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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疫”合肥新站高新区企业彰显力量
项磊

4 月 9 日，
《中国企业报》记者
从安徽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 区（简 称 合 肥 新 站 高 新 区）获
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肥新
站高新区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挺身
而出，一边奋勇战“疫”，一边积极
复产，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彰显出“新站力量”。

制，合肥京东方也在省、市、区有
关部门的支持和产业链上下游的
通力合作下，解决相关问题，实现
全面复工。同时，合肥京东方医
院还派出医疗队，前往武汉一线
抗击疫情。
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裁、合
肥区域总经理张羽说，各级政府
给了京东方很多支持和关心，
“物
流保障，供应链方面，都给予了很
大支持。
”

普尔德医疗用品支
援全球二十多个国家

政府部门驻点支援，
为企业排忧解困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合肥
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简称
合肥普尔德）在农历腊月二十九
向已经放假回家的员工们发出了
紧急倡议书，并积极组织原材料、
设备、物资等。
企业在大年初三复工复产，
开始加班加点生产各类紧缺的防
护物资，包括防护服、隔离衣等，
为湖北、安徽等地尽力提供各类
应急物资。合肥普尔德副总经理
徐志栋告诉记者，虽然是过年期
间，但员工们都积极响应政府和
企业的号召，
“防护服生产线上的
200 多名员工，几乎都回到企业，
加班加点工作。
”
从那时起，
合肥普尔德就在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克服各种困
难，不断提高产能，将医务人员急
需的防护服、隔离衣、口罩等防护
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战“疫”一
线。而在国内疫情防控趋势向好
的时候，国外抗疫战场又日趋紧
张，合肥普尔德 600 多名员工来不
及休息，
又继续满负荷生产，
向
“国
际战场”
输送战
“疫”
物资。
徐志栋告诉记者，目前合肥
普尔德每天能生产约 2 万件防护

元琛环保口罩生产车间
服，15 万片口罩，
“这些物资，会发
往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伊朗等全球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

元琛环保“黑科技新
型口罩”开始量产
同样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元琛环保），也一直为抗击
疫情贡献力量。
2 月 20 日，元琛环保从湖北省
环保厅了解到，
武汉火神山医院的
配套医疗垃圾焚烧炉紧急需要除
尘滤袋。随后，在短短 5 个小时
内，元琛环保就完成了 120 条纯
PTFE 覆膜针刺毡滤袋的生产、包
装，
当天就全部发往武汉。除此以
外，远程环保还定制了 2000 套隔
离服，捐赠给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为医护人员提供紧缺防护物资。
不久前，元琛环保又开发出
一种新型“黑科技”口罩，并开始
推动量产。元琛环保董事长徐辉
介绍说，公司基于对膜材料性能
及复合工艺的深入研究，通过抗

菌 PTFE 纤维空气过滤材料技术，
开发了一款抗菌纳米膜防护口
罩。
“这款口罩结合了纳米抗菌材
料和 PTFE 纤维材料，在具有过滤
作用的同时，
还有抑菌作用。
”
据介绍，这款新型口罩抑杀
细菌的种类广、效率高，过滤效率
达到 99.99％，且透气性好，目前正
在加快量产速度。

克服多种困难，京东
方全面复工
作为新站高新区以及安徽省
显示产业的“带头大哥”，合肥京
东方也在严密开展疫情防控的同
时，
带头复工复产。
据了解，半导体显示产业素
有“全天候不停产”的特性，合肥
京东方作为行业领军者，在春节
期间也一直保持生产状态。前
期，受疫情影响，合肥京东方也暂
时出现了上游产业链厂商复工延
迟、原材料跨省运输困难、生产人
员紧缺等问题，对产能提升带来
一定影响。
但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

1 月 29 日，合肥普尔德发现有
一批生产原材料已到合肥，但物
流第二天下午才能送货，公司急
等生产，多次找物流加急取货，却
无法协调好。无奈之下，公司只
好求助于新站高新区相关部门，
希望帮助协调快取。
“听到我们的困难后，新站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当天下午
就前往蜀山区物流公司分中心，
跨区协调物流。”合肥普尔德副总
经理徐志栋说，经过两小时查找，
终于找到并加急取回 40 万件生产
原材料，让合肥普尔德当晚就投
入生产。
“另外，我们有不少原料、设
备都要从省外调运，远的有广东、
广西、河北等地。如果有一个小
的零件没到，都可能会让生产停
滞。”徐志栋说：
“ 有一次，防护服
及口罩生产所需的熔喷布、密封
胶条、纺粘布等原材料，在山东无
法运出，新站高新区经贸发展局
就赶紧帮我们对接滁州一家企
业，
保障了原材料的优先供应。
”
疫情期间，合肥泰沃达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遭遇资金周转困
难。对此，新站高新区领导到现

场 办 公 ，帮 企 业 协 助 解 决 问 题 ，
“在不到一周左右时间，通过调拨
资金，解决了我们流动资金的困
难。”资金到位后，企业的运转开
始趋于健康和正常，目前整体复
工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

主导产业链企业基
本完成全面复工
在采访中，合肥新站高新区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支持
企业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全面复工复产，新站高新区从
2 月初就出台了《新站高新区企业
复工复业备案工作方案》，并建立
了全覆盖包保体系。
“由经贸局等
部 门 联 合 组 成 22 个 2 人 督 查 小
组，负责全区 237 家规上企业。各
社区管委会对口其余属地企业，
做到不漏一户、不留死角。”新站
高新区还制定出台了《关于全力
防控疫情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发展
的若干意见》，从支持防疫企业提
能扩产、加强生活必需品保障、加
强要素保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减免企业房租、给予税务支持、稳
定工作岗位等方面，制定了 10 条
举措，
帮助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据介绍，疫情期间，合肥新站
高新区主导产业中的 20 家重点企
业保持生产。其中，
京东方合肥工
厂始终保持三分之一员工不间断
作业，彩虹液晶公司 2 月份当月产
值达到历史新高，
较去年同期增长
48.3%，获得了国务院督查组的充
分肯定，
并作为典型进行推广。
截至目前，合肥新站高新区
共有 356 家企业已开工，返厂员工
累计近 4.7 万人，其中，规上工业
企业复工 113 家，复工率 93%,经
济体量占比达 95%，主导产业链
企业基本完成全面复工。

特殊时期长虹美菱生物医疗 5100 万冰箱项目挺进中原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4 月 7 日，就在全国医疗企业
铆足干劲生产医用产品的时候，
中国生物医疗领域再度传出产品
落地交付发车捷报。长虹美菱旗
下生物医疗企业中标的 5100 万河
南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冷链设备医
用冰箱项目，首批产品正式成功
发车河南。
此次首批入驻河南疾控系
统，包含了美菱生物医疗两款 5 系
医用冷藏箱和双系统冷藏冷冻产
品，通过该系列科技产品输往中
原市场，将为河南地区疫情防控、
医疗卫生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两张
“王牌”
发车河南
发车仪式当中一款屡次上镜
中央电视台的产品，同样赫然在
列，发车入驻河南。这就是有着
雷神山医院“砝码”的“结霜终结
者”——5 系精品医用冷藏箱。其
搭载了“M+能量芯”电源管理系
统，结合全风冷设计，整机节能效

率提升 40%以上；7 路感温探头，
温度控制更精准；采用涡流风道
制冷系统，翅片式蒸发器，能够彻
底解决存储结霜的烦恼，堪称医
用冰箱“结霜终结者”。
除此之外，另一款被称为此
次中标王牌产品之一的医用冷藏
冷冻箱 YCD-EL289，是一款集制
冷系统、安全系统兼优的药品及
生物制品存储设备。产品采用双
系统双压缩机独立控制，能使冰
箱迅速制冷，并且制冷后保持温
度均匀，此外，还具备高低温等 8
种声光报警功能，医疗物品存储
将更安全。
长虹美菱生物医疗总经理曲
耀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两
张“王牌”的发出，将推动品牌向
高科技研发方向不断探索。长虹
美菱生物医疗将以自主创新替代
简单模仿，用双芯靶向制冷对标
传统的双机复叠技术；用全新风
冷技术取代了普通直冷技术，依
靠双压缩机双系统取代了单压缩
机单系统，实现了对冷藏箱、冷藏
冷冻箱这两个细分市场的品质升

首批长虹美菱河南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冷链设备医用冰箱正待发车
级，助力我国疫情防控、医疗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

刷新中标纪录
彰显科技实力
事实上，
河南疾控系统对于产
品的科技要求极高，
长虹美菱在众
多竞争对手中，
凭借着科技创新的
出众中标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河南省免疫规划冷链设备采购

项目”，5100 万也成为长虹美菱生
物医疗单笔最高项目。此次进军
河南省疾控系统，
不仅是科技实力
的彰显，
同时也为长虹美菱生物医
疗稳固市场渠道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中国医
疗产品在探索科技的同时，更匹
配服务水平的战略升级。长虹美
菱生物医疗除了王牌产品，更对
市场用户许下承诺，赠送五年保
修品质黑金卡，持有黑金卡的用

户，在长虹美菱生物医疗官方微
信公众号注册后，即可享受五年
免费保修的增值服务。
科技品质与黑金卡服务双轮
举 措 ，推 动 品 牌 市 场 的 不 断 延
伸。近年来，长虹美菱生物医疗
迅速抢占国内外市场，版图迅速
扩张，截至目前，生物医疗旗下产
品已遍及全球市场及全国各大医
院、高校、疾控中心。此次河南疾
控项目的顺利发车，将向河南疾
控系统递出“金字招牌”，并将品
牌号召力覆盖延伸全国乃至全球
疾控消费市场。
“唯创新者强”
，
美菱生物医疗
一直秉承并践行着长虹美菱的
“创
新”
精神，
在发展历程中，
不断践行
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宗旨，
用行动和
成绩向业界展示了其过硬的深冷
技术实力。作为长虹美菱布局深
冷行业的
“王牌军”
，
美菱生物医疗
进一步完善了长虹美菱自身的产
业链，促进了产品多元化，加快了
长虹美菱白电综合王国蓝图的构
建布局，
成为我国生物医药设备研
发生产的重要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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