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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好药中国造”是我一直追求的梦想
——访全国劳动模范，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波
郭子健 彭新启

“这份荣誉是国家对我们集团
在抗疫期间取得的成绩的肯定，
我
只是这份集体荣誉的代言人。”近
日，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广州白
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波说，在
疫情面前，广药集团责无旁贷，捐
赠超过 2000 万元急需药品及物资
送往武汉等地。
坐镇指挥
保证应急药品及时供应
张春波担任白云山中一、
奇星
两家公司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总指挥，
全面统筹部署，
一方面，
通过建立健全防控防疫机制、
制度
及队伍，逐级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全面保障员工健康安全；另一方
面，确保安全生产、复工复产所需
的资源协调到位，
在 1 月 28 日提前
复工复产，保证应急药品及时供
应。
农历大年初三，
张春波赶回到
公司上班，按照“不提价，不停工，
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公益为上”的
要求，
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张春波
回忆说，
在得知武汉缺少防疫物资
时，
公司迅速捐赠一批安宫牛黄丸
等医药物资到武汉抗疫前线。与
此同时，
按照
“三线三云”
（供给线、
防控线、纪律线，云办公、云商务、

云招标）的原则，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工作。
在安宫牛黄丸、
加味藿香正气
丸以及防风通圣丸被列入国家卫
健委诊疗方案后，
张春波快速组织
调配各项资源，
积极开展复工复产
工作，
在原材料价格不断升高和复
工复产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优
先满足湖北等重点地区的药品捐
赠和供应。
跑赢时间
火速完成磷酸氯喹片复产
作为广药集团大南药板块的
负责人，
接到广州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指挥部要恢复磷酸氯喹生产
的指示时，
张春波非常清楚完成这
项任务的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他组织协调光华药业快速锁定解
决
“生产技术工艺问题”
和
“原料问
题”两大关键点，重新找到以前的
技术人员、
蹲点上游企业找到生产
所需要的原材料，尽管艰难，张春
波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
的速度恢复磷酸氯喹片的生产。
很快，
20 名科研技术人员投入
磷酸氯喹片的生产工作，连续 3 天
不间断进行复产技术攻关，
通过夜
以继日的努力，
在短短的两周内就
完成了恢复生产的各项工作，
“2 周
的时间做了以前 2 个月的工作量。
”
张春波感慨地说。与此同时，
张春
波还安排近 60名生产及检验人员，
连续 4 天 24 小时不停工，
完成首批

产品生产检验，
使正式上市时间较
计划又提前3天。
勇担责任
缓解抗疫物资紧缺难题
2 月 12 日，广药集团下达了支
援口罩生产的通知。
“通知当天，
我
立即组织动员党员骨干，
组建了 30
人的党员突击队支援广药集团口
罩生产。其中，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
业党员占 11 人，
担负起口罩生产突
击队的建设和管理重担。”张春波
说，
经过 5 天日夜奋战，
最终完成了
口罩生产的培训、厂房改造、生产
线组装、设备调试、工艺技术攻关
等工作。2 月 18 日，广药集团正式
投入口罩生产作业。2 月 22 日，口
罩生产量突破 10 万只，
截至 4 月下
旬已累计生产口罩 400 多万只，极
大缓解了口罩用品紧缺的难题。
疫情期间广州市民广泛使用
的“穗康”小程序也是由广药集团
与腾讯集团共同开发的。
“经过团
队自主开发出
‘穗康’
小程序之后，
人们把目光聚焦到线上，
最开始第
一周全部实现免费邮寄口罩，
后来
采取抽签的方式。穗康登记人数
已达2000万，
成功购买的口罩量的
人数超过 1400 万。
”
张春波说，
面对
职工群众的迫切需求，
广药集团每
天都有上千人负责后台跟踪服务
与物流派送登记工作，
有效杜绝了
人员聚集的可能。
回顾疫情期间的各项具体工

张春波
作，张春波认为，国有企业党建工
作必须与生产经营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
基层党组织才能形成强大的
组织活力。张春波说，
党建与业务
工作互相促进，有利于落实“一岗
双责”的使命。为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向抗疫劳动
者致敬，
广州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前夕进行了
“广州榜样”
发布，
张春
波作为抗疫劳动者受到表彰，
获得
“羊城抗疫英雄”的称号。9 月，讲
述白云山中一药业抗疫历程的作
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逐梦品质
好药中国造》被评为“企业抗疫优
秀成果”
，
在光明网文化频道《最美
企业之声》专栏展播。
张春波是从基层销售一线做

起，一路成长为企业负责人的，他
深知：品质好药源于创新、质量和
人才。这些年来，
张春波通过创新
市场科研联动机制，
推动顶层设计
体系研发；
始终坚持
“精益求精”
的
质量理念，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
推动实施人才
强企战略，
注重工匠精神的弘扬和
培育，带领团队获得“全国工人先
锋号”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等荣
誉，还涌现出广东省“五一”巾帼
奖、广州市企业最美员工、广州好
人等一大批医药工匠。
“从大学毕业生，到一线销售
员到现在成为企业负责人，
‘品质
好药中国造’是我一直追求的梦
想。
”
张春波说。

建设雪域高原水利工程贡献光和热
——记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西藏卓于水库工程项目经理部
刘满堂 米玛次仁

在西藏山南卓于水库大坝主
体工程建设过程中，
中国水电基础
局卓于水库工程项目部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
确保工程建设在高
质量、高安全的标准下顺利进行，
提前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创造了
用 36 个 100%工程验收合格率、36
个 90.9%优良率，
蓄水深度达 40 米
以上未发现一处渗漏迹象的优异
战果。
精心部署抓推动
由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总承包，
承建的西藏山南卓于水库
工程，是一项工艺技术复杂、工序
繁多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卓于水
库工程项目部参建人员克服高寒
缺氧、环境恶劣、地质条件差等诸
多困难，
以
“艰苦不怕吃苦、
海拔高
追求更高，
发奋图强、
乘势而上”
的
基础人精神，
在卓于水库工程项目
经理陈龙带领下，提前 14 个月保
质保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西藏山南卓于水库工程主要
任务以灌溉为主，兼顾城市供水，
属Ⅲ等中型工程。项目为当地材
料坝，
坝顶高程 3957.0m，
最大坝高
58.81m，坝 顶 轴 线 长 452.0m。 工
程主要建筑物由碾压式沥青混凝
土心墙砂砾石大坝、放空输水洞、

溢洪道以及附属建筑物等组成。
工程计划总工期 36 个月，计
划于 2018 年 9 月开工，2021 年 9 月
完工。实际施工中，
通过中国水电
基础局有限公司精心组织，
工程实
际施工于 2018 年 9 月进场做准备
工作，2018 年 10 月正式开工，2019
年 12 月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较合
同工期提前了 14 个月。
建一方工程 造福地方百姓
施工中，
卓于水库工程项目部
坚持以“建好卓于水库，交放心工
程”为目标，重点对安全、质量、进
度等方面进行管控，
为公司后续承
接类似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项目部积极践行
“建一方工程、树一方丰碑，造福
地方百姓”的服务宗旨，充分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尽可能地聘用当
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同时还通
过当地各级政府与当地老乡沟通
协调，使用当地挖掘机、装载机、
自卸车重要设备参与到施工中，
协助他们成立了施工队、机械设
备队、运输队。
截 至 目 前 ，已 有 当 地 群 众
9000 余人次参与工程建设，45 辆
自卸车、6 台装载机、15 台挖掘机
投入到卓于水库工程建设中，
累计
为当地群众创收金额达到 3300 余
万元。与当地群众沟通协调过程
中，未发生冲突性事件，得到了山

南市、
自治区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
肯定，
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科技创新为核心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卓于水库工程开工以来，项
目部克服了各种各样的恶劣自然
条件和技术难题。突出的技术贡
献有：1、高海拔地区石方开挖采
用二氧化碳致裂技术应用与研究
在卓于水库工程成功应用，促使
工期提前了 5 个月之久，在无火工
产品的情况下，完成了放空输水
洞、溢洪道高边坡的石方开挖施
工，施工速度快，并形成了完整的
施工技术成果。成功解决了不具
备火工产品爆破、施工环境复杂
条件下的隧洞和边坡石方开挖难
题，也规避了炸药在建库、采购、
运输、储存等诸多方面风险。石
方开挖采用二氧化碳致裂技术是
一种具有本质安全特性的石方开
挖技术，在高原高海拔复杂环境
条件下具有很强的推广意义和较
大的应用价值。2、综合导截流技
术研究成功并应用，促使卓于水
库工程大坝填筑、沥青混凝土心
墙工期提前了 12 个月。
根据西藏地区后续水利工程
规划，类似的综合性水库工程将
越来越多，在汛期进行导截流和
防洪度汛安全成为了一项施工的
难题，卓于水库工程汛期综合导

截流技术应用成功后，可以达到
在保证安全度汛的情况下做到工
程正常施工，大大地提高了经济
效益与缩短了工程总工期，在今
后类似工程中具有很强的推广意
义。水库工程安全度汛与导截流
系统综合施工技术应用与研究成
功，在卓于水库工程应用效果良
好，全面提高了工程施工进度，节
约了大量施工成本，经济社会效
益明显，技术方面获得了较大的
突破。
完成重要节点
下闸蓄水目标 获得各项荣誉
2020 年度，在按工期计划顺
利完成各项施工任务的同时，项
目部积极与参建各单位沟通，完
成了各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和单
位工程的质量评定与验收工作。

同时积极协助业主单位与自治区
质量监督机构的联系，编写并完
善各项施工报告和总结，先后完
成了蓄水安全鉴定、移民与库底
验收（包括自验、初验和终验）、下
闸蓄水阶段验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顺利实现了既定的水库下闸
蓄水目标。
至 2020 年 11 月，工程项目迎
得自治区级以上各项检查达到十
余项，2019 年卓于水库项目代表
全自治区通过水利部质量考核。
项目部先后获得了中国水电基础
局有限公司、天津市、西藏山南市
等奖励二十余项。主要有文明施
工单位、
“青年文明安全示范岗”、
质量管理先进项目部、安康杯、安
全标准化先进项目部、
先进职工之
家等，还获得“2019 年度天津市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