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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9月14日上午，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齐
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制药）
1000车间包装线上，两条铝塑包装线不停运转，
生产好的药片在这里进行装盒、过秤、捆扎等工
序。车间负责人曹丽站在生产线旁，正在抽检
包装好的药品，仔细检查密封等情况。

而在针剂生产车间外，一箱箱包装好的盐
酸昂丹司琼注射液正在进行装车，将经深圳出
口至美国。

3.48亿元！今年8月，齐鲁制药完成产值创
历年单月产值新高。

在疫情影响下，齐鲁制药为何能交出一份
亮眼的“答卷”？封闭运营、全力生产、加大研发
……齐鲁制药董事长刘文民向海南日报记者道
出了背后的原因。

“8月7日晚12时，我们793名干部员工带
着行李连夜回到公司待命。”刘文民说，疫情之
初，企业也曾受到原材料供应和物流运输等因
素的影响，对此，省工信厅、海口市政府、海口高
新区等多部门帮忙协调运输通行证，确保了材
料供应和产品销售。

原材料、物流等堵点打通后，齐鲁制药便全
力以赴投入生产，“封闭运营期间，公司除2条非
市场急需产品生产线外，其余10条生产线开足
马力生产。”刘文民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公司的
生产研发也没落下，70个在研新产品在疫情期
间均照常研发实验。

随着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齐鲁制

药在做好常态化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朝着全
年目标产值迈进。目前，齐鲁制药12条生产线
已全部恢复生产。

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8月，齐鲁制药完
成产值 23.9 亿元，纳税 2.57 亿元，同比增长
57%，有8个产品实现首次出口，累计出口注射
剂3381万支，新获得7个国际注册产品批文。
出口额同比增长86%。

疫情下的逆势上扬，得益于齐鲁制药不断
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变。

记者了解到，齐鲁制药去年3月完工的抗肿
瘤高端脂质体生产线全年产值超5亿元，今年
10月，还将有2条生产线开工建设，预计明年3
月完工。

而投资近7亿元的高端智能制造项目也在
顺利推进，“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投产，投产后
年产能可达冻干制剂2400万支，小容量注射剂
6000万支，固体口服制剂100亿片。”刘文民告
诉记者，该项目以先进智能化设备及信息化技
术手段为载体，结合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从原
料、辅料、包材的车间物流调度、工单下达到成
品出入库的全程自动化操作，项目建成后，将大
幅提升企业制造能力及产品核心竞争力。

“接下来，我们还将努力开拓国内外新的市
场，促进公司国际贸易提质增量。”刘文民表示，
该公司将继续提高研发投入，布局了多个新型
药物制剂产品。

“在省市政府的努力和协助下，我们有信心
也有决心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助力海南医药
产业发展。”刘文民说。（本报海口9月14日讯）

封闭运营、加大研发……8月齐鲁制药产值实现逆势上扬

精准抓防疫 奋力保生产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挖土、播种、幼苗上袋……9月14日下午，
走进位于琼海市大路镇的世界热带水果之窗
基地，工人们顶着烈日在苗圃里抓紧干活，追
赶因疫情耽误的工期，争取备好更多果苗。运
营该基地的海南盛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大农业）总经理王俏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自8月下旬重启果苗运输销售以来，该
公司出售果苗达10万株。

来自海口的吴先生便是订购“果苗大军”
中的一员。8月初，吴先生联系盛大农业订购
了400多株黄金果果苗，计划在海口云龙镇种
植。受疫情影响，吴先生无法亲自前往琼海
领取果苗，果苗也无法通过快递送达，看着无
法按期将果苗种下，他显得有些着急。

像吴先生这样，因为疫情而无法采购果
苗的农户还有不少。王俏告诉记者，果
苗运输不出去，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企
业销售额的下降。为了减少疫情影
响，盛大农业利用疫情生产间隙进行
基地维护。货物、人员无法远距离流

通，该公司便招收基地附近湖仔
村、马寨村的村民进场作业。进场
前，工作人员会仔细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及核酸检测结果，做好人员
登记后，有序组织工人施工。

庆幸的是，随着当地疫情防控形势稳定
向好，从8月27日8时起，琼海有序解除静态
管理。此时，盛大农业也早已蓄势待发，全员
上岗，重启果苗运输销售。每天早上6时，大
批工人戴上草帽手套、穿上水鞋，前往苗圃工
作，只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备好果苗。

9月以来，基地迎来了不少货车。在重
启果苗运输销售的同时，盛大农业也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在基地出苗区，不少载着嫁
接樟木的货车陆续驶入。在出苗区前，该公
司设置隔离区域，货车驶入出苗区会经过消
毒池，每辆车需经过消毒才能装货。而在果
农前往基地领取果苗前，工作人员也会及时
查看农户及随行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

记者在该基地看到，经过浇灌和养护的
果树枝繁叶茂。湖边，新建了霍比特人小屋、
婚庆平台等设施，工人戴着口罩正在进行最
后的收尾作业，不久后基地将面向参观游客
开园营业。

据了解，盛大农业已从南美洲、东南亚等
地引进热带新奇特水果400余种，其中燕窝
果、冰淇淋果、手指柠檬等150多个品种已试
种成功。

王俏说，待疫情结束后，希望这些从琼海
出发、前往各市县的果苗能更好地扎根琼岛
大地，助力热带水果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本报嘉积9月14日电）

海南盛大农业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果苗销售运输

防疫不松劲 基地育苗忙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9月14日，文昌市铺前镇铺前中心渔港项
目现场，数十名工人将6根直径超过一米的管道
整齐排列，将坑池两两相连，为后续码头建设中
港池疏浚环节做好接收沉淀物的准备。

百米开外，起重船上塔架轮转，数十个水泥
筑成的沉箱等待下水；更远之外，围堰充填沙
袋、基槽开挖等工作有序进行……

“这一切来之不易。”项目业主方文昌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坤鸿，看着眼
前忙碌的场景感慨道。

铺前中心渔港是省重点项目，将打造集渔
船停泊、避风、鱼货装卸、物资补给、水产品加工
和渔贸交易、渔业研发、休闲渔业旅游等功能于
一体的中心渔港。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项目的施工步伐。

“以项目急需的沉箱为例，其预制工厂在洋
浦。疫情发生后，水上航路中断，沉箱无法及时
到位，对施工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铺前中心渔
港项目生产经理杨凯捷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企业及时将问题反馈给省里有关部门，通过
层层沟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将沉箱及
时运到了现场。

“文昌市相关部门解企业所急，及时解决问

题。”吴坤鸿举例，项目现场施工的工人有390多
名，工人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铺前镇政府安排
专门的医护人员到项目部采样，避免项目工人和
社会面接触，助力项目实现闭环管理。

“正是有了这些帮助和服务，项目施工才能
尽最大可能赶进度，为高效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力。”文昌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丁斓说，不仅是在铺前中心渔港，
公司正在进行的文昌市庆龄保健院项目、文昌学
校二期配套项目、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基础
设施项目，都得到了文昌市相关部门的高效服
务，从而确保生产建设不断档。

丁斓举例，文昌市质监站与住建局通过组
织对施工现场工人每日核酸检测和对工地防
疫管理、人员登记、场所消杀等方面的专项检
查，补齐疫情管控短板，查补防疫措施
漏洞，使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更有针对
性；文昌市交通部门指导项目货运
车辆办理通行证，确保材料顺利运
送到项目现场；面对项目现场工人
紧缺，文昌市发改委协调相关部门
应急补充施工人员……

“政府为企业发展撑好‘暖心
伞’，企业干活干得更带劲了。”丁
斓说。 （本报文城9月14日电）

文昌以高效服务疏通企业发展堵点

撑起“暖心伞”企业干劲足

快评

■ 韩慧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市场主体有活力，发展就有动
力。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须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恢复
提振经济。为此，要高效统筹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以坚
定企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精准精
细服务是关键。为助企发展强信心，
我省接连出台系列助企纾困帮扶政
策，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稳
信心就是稳预期、稳市场。一方面，
要加快完善服务企业机制和助企纾
困政策，加强政策宣传，推动政策落
实，让企业应享尽享政策“及时雨”；
另一方面，还需在“链式复工”上下更
大功夫，下沉一线摸准企业“痛点”、
打通生产“堵点”，做到精准对接、精
细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在复工复产、
交通物流、人员返岗等各个环节遇到
的困难，解决上下游产业链实际难
题，切实打消企业顾虑，帮其提振信
心，轻装上阵。

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
作为市场主体，广大企业也要鼓足干
劲，抢抓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带来的机
遇，咬定既定目标不放松，积极发挥
主观能动性，主动对接惠企政策，将
其转化为发展动力，以超常规的举
措，从危机中寻生机，早日实现复工
达产，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咬紧牙关，同向发力，拿出超常
规的决心和力度应对当前困难，我们
定能攻克难关，为冲刺全年目标蓄满
动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企业有活力
发展有动力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9月14日凌晨4时许，儋州市峨蔓镇下浦
村，中咨集团项目现场主管兰韬在企业项目
工作群发布了一条复工好消息——下浦港大
桥6#墩0号块砼顺利完成浇筑，标志企业复
产取得“开门红”。

下浦港大桥，是央企中咨集团承建的海
南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
儋州取消临时性静态管理后，中咨集团坚持

“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做好常态化防疫，全
面复工复产。

经过16小时的连续作业，0号块砼完成
浇筑，让现场蹲点协调的兰韬倍感振奋。不
仅如此，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33个主要
施工作业面全面恢复生产，路基、路面、桥梁、
防护等工程加紧施工。

“海南省、儋州市相关部门，主动深入企
业，倾听企业诉求，‘一对一’破解企业难点，为
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中咨集团建设事业
部工程管理部副经理、中咨集团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项目党总支书记王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畅通物流——省交通运输系统为该企业
全面复工复产开通“绿色通道”。疫情发生后，
中咨集团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需要从岛
外运来钢筋等大量原材料。得益于强有力的
交通保障，货畅其流，为生产提供充足“弹药”；

保障人力——下浦港大桥、鱼骨港大桥、
光村大桥，是保障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进
度的3个关键性节点。儋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和白马井镇、峨蔓镇等属地政府密切联
动，保障100多名建设人员从生活区到工作区

“点对点”闭环管理，实现生产作业不断档。
……
贴心的政务服务，为中咨集团加快复工

达产注入“强心剂”。
9月以来，中咨集团从四川、湖北、湖南、

贵州、海南等地陆续调集建设人员，新增加7
个专业施工班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
的全部建设人员增加至1100多人。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咨集团有
序新建水稳基层拌和站、沥青拌和站、桥梁构
件预制厂，加快材料、机械进场速度。

“今年以来，企业已完成产值5.2亿元，全
年将实现9.6亿元的目标，有望超额完成原计
划的产值任务。”王健说，中咨集团将扛起央
企责任担当，扎根海南，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
目建设，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当前，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工程儋州段驶
入建设“快车道”，目前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57%。项目建成后，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海南
公路网结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促进沿线地
区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那大9月14日电）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工程儋州段驶入建设“快车道”

服务更周到 施工不断档

稳产保 运转不停

① 9月14日，在文昌铺前中心渔港项目现场，工人进行
围堰砂袋铺装工作。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② 在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工人搬运果苗。
甘月美 摄

③ 9月14日，在齐鲁制药包装线上，工作人员抽检药品。
本报记者 郭萃 摄

在儋州下浦村，中咨集团承建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儋
州段下浦港大桥在施工。 姚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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