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海归创业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责编：孙亚慧 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20年2月26日 星期三

湖南长沙宁乡市灰汤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张伯良总算
是松了一口气。

疫情导致运输班车中断，他心急如焚，自家养的灰汤
鸭和土鸡运不出去，喂养成本也增加了。是一对“85后”
海归夫妇把车开到家门口，还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
张伯良的滞销产品，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帮助张伯良的这对夫妇是生鲜品牌“老农快线”的创
始人张鑫和张芹。夫妻俩曾在瑞士和新加坡留学、工作，
回国后扎根乡村，成为“新农人”。他们在灰汤建有农庄
基地，还努力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方式。

这段时间，“老农快线”的线上订单增长了120%，夫
妻俩从 1月 28日恢复线上生鲜配送服务以来，每天从基地
直采食材，冷链车配送至长沙市区，再提供“无接触”的
安全配送。市民通过手机操作，就能买到生鲜产品。

考虑到还有更多像张伯良这样因运输受阻、无法销售
产品的农户，张芹与丈夫决定通过线上订购与网络直播的
方式，将田间地头的农产品送出去。在张芹的直播间里，
消费者既能欣赏田园美景，还能实时了解农庄生态养殖与
种植情况，“粉丝们”也很喜欢这种呈现方式。

“直播+助农”为农户们的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
道，可谓一举多得。这一车车，拉走的是农户滞销的产
品，给农户留下的是致富的信心和盼头。

针对防控期间社区居家隔离、企业复工后员工健康管理
的现实需求，近日，浙江省欧美同学会理事、杭州宇链科技
有限公司合伙人陈柏臻所在企业紧急研发推出“出入通”门
禁助手，并免费向社会开放使用。该系统可有效解决疫情防
控期间摸排纸质登记时间长，反复登记效率低、感染风险大的
问题，助力社区、楼宇精准排查，提高防疫登记效率，避免门口
人员聚集，减少疫情感染风险，实现社区、企业精准排查。

“出入通”门禁产品打通个人用户和管理者入口，通过执
勤人员对登记者扫码，达到无接触、快速验证审核的效果，
出入人员门禁数据可精准定位可疑人员。小区、楼宇、企业
作为信息统计入口，可以将第一手防疫信息、返城返工信息
和相关记录精准记录保存，在保护用户隐私数据的同时，为
居民、社区、管理部门搭建信息流动桥梁，做到人员可控、
可查、可找。通过“出入通”小程序，管理者可获得每天进
出人数、体温状况、来源地、目的地、是否到过疫情高发区
等，并将信息自动汇总为数据报表。通过大数据分析，方便
快速应对疫情，为未来常态化信息管理奠定基础。

做好防疫工作
复工复产有序进行

在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内，全面复工复产的“战鼓”已敲响。

2 月 20 日，经过黄埔区质监站的一

系列检查，迈普医学总部建设工地已符
合复工要求，正式复工。之后，工地项
目部将分别在每天的上、下午对各区域
进行消毒处理，所储备的防疫物资也能
够满足今后几个月的使用需求。

2008年，在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生物
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袁玉宇回国，创
立了从事再生医学材料及再生医用植入
器械研发的迈普医学。如今，公司已成
为行业内的代表性企业。

建立员工个人健康档案、全员戴口
罩、全员测体温……2 月 10 日，迈普医学
开始复工；1 周后，生产线复产；2 月 20
日，总部基地建设工地复工……迈普医
学的复工也是许多海归企业的缩影。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迈普医学克服
疫情带来的困难，做到复工、抗疫两不

误，安全、有序地组织恢复生产运营。
记者了解到，迈普医学公司疫情防

范应急小组特别制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
防护指引》，明确疫情防控中的注意事
项，严格执行消毒措施，同时做好防控
物资发放和使用。

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广州高新区的
另一家海归科创企业——普理司科技有

限公司。在科技攻关和技改的基础上，
该公司仅用 3 天，就将公司的 3C 产品质
量检测机改造为柔性AI视觉全自动口罩
机，这也是全国首例使用了人工智能技
术的口罩机，它能够利用计算机视觉进
行鉴别和操控，实现口罩的全自动生产。

随着广州复工复产企业数量不断增
加，对口罩等防疫物资生产数量提出了
新挑战。已具备量产能力的普理司科
技，单机产量可达每分钟 120 片，日产
口罩15万片，口罩产能的提高为安全复
工复产设置了防护屏障。

曾于1997年赴美国马凯特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的崔彤哲，回国后在北京中关
村创立了海纳医信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医学影像和远程医疗服务。

1 月 29 日下午，一场特别的远程会

诊在广州、深圳、珠海三地进行，由钟
南山院士担任组长的广东省新冠肺炎重
症病例会诊专家组，对广东 5 例危重症
患者进行了第一次远程会诊。会诊持续
了 3 个多小时，来自 5 家医院的 10 名专
家参与其中。会诊所使用的广东省远程
医疗平台，正是由海纳医信与中国联通
合作承建的，目前已覆盖 20 家省级医
院、56 家县级医院、一期 690 家乡镇卫
生院和100家试点村卫生站。

连日来，线上办公成了海纳医信复
工复产的主要方式。尤其对于公司的技
术研发团队来说，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也在远程复工中最大化地保证工作
效率。“对于我们的研发人员而言，在
家中拥有电脑和网络环境的基础上，可
以保证 60%—70%以上的工作效率，把
对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对于不具备
远程办公条件的市场营销部门来说，目
前的工作仍在停顿当中，能做的只有等
待。”崔彤哲对本报记者说。

放弃春节假期
开足马力恢复生产

机器隆隆作响、生产原料准备充足、
佩戴口罩身穿防护衣的工人忙得热火朝
天……从年初一开始，洁特生物过滤股
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就一直是这样一幅紧
张而忙碌的场景。而现在，复工复产企
业逐渐增多，原材料紧缺现象得到一定
缓解，洁特生物的产能得到进一步恢复。

这是一家由“老海归”袁建华创办
的企业。1992 年，袁建华曾以访问学
者、博士后和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和传染病系
工作。就在不久前，主营生产实验室耗
材的洁特生物刚刚登陆科创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医疗防护
用品短缺的情况下，洁特生物迅速恢复
生产，启用原本拥有的一条标准口罩生
产线生产折叠口罩。而在政府部门的帮
助下，公司在 1 周之内就完成了二类医
疗器械注册申报。

“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凌晨1点还在
为我们公司办理审批手续，让人非常感
动。政企一心抗疫情，我们就算是亏
损，口罩也绝不涨一分钱。”袁建华说。

厂房内，原材料经由机器裁剪，持
续不断地生产出口罩半成品，再由工人
熟练地添加鼻钳和面罩带，然后迅速打
包入袋。工厂的许多工人是外地务工人
员，从春节假期被召回直到现在，全力
以赴投入生产。

尽管如此，这条非全自动的生产线
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为应对产能不足，洁特生物决定另
外订购多条生产线。经过与上游设备生
产工厂的反复协商，终于利用仓库现有
设备新建了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极大地
提高了公司防疫物资的生产效率。

广州归谷科技园与洁特生物组织联
合技术攻关，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
上，为口罩生产线植入特种纳米材料滤
芯层，由此可将一次性医用口罩过滤率
从70%提高到95%以上的水平。

放弃春节假期，复工直到现在的海
归企业还有很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斯坦福大学进
行博士后研究的邓杏飞是国盛医学的董
事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公司
首席科学家的他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
关，在 1月 21日成功推出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盒。

40余名员工提前复工，夜以继日地

奋战在生产一线。2月7日，国盛医学联
合洲明科技捐赠的首批3840人份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送达广东省疾控中
心，两家公司联合捐赠了 2 万人份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目前，我们正在与深圳大学合作，
联合开发超快速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
目。这种方法也是采用 PCR 检测，我们
希望能够在30分钟内完成从采样到得出
检测结果的全过程。”邓杏飞告诉记者。

提供政策优惠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复工复产过程中，企业存在哪些困
难？如何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逐步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保障
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在成都，曾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
读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的海归徐蕾是
当地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
她所在的服务中心直属于成都市经济与
信息化局，致力于为成都中小微企业提
供公益性扶持服务。疫情发生后，徐蕾
带领服务中心开展了帮扶中小企业的专
题行动，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疫情、解决
复工复产难题。

得知成都斯马特科技有限公司和普
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采购口罩生产
设备的需求后，徐蕾和同事们立刻行
动，帮助企业进行协调，尽快解决开工
难题。发问卷、调物资、宣政策、助融
资……这段时间以来，她所在的服务中
心已经为成都聚科精密、太平洋药业等
109 家企业发布复工物料、上下游业务
对接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共计400余条。

6 万只口罩、110 把体温枪、500 件
酒精消毒用品，这些防疫物资通过协调
已送往包括永星电子、彩虹集团等在内
的 100 余家企业，解决了企业复工时的
防疫物资短缺问题。

针对企业的信用融资需求，徐蕾还
与同事们收集了 15 家中小企业、共计
8200万元的资金需求，组织中国银行、光
大银行等 10 余家金融机构与企业开展

“一对一”融资对接活动。与此同时，还
与平安银行、成都银行等7家金融机构合
作开发“战‘疫’信用贷”产品，应对疫情
防控期间企业面临的现金流困难。

开展线上人才招聘交流活动也是徐
蕾和同事们的服务重点。通过举办“成
都中小企业春季（线上）人才招聘会”，帮
助企业应对“用工难”，也为求职者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从大年初三开始放弃春
节休假、坚守岗位一线的徐蕾，现在仍
在服务企业的最前线忙碌着。

2月17日，位于南星街道白塔岭社区
的杭州市级众创空间海归驿站开始正式
复工。刚一复工，海归驿站就迎来了上城
区科技局联系南星街道的两位复工“店小
二”。他们的使命是为企业排忧解难。

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并确保企业复工
复产无障碍，98 名“店小二”深入走
访、展开“扫楼式”宣传，将惠企、援
企、助企政策直接送上门。

“您好，我们是南星街道复工‘店
小二’，公司在复工中有什么困难吗？”

在海归驿站，“店小二”带来了政
策利好。科技局将对新认定的孵化器和
众创空间给予资金支持，海归驿站拿到
补贴的可能性很大，这让海归驿站服务
中心主任胡晓敏感到振奋。“除了疫情
得到控制之外，这是我一个月内听到的
最让人开心的消息了。感谢政府雪中送
炭。”胡晓敏说。

科学防疫，海归企业复工复产进行时——

铆足劲儿，开工了！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央和
地方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导政策，越来越
多的海归企业复工复产。更
有一些直接服务疫情防控的
海归企业，从春节期间就放
弃了休假，开足马力、全力
生产。

战“疫”·有我①

凌晨4点，从新西兰留学归来的刘文娟和同事们已经
忙活起来了，他们要悉心熬制重庆中医少林堂的防疫汤。
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有辖区内的单位和社区工作人员陆续
前来领取汤药，然后免费送至30余家单位。

作为国家级非遗针灸类“刘氏刺熨疗法”项目传承
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刘文娟的父亲刘光瑞带着她迅
速行动起来，开出中医药方，熬制清热解毒、养阴润肺的
防疫汤。药方中考虑到了重庆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和饮
食习惯等因素。

从抗击“非典”到“5·12”汶川地震，刘文娟与父亲
多次参与过防疫救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截至 2 月 24
日，少林堂的防疫汤已连续供应25天，使用了800多公斤
的药材及配料，共熬制药汤1.2万多升。

在支援重庆的父老乡亲抗击疫情的同时，刘文娟与父
亲也开始“跨省作战”。少林堂与位于湖北武汉的汉江中西
医结合医院展开了联合抗击疫情行动——通过微信视频等
方式，与武汉的医生一起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老农快线”盘活生鲜
业 丰

凌晨4点的防疫汤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助力返城复工

海归开发软件显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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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杏飞 （左） 带领团队成员正在做产品研发。邓杏飞 （左） 带领团队成员正在做产品研发。 居民通过“出入通”扫码程序，完成身份识别和便捷进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