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二 责编：邓梅 美编：黄健 ENTREPRENEURS' DAILY
4 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s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 33 号附 1 号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9 月 23 日，郑州医美健康产业集团董

事长、郑州市濮阳商会会长邢鸿飞携 19 家

爱心企业，向郑州市社会福利院捐赠了一

批价值 421989 元的爱心物资，为福利院的

老人和孩子们送去了温暖。

此前的 9 月 16 日，“助力脱贫攻坚 创

建慈善城市”2020 年“郑州慈善日”捐赠活

动在河南郑州高新区大学科技园举行，邢

鸿飞向郑州市高新区的社区老人、困难群

众捐赠了总价值 1303.7 多万元的医疗设

备。

这仅仅是邢鸿飞向社会进行捐赠的一

个缩影，创办企业以来，邢鸿飞已经向全国

各地的群众进行了几百次的捐赠，捐赠医

疗产品的价值已经超过了 4 亿元。

郑州慈善总会会长姚待献说，医美集

团和邢鸿飞的社会担当精神，必将得到应

有的荣光，兴业润世。

邢鸿飞说，我们发展企业的目的，就是

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做慈善公益是我毕生

坚持的事业，我会把公益慈善事业永远做

下去。

退伍不退色
创办郑州医美健康产业集团

郑州医美健康产业集团位于郑州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 11 号，主要从

事医用影像器械、临床检验器械、物理治疗

器械、中医器械、医用康复器械、医用软件

和可穿戴式产品的研发、生产，产品商标

198 个、产品专利 199 项，两家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两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下辖 6
家全资子公司。

邢鸿飞 2007 年到北京消防总队服兵

役；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承担国家体育

馆安保消防工作，因工作出色，被奥运会组

委会和北京消防总队评为优秀士兵。

2009 年退伍后，邢鸿飞为减轻政府工

作安置压力，放弃了政府安置工作的机会，

选择了自主创业，创办了郑州医美健康产

业集团。

医美集团是率先建立科学完整的家庭

健康生态理念的专业化集团，下辖郑州医

美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医美健康

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州医美理疗康

复医院有限公司、郑州易圣医疗电子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静美医疗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郑州永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医用成像器械、临床检验器械、物

理治疗器械、中医器械、医用康复器械和医

用软件等医疗健康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

2019 年 12 月 1 日，郑州市濮阳商会在

郑州正式成立，邢鸿飞担任会长。

抗击疫情
青年一代更应该冲锋在前

邢鸿飞说：“抗击疫情，青年一代更应

该冲锋在前，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是我要始

终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向优

秀党员学习。”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春节还

未开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打乱了

所有人的假期计划，每个人都在关注着疫

情的变化，每一条新闻都牵动着亿万国人

的心。面对疫情，每个人都在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量，医生、警察、社区工作者等等，他

们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贡献让人动容，同

时也激励着其他人积极加入抗击疫情的队

伍，为祖国做贡献！

在疫情期间，邢鸿飞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奉献着自己的青

春。

今年自疫情爆发以来，在邢鸿飞的带

领下，医美集团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河南省

委省政府、河南省工商联等各政府部门的

工作要求爱心捐赠活动，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及时进行捐款捐

物、申请生产医用产品，全力以赴开展工

作，多措并举开辟服务通道，展现了一名民

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发生以来，邢鸿飞本着“为健康天

下人、做天下健康事”的企业宗旨，累计捐

赠防疫防护物品物资近 1800 多万元，为社

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他们捐款捐

物情况有：

1 月 26 日，医美集团向河南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的“弛援鄂豫抗击疫情”行动捐

款 5000 元；

1 月 27 日，医美集团向河南省红十字

会捐赠 100000 只医用口罩。

1 月 29日,医美集团向郑州绕城设卡值

班的公安民警，送上了 600 只口罩，20 箱方

便面，20 箱矿泉水，消毒液、60 余袋板蓝

根。

1 月 31 日，医美集团向濮阳市工商联、

濮阳市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 33 万元的医

用口罩 10 万只，消毒液 5吨，体温枪 10 只。

情系家乡濮阳柳屯镇，捐赠医用口罩 1 万

只、消毒液 1 吨、体温枪 10 只。

2 月 4 日，医美集团向郑州市慈善总会

捐赠医用酒精 200 箱，总价值 20 万元。

2 月 18 日，医美集团向郑州市花园口

黄河大桥卡口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捐赠

100 盒一号方茶饮，以及 20 桶消毒液、20方

便面、20 矿泉水等。

2 月 18 日，医美集团向河南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二支队卡口执勤公安干警捐

赠 100盒一号方茶饮，以及 20 桶消毒液、20
方便面、20 矿泉水等。

2 月 19 日，医美集团向河南省委宣传

部新闻处捐赠护目镜 100 副，一号方代茶

100 盒。

2 月 19 日，医美集团向郑州市高新区

石佛办事处捐赠一号方代茶 150 盒供给卡

口执勤人员，向高新区梧桐办事处捐赠一

号方代茶 200 盒供给卡口执勤人员，向高

新区双桥办事处捐赠一号方代茶 100 盒供

给卡口执勤人员。

3 月 15 日，邢鸿飞通过濮阳红十字会

向濮阳市希望工程抗击疫情捐款 1000 元。

4 月 29 日，医美集团通过郑州红十字

会向伊河路小学、淮河路小学、互助路小

学、中原区实验幼儿园复学捐赠可视远红

外测温设配 4 套，及医美集团生产的气触

媒消毒缓释贴 100 贴，额温枪 100 把，总价

值 17.55 万元。

9 月 16 日，邢鸿飞向郑州市高新区的

社区老人、困难群众捐赠慢病物理治疗仪

100 套，民用口罩 10 万只、额温计 100 个、

失眠症免费治疗卡 10000 张，总价值 1303.7
多万元。

9 月 23 日，邢鸿飞携 19 家爱心企业，

向郑州市社会福利院捐赠了一批价值

421989 元的爱心物资，为福利院的老人和

孩子们送温暖。

奉献爱心不停步
在企业设立“慈善事业部”

在工作中，邢鸿飞政治立场坚定，积极

拥护党的领导，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事业执

着追求，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作风扎实，生

活作风严谨，专业技术精湛，有较强的开拓

创新和组织领导能力。

邢鸿飞在企业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慈

善事业部”，每年积极参与团省委举办的助

学日活动。打造就业平台，优先安置退伍军

人。积极鼓励所属企业员工子女入伍参军，

退伍后再回到企业就业。目前，退伍军人中

在集团公司担任高管的有 7 人，担任中层

领导的有 10 人。

2016 年 7 月 23 日，邢鸿飞赴洛阳洛宁

县涧口乡高湾村村民委员会捐赠一个慢性

病物理治疗中心及 40 台医美科技产品康

复电位治疗仪；

2016 年 8 月 3 日，邢鸿飞赴巩义新中

镇敬老院捐赠米、油、面等生活物资，包含

30台医美科技产品；

2016 年 8 月 6 日，邢鸿飞赴郑州荥阳

市环翠峪东沟村捐赠一个慢性病物理治疗

中心及 70 台医美科技产品康复电位治疗

仪；

2016 年 8 月 27 日，邢鸿飞赴南阳市镇

平县玉都肖营小学捐赠生活学习用品及现

金；

2017 年 6 月 1 日，邢鸿飞赴洛阳洛宁

县高湾村小学为全校师生赠送运动鞋等；

2017 年 7 月 20 日，邢鸿飞赴濮阳县马

白邱村扶贫村委捐赠了 5000 元现金和医

美科技产品康复电位治疗仪，向特殊困难

家庭捐献爱心资金 3000 元；

2017 年 7 月 21 日，邢鸿飞赴鲁山镇

李窑村捐赠了价值 3000 元现金及医美科

技产品康复电位治疗仪，同时担任“八方

援”河南省青联助力精准脱贫扶贫组第五

组组长，其间与驻村第一书记做好助力精

准脱贫工作，2017-2018 年春节贫困户慰

问，2018 年 6 月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8 名

学生面试环节，几年后将获得中专教育学

历及职业技能上岗证书。资助村小学升级

改造，学习桌，会议桌，升级小学厨房及餐

厅。

邢鸿飞十分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关注

民生，热衷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爱心

工程”、“希望工程”、“孝心工程”、“慈善工

程”等公益活动，多次被“河南省希望工程

办公室”、“濮阳市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给予表彰。

重视科学发展，
打造健康医疗业“医美”品牌

邢鸿飞是医美健康产业的开拓者、领

导者，以让天下人都健康为企业理念，奉行

以人为本、诚信至上、科学管理、热情服务

的宗旨，重视科学发展，开拓创新，发明了

国际领先国内首创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医

美”系列产品。

医美集团被河南省科学技术厅评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导产品电位治疗

仪被誉为“高新技术产品”，同时还被中国

质量认证标准协会誉为“国家权威机构认

证质量信得过好产品”，被中国亚健康学术

研讨会誉为“中国消费者首选健康产品”。

在大健康领域“医美”全新品牌战略的

推动下，医美集团全力打造标准、安全、及

时、丰富的“研发+生产+供应+服务”O2O、
C2F、C2M 一体化直通 RPS 产业模式：家庭

健康产品装备网络电商平台和慢病物理治

疗康复医院（门诊）连锁体系。以产品优势、

资源优势、价格优势全面打造慢性病物理

治疗领域的集聚型理疗康复医院（门诊）垂

直云商品牌。

为落实河南省工商联十二大二次执委

会精神,坚持“千企帮千村”的工作机制，医

美集团作为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单位,作为

从事医疗健康产品研发生产企业,依靠医美

优势，健康扶贫，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医美集团创客空间是以促进区域化健

康领域人才交流, 服务新兴大健康业态,解
决退伍兵就业为目标的服务机构。医美集

团创客空间现有 1600 平米以上的工作区,
为有从事健康产业意愿的退伍兵提供完善

的办公环境及专业的办公协助。

在成长的过程中，邢鸿飞积极进取、乐

于奉献，取得了一个个金光闪闪的荣誉：

2008 年荣获“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个人

贡献奖”；2011 年荣获“郑州新长征突击手”

荣誉称号；2012 年荣获“河南省模范团干

部”荣誉称号；2012 年荣获“第三届濮阳青

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2013 年荣获“郑州

市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2015 年荣获

“河南省质量兴企科技创新型诚信企业

家”；2016 年荣获“第三届郑州市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2016 年荣获“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者”称号；2018 年荣获河南省诚信兴

商宣传月活动“诚信之星”；2018 年荣获“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2019 年荣获 2018年度“突出贡献奖”。

邢鸿飞说，从 2018 年 3 月开始，为响应

健康中国和精准扶贫的号召，医美集团做

出决定：为全国每个深度贫困村村级卫生

室捐赠一套价值 29800 元的慢病物理治疗

设备，服务贫困村村民健康，减少因病致贫

的情况发生，到 2020 年底完成全国行的目

标，医美集团所捐赠产品的总量将超过 3
万套，产品总价值超过 5 个亿。

青年才俊志向高 公益慈善做得好
———记郑州医美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邢鸿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他们或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或在后方默默奉献、捐款捐物，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在河南省郑州市，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为抗击疫情而努力奋斗的优秀青年企业家。1990年出生，今年刚刚30岁的邢鸿飞，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荫郑州医美集团和郑州市濮阳商会开展健康扶贫活动。

荫邢鸿飞向郑州市高新区的社区老人、困难群众捐
赠价值 万元慢病物理治疗仪。

荫邢鸿飞向郑州市社会福利院捐赠价
值 万元爱心物资。

荫郑州慈善总会会长姚待献（左）向
邢鸿飞颁发“乐善”匾牌。 荫邢鸿飞当选为郑州市濮阳商会会长。

荫荣获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