——

“对假冒伪劣防护用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绝不姑息！”

驼人集团研发的新型防护头罩 高志勇 摄

工人正在加紧生产防护服 高志勇 摄

亿信医疗器械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安装口罩机
高志勇 摄

工人们正在
对口罩进行最后
的检查、包装

赵丙元 摄

工人在民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卫材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用品违法行为 化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