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4 日，中国石化决定，针对当前全

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口罩核心原料紧缺的

局面，利用自有原料生产优势，立即组织货

源，快马加鞭建设 10 条熔喷布生产线。

熔喷布是口罩的“心脏”，用于医用口罩

中间的过滤层，具有很好的过滤性、阻隔性、

保温性和吸附性。中国石化将积极开展产业

链合作，加快节奏直接生产熔喷料、熔喷布和

口罩，尽快形成新的医用口罩原料和口罩产

能。

据了解，中国石化此次将投资约 2 亿元，

在北京燕山石化和江苏仪征化纤两家企业抓

紧建设熔喷无纺布（即熔喷布）、纺粘布生产

线。北京燕山石化将建设 2 条熔喷布生产线

和 3 条纺粘布生产线，每天可生产 4 吨 N95
熔喷布或 6吨医用平面口罩熔喷布，这些原

料可以生产 120 万片（4 吨伊30 万片/吨）N95
口罩，或者 600 万片（6 吨伊100 万片/吨）医用

平面口罩。除熔喷布外，每天还可生产纺粘布

42 吨，纺粘布用于口罩内外层，具有抗紫外

线、稳定性和透气性好、耐腐蚀等特点。该项

目力争在 3 月 8 日实现熔喷布部分投产。

仪征化纤将建设 8 条熔喷布生产线，每

天可以生产 8 吨 N95 熔喷布，或生产医用平

面口罩原料 12 吨，这些原料可以生产 240 万

片 N95 口罩，或生产医用平面口罩 1200 万

片。该项目将于 4 月中旬陆续建成投产。

渊国资委网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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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两辆满载着 60 吨次氯酸钠的

罐车从湖北潜江安全发往武汉。自 1 月 26日

湖北可赛公司次氯酸钠生产线紧急恢复生产

以来，满负荷运行，每天驰援武汉水务集团 60
吨净水药剂，满足了武汉自来水杀菌消毒需

求，为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保卫

战提供了物资保障。

危急时刻，使命在肩

消毒液告急……随着疫情防控的推进，

武汉防疫物资缺乏问题突出。

1 月 25 日正是大年初一，为确保武汉自

来水净水药剂供应，可赛公司接到命令，要求

次氯酸钠生产线紧急开工。武汉胜则湖北胜，

湖北胜则全国胜。在打赢湖北保卫战中，可赛

公司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兵工企业的

使命担当。该公司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

大的政治任务、最重要的职责使命，全力以赴

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

重任面前，彰显担当。可赛公司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成立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迅速制定疫情防控应对措施，紧急

落实各项防控工作，进入“战时状态”。

次氯酸钠生产线的员工们，面对凶险的

疫情义无反顾于 1 月 26 日重返岗位，投入到

没有硝烟的激烈战斗中。

各岗位人员各尽其责，落实落细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大家每天“全副武装”上岗，值守门

岗 24小时监管、监控，为进厂员工测量体温，严

把进门关，每天定时对所辖区域进行消杀处理。

门岗处还设立了废口罩集中桶，按时销毁废弃

口罩。该公司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值带班制度，

公司领导密切关注员工工作状态和生产线运

行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实际问题。

无惧考验，坚守一线

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紧的关键阶段，

尤其是疫情防控主战场武汉，急需全国各地

增援。同在疫情严重的湖北，可赛公司的员工

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不畏艰险、逆向而行，开足

马力 24 小时满负荷生产次氯酸钠，全力保障

武汉自来水厂杀菌消毒需求，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

1 月 28 日，可赛公司亮出了“中国兵器北

化研究院集团湖北可赛化工助力武汉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的横幅，传递了可赛公司战胜

疫情的决心和信心。装载次氯酸钠的罐车紧

急驰援武汉，这些平时容易生产的净水药剂，

在疫情期间显得格外珍贵，彰显了兵工人的

大爱！

先锋引领，勇往直前

在这场特殊的阻击战中，党旗始终高高

飘扬，支部就是坚强的堡垒。37 名党员组成党

员突击队，汇聚在鲜艳的党旗下，站立在冲锋

队伍前。

“随时待命！”

“我是党员，我顶岗！”

“把好关，站好岗。决不让疫情从我们这

里扩散！”

……

突击队员、氯车间主任何国亮，副主任董

红波从正月初二恢复生产那天起一直坚守工

作岗位，既是生产指挥员，又是生产操作员。1
月 30 日，潜江市实行交通管制，员工上下班

出行困难。管制当天，部分员工不能及时赶到

单位，党员突击队员积极顶岗，并协调员工出

行。

2月 1 日，襄阳卫东控股集团紧急从可

赛公司运输次氯酸钠驰援武汉，可赛公司党

员突击队员杨超、林江、王胜利、刘俊连夜加

班灌装次氯酸钠，并想方设法解决产品装运

中的各种困难，最终确保了 20 吨次氯酸钠及

时发往武汉。

危难关头，方显本色。在党员突击队员勇

担当、冲在前、做表率的战斗姿态鼓舞下，员

工群众始终坚守在一线、奋战在一线，全身心

投入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中，履行了央企的

使命担当。截至目前，该公司驰援武汉自来水

净水药剂近 1400 吨，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

汉保卫战贡献了力量。 渊谭顺兰 鲁军冤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江西赣江新区桑海集团严格贯彻落实新区疫

情防控工作部署，科学安排，精准施策，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工农业复工复产，坚持两

手抓、两不误。

工业有序复工复产

2 月 26 日，在桑海集团江西气门芯厂宽

敞的制管车间里，十多个戴着口罩的工人正

在紧张地忙碌着，生产江铃汽车配套的汽车

油管。“原来在这个车间正常生产时的工人有

40 多个，自复工以来，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我们实行了错峰上班。”江西气门芯厂副厂

长胡建华介绍说。

桑海集团严格遵守新区复工要求，对所

有复工的企业人员进行摸底调查，确保复工

员工及家人没有重点疫区人员接触史。集团

要求各复工企业对厂区及生产车间每天定时

消毒，所有复工员工必须佩戴口罩，进出必须

测量体温，包括耳温枪、洗手液、口罩、84 消毒

液、酒精等所有防疫物资必须准备充足才能

复工复产。

南昌思瑞化工有限公司作为江西省重点

医疗应急防控物资 84 消毒液的生产企业，是

桑海集团第一家复工的企业。从 2 月 2 日复

工复产第一天起，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在防疫

期间，按规定佩戴口罩，早、中、晚三次体温检

测，实行封闭式管理，集中在厂内吃住，杜绝

与外界人员接触。

南昌济生制药在 2 月 14 日复工的前一

天晚上，济生制药每个员工的微信上都收到

一份《南昌济生制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

手册》，内容涵盖“如何做好工作期间的防

护”、“如何做好居家防护”、“如何做好个人防

护”、“你需要知道的新冠肺炎知识”、“就医应

注意的事项”等五个方面，共 50 条。为指导员

工在疫情期间对工作、生活的防控、防护做好

引导。

目前，桑海集团在继续做好对新冠炎肺

疫情科学防控的同时，集团的龙头骨干企业

南昌桑海制药、南昌济生制药、江西气门芯

厂、南昌思瑞化工等已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农业春耕春管不误
一年之计在于春，连日来，天气晴朗，阳

光明媚。桑海集团各农业分场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规范管理，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田间

地头一派忙碌。

在桑海集团白马庙分场中草药种植基地

瞿麦区，分场职工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戴着口

罩分散在地里除草。白马庙分场场长胡支红

介绍说，现在正值中草药种植春管的关键时

候，分场按照集团为确保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提出的“一戴两消毒”防疫工作要求，做到凡

是到田间地头劳动的职工必须戴口罩，进出

时使用的劳动工具必须消毒，并且必须是分

时、分段劳动，避免人员聚集。

在该分场中草药种植基地掌叶覆盆子区，

一台小型挖掘机正在半人高的掌叶覆盆子中

间进行除草作业。胡支红介绍说，这是他们根

据今年防疫的情况想出来的新做法。掌叶覆盆

子之间的间距很宽，往年都是职工们用锄头和

镰刀除草，需要大量的人力。今年，由于不能人

员聚焦，他们发现小型挖掘机在掌叶覆盆子间

距中间可以行走，便试着用它在基地掌叶覆盆

子片除草，结果发现用小型挖掘机除草，不但

节省了人力，而且效率更高。

据了解，桑海集团 5 个农业分场的中草

药种植基地目前种植的道地草本、木本中药

材有瞿麦、连钱草、掌叶覆盆子、枳壳、白芨等

20 多个品种，共计 3000 余亩，每年可为分场

职工人均增加千元以上的收入。 渊袁骏冤

义煤集团：
崤函电力公司
多措并举抗疫情

自疫情发生以来，河南省义煤集团崤

函电力公司严格落实集团疫情防控具体工

作部署，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先锋模范作用，强化责任落实，全力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

该公司疫情防控工作措施：一是利用

微信群、电话通知等方式，将让疫情防控精

神贯彻到各基层单位。二是禁止人员流通，

要求各区站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安排好值

班工作。三是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保持通讯

24 小时畅通，各基层单位每天上报疫情信

息，确保本单位不出现异常情况。四是做好

调度中心、办公楼等公共场所消毒及外来

人员登记核查工作，确保本单位职工家属

不外出走动。五是要做好供电保障，坚强支

撑疫情防控工作。强化安全生产统一应急

指挥，坚决确保矿区电力供应，要求全体干

部职工切实做好自己的防护工作，强化防

范意识，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六是加

强公共卫生的管理。做到对会议室、人员密

集场所、职工食堂等公共场所每日至少一

次消毒，保持室内通风换气，确保空气流

通、清洁卫生。 渊通讯员 司英歌冤

ROHM 开发出
Web仿真工具“ROHM
Solution Simulator”

全球知名半导体制造商 ROHM（总部

位于日本京都）面向汽车和工业设备等电

子电路设计者和系统设计者，开发出可以

在解决方案电路上一并验证功率元器件

（功率半导体）、驱动 IC 及电源 IC 等的

Web 仿真工具“ROHM Solution Simula原
tor”，并在 ROHM 官网上公开了该工具能

支持的 44 个电路解决方案。

“ROHM Solution Simulator” 是 在

ROHM 官网上运行的电子电路仿真工具。

从部件选型和元器件单体验证等开发初期

阶段到系统级的验证阶段，各种仿真工作

都可以在 Web 上执行。

迄今为止，ROHM 提供了很多帮助用

户解决每个开发流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方案，例如，通过仿真真实地再现产品电气

特性的 SPICE 模型、通过流体分析来验证

发热现象和散热效果的热设计支持等。最

近，ROHM面向汽车和工业设备领域，致力

于开发并支持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提供

大功率的功率元器件产品和驱动功率元器

件的 IC 产品性能的应用电路。 渊林伟冤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如何保

障疫情防控物资的采购供应，确保职工生命

健康和安全顺利复工生产是企业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

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与时间赛跑，超

前做好疫情防控物资采购供应工作，上下联

动，共克时艰，全力为疫情防控和复工生产

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不但有效阻止了疫情

在厂区的扩散，而且确保实现了顺利复工复

产。

疫情防控，使命担当，责任重于泰山。“疫

情防控期间物资保供任务重，大家一定要提

高思想认识，把防疫保供工作作为当前一切

工作的重中之重，动用一切力量千方百计确

保物资及时采购发放供应！”早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开始打响之际，该厂党委就迅

速召开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把保障疫

情防控的物资采购供应列入首要工作议程，

安排物资管理部门快速做好疫情防控物资的

采购供应。

作为物资供应和经营管理的总负责人，

该厂经营副厂长陈帮金为筹备防控物资的采

购供应积极协调、多方联系各种渠道，保障干

部职工在复工复产后都能得到有效防护。“虽

然现在保供任务重，但我们对质量把控丝毫

没有放松,做到精准发放、按需发放。发放和领

取情况严格建立台账，做好登记，并及时进行

公示，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陈帮金在接受

采访时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超前物资准备。“万

分感谢您对我们厂物资采购工作的支持和帮

助，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1 月 26 日，该

厂物资管理部技术员王国强接到紧急工作任

务，急需采购一次性防疫口罩 2000 只，纯度

75%以上的医用酒精 50kg。他通过电话与多

方联系，因特殊时期疫情防控物资尤其是口

罩及酒精消毒剂紧缺，面临着“一罩难求”的

困境，电话打了十几家均处于断货状态。但他

知难而进，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与淮北矿业集

团煤联公司洽谈成功，及时供应到位。

兵贵神速，一声令下，立即执行到位。1 月

27 日，淮北矿业集团职防院通知发放防疫消

毒液。此时，春节期间一直留守在单位值班的

物资管理部副部长任春云第一时间联系油库

组织领取消毒溶剂桶 43 只，同时立即安排人

员及运输车辆疾驰淮北将消毒液拉回厂里，

并第一时间发放到各个基层单位及时进行现

场消杀消毒。据了解，临选厂是集团公司第一

家迅速反应到职防院现场领取消毒剂的单

位。该厂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实际，需要采购第

一批手持式医用红外线温度计 20 只，任春云

经过各种办法与供货商取得联系，后由淮北

矿业集团煤联公司供货配送至该厂，并进行

集中现场指导使用。

在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发放的同时，复工

生产物资供应同样重要。“宋部长，现在已全

面恢复生产，咱们现在的生产物资是否能够

做到及时保供？”“走，我带你到那边现场看看

物资发放情况吧。”跟着该厂物资管理部部长

宋晓艳来到物资发放现场，只见这里既有供

应商在送货，也有不少基层生产车间的领料

员在领货，人人都正确规范地佩戴着口罩、手

套等防护用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工作忙而

不乱。生产所需物资氯化钙、聚丙烯酰胺、空

滤等一应齐全，物资准备充足。

“自复工以来，基层生产车间技改、生产

任务繁重，氧气、乙炔使用消耗量大，加上疫

情期间物资供应困难，氧气、乙炔曾连续 3 天

无法正常供应。我们面对这种状况一方面积

极协调联系厂家，另一方面积极向淮北矿业

集团物资分公司反映生产实际状况。后经努

力协调，淮北恒发气体有限公司送氧气、乙炔

各 55 瓶，有效解决了生产检修物资短缺的难

题，及时保障了选煤生产。”该厂物资管理部

党支部书记朱利杰介绍道。

生产需要是命令，及时保供是使命。该厂

牢固树立全厂一盘棋的思想，随时掌握“家

底”，严格出入库管理制度，精准采购和发放

各项物资，实现了疫情防控和复工生产物资

两保障、两不误。 渊石启元冤

南京扬子石化：
疫期生产也要严把产品质量关

南京扬子石化周密做好疫期生产安排，严把产品质量关，针对原料中硫含量、硫化

氢、润滑性等变化较大的情况，及时做好生产环节加样分析，满足客户质量需求，确保了

燃料油顺利出口。日前该公司向国外市场出口燃料油 1 万余吨，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图为该公司烯烃厂操作人员对原料进行采样监测。 李树鹏 摄

海尔热水器
2019年销量全球第一

随着欧睿国际发出的一份调研报告，

2019 年全球热水器销量之争正式划上了句

号。报告显示，海尔以 20%的市场份额获得全

球电储水式热水器销量第一。这也是海尔第 8
年蝉联全球第一。那么，支撑它的是什么？其

实是安全，安全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在选

择热水器时也是一样，海尔热水器的防电墙

功能为每个家庭的洗浴安全做出了保障。

用电环境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相当重

要的一环，如线路老化、无防潮防水功能、布

局不合理等就会导致安全隐患的存在，而热

水器内部又同时会有水存在，水是会导电

的，所以相比于其他电器，热水器的事故风

险会更大。以印度为例，当地气候炎热，降雨

量大、生活环境潮湿，再加上基础设施落后

用电不稳定等情况，常常在人们洗浴时发生

漏电安全事故。权威机构做过相关统计，印

度 92%的家庭环境存在漏电的危险。

防电墙热水器就正好能够有效应对漏

电事故，在事故发生时将电压降低到人体

能承受的 5V 以下，保障用户洗浴安全。海

尔热水器根据当地的现有情况，将防电墙

技术引进印度，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用户的

欢迎，2019年印度销量占比增长了 16%。除

了印度，在其他国家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成

绩，2018 年在俄罗斯实现 29%的增长，2019
年在泰国则实现 57%的增长。

在用户需求的推动下，除了基础的漏

电预防，防电墙也经历了技术“三级跳”，从

最开始的防电安全防护技术到全方位绝缘

技术，再到地线异常提醒技术。而这项技术

目前也从海尔的专利科技发展为国家标准

和国际标准。在国内，每 10 台畅销型电热

水器就有 7 台搭载了防电墙技术，守护了

全球超过 1 亿家庭的美好生活。

随着用户越来越高的洗浴需求，也拉

动了热水器的产品升级，在保障安全的基

础之上，健康又成了新的诉求。海尔热水器

先是推出了灭菌除垢、智能抑菌 2 大用水

健康场景，解决洗澡水灭菌除垢的问题，让

用户回家就能放心洗浴。另外与中国标准

化协会共同制定的《电热水器抗菌、除菌和

阻垢功能要求》标准，也于 2 月中旬正式立

项，保证用户洗浴用水的水质健康，为每个

家庭带去舒适健康的用水环境。 (苏民)

越是艰险越向前
湖北可赛公司近1400吨净水药剂驰援武汉

临涣选煤厂战“疫”一线物资保供成“硬核”

桑海集团：
防控复工复产两不误

中国石化
速上 10 条熔喷布生产线

●白马庙分场职工在中草药基地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