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伟业 出彩中原
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 特刊│18

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新乡篇

河南矿山智能车间内工人正在操作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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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市 用好“质量之变”凝聚发展动力
“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是我

省对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最高

认可，自2009年设立以来，12

年间我省前后一共有 60家企

业获此殊荣，仅长垣一地便占

了 3 席，获奖数量在我省县

（市）中排在首位。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县，到

中部地区民营经济百强县，在

长垣“无中生有”式的逆袭中，

质量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长

垣又如何认识质量这一工作？

从“强企”到“兴市” 质量内涵不断丰富

驼人集团自主研发的留置针自动化生产线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到企业进行检查

109.05万套，2.18亿只！
这是去年疫情期间，长垣向全国人民交

出的亮眼答卷。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巨

大的防护物资需求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垣这
个中原小城，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也派
人来到长垣驻厂，负责统一调拨，全力保障
重点疫情严重地区的物资供应。

危急时刻，艰巨的任务既是对“长垣制
造”的认可，更是对“长垣质量”的一场大考。

在原料紧缺、用工困难的情况下，长垣市
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短短的一个月内，在
保证质量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医用口罩、防护
服日产量分别从 32 万只、1980 套增长到
5100万只、10万套。长垣累计接受调拨、支
援医用防护服109.05万套、医用口罩2.18亿
只，出色地完成了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保障任
务，有力地守护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因为可靠的质量，长垣卫材成功收获了
市场口碑，向全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在长垣市民营经济发展初期，于
摸索中学习起步的众多企业因为生存需要
以及生产水平的有限，产品质量很不稳定。
2005年，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长垣首次喊出
了“质量第一”口号，开始下大力气进行整

顿，打响了一场质量保卫战。2012年，长垣
又进一步提出“质量兴县”战略，长垣历届党
委、政府也都把质量工作作为一项基础工作
常抓不懈，“长垣制造”渐渐闻名全国。

如今，长垣市共有117家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3604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敷料类产品占
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出口70余个国家和
地区，行业生产总值超100亿元，2019年长垣
市被授予“中国医疗耗材之都”荣誉称号。

起重方面，年产 33万台门桥式起重机、
170万台（套）配套件，全国市场占有率 70%
以上，年产值近 400亿元，长垣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门桥式起重机生产基地，产品出口达
12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测算

“长垣起重机械”品牌价值达165.9亿元。
质量变革是一个过程，最终的成果便是

品牌和市场。长垣连续多年紧抓质量变革
赢得市场认可的事实证明，长垣众多企业早
已告别了野蛮发展的时代，产品的质量问题
也已不复存在。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不用再着重强
调质量了？

“质量工作没有功劳簿，更没有歇歇脚
的时间。质量提升是一项百年工程，容不得
半点马虎，需要全社会、数代人持之以恒的
专注和毅力。”长垣市委书记秦保建说，长垣

的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
质量的要求也早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转变，质量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评价方式变了。在“有没有”阶段，质量
是物的概念，是针对某一个产品是否合乎标
准而言的，而“好不好”则是人的判断，对标
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求高了。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
不仅要做标准的执行者，更要做行业标准的
引领者、美好产品的提供者、创新发展的先
行者，不仅某个企业要树立质量意识，全产
业链、全周期、全社会都要树立质量意识，每
个人都要成为质量提升的参与者。

功能变了。过去抓质量就是抓产品，现
在已经延伸到各个行业领域，质量已经成了
推动发展、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载体。

“质量不仅是强企的关键，也是兴市的
基础。”在秦保建看来，质量的竞争是企业
间的竞争，也是地区的竞争，每一个企业的
质量，都影响着整个长垣的形象，决定着长
垣的发展，质量振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

对长垣来说，质量变革早已不再是一场
某个行业产品的底线保卫战，而是一场必须
积极应对、关乎区域整体发展的持久战。

不久前，长垣市驼人集团举办的一场新
品发布会上，一片小小的口罩引得了100多
家机构现场签下了2.5亿元的代销意向合同。

同样是平面式口罩，普通的医用外科口
罩如今的价格一般在 5毛钱左右，可驼人却
把口罩卖到了 5元钱甚至更高，并且很受市
场欢迎。

凭什么？
“关键在于我们研发的熔喷布，我们这款

口罩采用的季铵盐熔喷布使口罩拥有了抗菌
抗病毒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二次污染的问
题。”驼人集团总裁王国胜说，进入疫情平稳
时期，全球每天都有上亿只口罩被随意丢弃，
口罩上的细菌、病毒势必会对环境造成二次
污染、二次传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企业
经过数月的艰苦攻关，成功研发出了含季铵
盐的熔喷布。经全球公认的权威认证机构

“SGS”检测，与普通熔喷布相比，含季铵盐熔
喷布对常见细菌的灭杀率高达99%。

谁拥有更新的技术、更高的标准，谁就
有了更好的质量、更强的竞争力。在口罩早
已满足市场需求的当下，依然能够卖到几元
甚至十几元，毫无疑问，驼人依靠的便是技
术的独创性。

从 1993 年建厂至今，驼人对质量的认
识也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转变。

从一开始认为质量是检验出来的，企业增
加了检测人员和抽检频次；到后来认为质量是
生产出来的，便提出质量管理在班组，加强员工
培训；再到后来，认为质量是设计出来的，通过

自动化生产以及在所有环节中加入检测设备，
实现更高的稳定性和更严密的全流程检测。

“现在我们认为质量是‘规划’出来的，
这是从更好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提出的。”
王国胜说，通过与客户、使用者的深度沟通，
驼人从而在产品规划阶段就围绕使用场景
进行了根本上的质量创新，为用户提供更好
的产品体验。

“2G的质量再好也没有5G的网速快。”王
国胜的这个比喻形象地解释了他对质量创新
的理解——企业如果不重视创新，就会停滞在
低层次的市场环节，不仅利润更低，更不可能
实现市场和财务的双赢。他也强调，这种基于
质量的创新，核心就在于企业的研发能力。

“质量内涵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对应的
质量提升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秦保建
说，创新已经成为目前长垣企业质量提升的
主要方式，通过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管
理的创新，进而提升整体质量水平。

每一次“神箭”升空，卫华集团总会收到
一封诚挚的感谢信。卫华集团自主研发成
功防摇摆精确自动定位控制技术，将摇摆幅
度降低 95%以上，控制精度达 2毫米，为世
界首创、填补了此领域的技术空白，目前国
内四大卫星发射基地均采用卫华搭载防摇
摆系统的起重机产品。“通过开展质量提升
活动，我们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抓
手，成功实现了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
卫华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卫华每年研发投
入占全年销售收入4%以上，在产能过剩、市

场下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卫华集团近年
来年销售收入平均增长 30%以上，2020年
达到148.77亿元。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我们通过
技术创新为起重机占领市场打开了出路。”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河南矿山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产品科技含
量、产品质量明显提升。首创国内桥式起重
机使用锻造车轮标准化，热能损耗减少
50%，车轮使用寿命从10年延长至50年；与
德国企业合作共同研制生产出新型起重机，
具有轻量化、低能耗、载量大、环保等特点，
产品达到欧洲标准，受到市场欢迎；总投资
26个亿、16万平方米的智能化车间全部采
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大大
提高生产效率，年产单双梁智能化起重机可
达3万台。2020年，在疫情前期停工的不利
条件下，该公司全年起重机销售额达到
56.75亿元，同比增长31.71%。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投资3000多万
元用于购买国内外的先进实验设备，建立了
目前长垣市医疗器械产业中最大、最先进的
实验室，可检测医疗器械产品的300多个品
种，能检测医疗器械项目5000多项，已成为
在国内高分子材料技术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优秀人才培养基地。

…………
从质量把控，到质量创新，加大研发投

入，强调创新对质量提升的关键作用，已成
为长垣众多企业的共识和行动。

质量兴市需要政府作为

从企业到产业

从“把控”到“规划” 企业创新能力越来越强

2017年，一场为期两年、覆盖整个起重行
业的质量提升行动在长垣展开。

通过在质量提升、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企
业上市、高端人才引进培育、企业家培养等六
个方面发力，长垣起重产业整体水平得到了大
幅提升。至 2018年年底行动结束，长垣起重
机械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9%，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 16.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4%；
两年的时间内新增出口国家 52个，产品出口
至 125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年均增速超
70%；门桥式起重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也由此前
的65%提升至70%以上。

质量提升行动，让长垣不同梯次的企业都
有了成长的机会，提升了整个地区行业的整体
水平。

质量兴，国家兴。对县域来说同样如此，
质量可以强企，同样也可以兴市。

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科技力量薄弱、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少、高端供给不足、产品
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长垣主导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如何让更多的企业树立质量
意识，实现质量提升，成了长垣市委、市政府必
须面对的课题。

“引导，搭台，保障。”秦保建认为，企业是
质量提升的主体，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政策
的设计、资源的调配，让质量提升的真正投入
者、先行者在竞争中能够获利，在全社会营造
争创“质量第一”的环境，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
环境，从而保障质量提升的可持续性。

长垣市建立了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全体会
议制度，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及时研究解决
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初步形成协调配合、整体推
进的工作合力，努力培育一批特色明显、辐射带
动能力强的企业，有力带动了经济发展。

持续开展质量提升，完善多方参与的质量
提升长效机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
提升的重要论述精神，先后围绕起重机械、医
疗器械等支柱产业开展了质量提升行动，取得
了显著成效。

强化创新驱动。建立健全政府引导、企业
主体、市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
体系，引进完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发挥卫华
集团牵头的河南物流装备创新中心，驼人集团
牵头的河南省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国家
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驼人分中心和蒲汇
众创空间、中科（长垣）创新园等平台载体作
用，建立产业基金，进一步健全产业链、完善产
业生态，增强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

奖惩分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
危害市场秩序的侵权违法行为，表彰质量提升
领域的示范企业，大力实施政府奖励，调动企
业质量创优积极性；持续深化品牌带动工程，
全力培育一批品质高端、服务优质、信誉过硬、
市场公认的品牌群体。

自 2012 年以来，长垣实现了“省长质量
奖”零的突破，总数达到 3家，市长质量奖从 3
个增长到31个。此外，打造出中国名牌产品1
个、省名牌产品 30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95件；
有效注册商标 10449 件，专利授权量 11585
件，有效发明专利 439件，知名商标和专利授
权数量在全省10个直管县（市）中排名第一。

质量兴市给长垣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
展动能，2020 年长垣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90.17 亿元，增长 4.9%，增速居直管县（市）
第 1 位；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4.08
亿元，同比增长 12.5%，税占比达 85.1%；纳
税超亿元企业、超千万元企业分别达到 6
家、8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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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自主研发的防摇摆技术
服务航空航天工程

河南矿山生产车间焊接机器人作业场景

驼人集团新型防护产品核心物
料——纺熔非织造布（SMMS）生产线

河南亚都建设的河南省医用防护用
品重点实验室

长垣城区长垣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