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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峰医药全资子公司景诚制药爱心赠药助群众抗流感防病毒
加生产排班，采取24小时作业生

每年冬春季节为呼吸道传

染病高发时期，为了帮助困难群

2020年1月，景峰医药全资子公
药

抗流感防病毒”春节节前慰

问及病毒防治医疗常识下乡宣

该产品能快速促进临床症状及

1月19日-21日，景诚制药总

童回春颗粒是由羚羊角、水牛

传活动。

经理郁华军和药品研发技术人
员携带儿童回春颗粒、心脑宁胶

囊等多箱药品和春节慰问品在
当地政府干部的陪同下前往修
文县扎佐镇，对贫困家庭进行爱

心赠药慰问和呼吸道传染病的
防治知识讲解，帮助困难群众抗

流感防病毒，保持良好健康状
态，构建幸福美满生活，受到广

体征的消退，提高临床疗效。儿

运输车辆和分拣人手，确保产品
供应稳定。

景诚制药的爱心义举既传

奋斗者为本，长期保持艰苦奋斗

春颗粒具有着清热、解毒等功

效，在临床中主要对伤寒发热、
急性惊风以及临夜发热等症状

进行治疗，具有清热解毒、透表
豁痰之功效。

研究人员对儿童回春颗粒

同”儿童回春颗粒针对小儿上呼

抑制病毒复制，并可通过对花生

毒、发烧退热具有良好的效果。

三班制，公司物流部联系增加了

制中药制剂。中医认为，儿童回

进行了多项药理学研究。研究结

吸道感染伴发热、对抗流感防病

业协会捐赠给上海养老服务机

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突显

大群众的热情欢迎及称赞。

在此次捐赠药品中，
“景优

入车间参与生产。生产车间岗位

角、黄连、荆芥、大青叶、前胡、桔
梗、赤芍、地黄等20余味中药所

果表明，儿童回春颗粒能够有效

2月17日上午，由景峰医药

供货的6000瓶免洗乙醇消毒液

排班由一日两班制调整为一日

司景诚制药组织了“企业爱心赠

特殊时期关爱特殊人群，景峰医药支持上海医药行业协会
向养老服务机构捐赠6000瓶消毒液

产方式，昼夜不停机出货。公司
各部门干部员工均接受培训，进

众做好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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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景峰医药“以客户为中心，以
的工作作风”的核心价值观，景
诚制药积极参与各项慈善公益

全部运抵上海，支持上海医药行
构。
上海医药行业协会执行副会

持下，这批特殊防疫物资仅用两

液直接送达上海市民政局浦东

了敢为人先的景峰速度。

秋华、唐文青等同志将该批消毒
新区养老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政

接收了这批特殊时期服务于特

常时期”的善行义举表示感谢。

殊人群的防疫专用物资。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文化，充分发挥了医药企业在社

会得知上海市养老机构急需消

会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时刻，经由上海医药行业协
毒用品后，景峰医药旗下贵州景
诚制药第一时间联系协会，总计

提供6000瓶免洗乙醇消毒液，
全部用于捐赠上海市各养老机

四烯酸的代谢过程产生抑制作

协发出《感谢信》，对协会在“非

景峰医药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毕元女士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景峰医药始终坚持
防疫、生产两手都抓、两战都赢

的目标，用4天时间改造生产线
加紧生产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社会做
出应有贡献。

构。收到订单后，贵州景诚制药

用而发挥抗炎作用。从临床反馈

景峰医药与您同行

桃李不言随雨意，亦知终是有晴时。

年，同样的不明原因，同样的传
播迅速，同样的夺人性命。这场
不期而遇的疫情将2020年春节

所有的团聚、欢笑、喜庆、热闹统

统打破，恶魔打开了潘多拉宝
盒，只不过这一次不是糖果，而
是一个个鲜活的、遭受摧残的生
命和家庭。

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

合不止一次派出医疗团队。
2月3

但外出暴露后接触到的任何物

大地，气温回升还会有更多各种

毒的传播更是必不可少。

无患。即便是疫情过去，把酒精

治。一张张请战书，一条条争上

信念，早日驱除病魔，早日同享

冠状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

准酒精品质更好，是疫情期间居

此刻，上下一心，有一个共同的
白云蓝天。

在不断救治患者，抗击疫情

口鼻直接吸入，皮肤，黏膜接触，

断地刷新，主要传播途径包括：
气溶胶传播、不排除粪口传播。

全民抗疫，全民皆兵，疫情

李兰娟院士等国内顶尖专家亲

当前，预防为重。特效药2月3日

一起，各省市组建的优质医疗队

使用到患者身上一切顺利的话

赴武汉，从1月25日农历大年初

病毒出现，做好酒精消毒，有备
严格按照医用药用《乙醇消毒剂

中翘首以盼。幸运的是，祖国没
领导关怀指导下，钟南山院士，

品都需要做充分的消毒，阻断病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李

开始试验，还需要过伦理，真正

醇消毒可以有效灭活病毒，新型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者不能使用。

当然不止是新冠病毒，春回

兰娟院士权威发布说：
“ 75%乙

的进程中，病毒的传播途径被不

让武汉人民期盼太久，在党中央

保护我们切断了口鼻传播通路，

前线的信息打动着所有人的心，

二十八，武汉采取了封城防疫。
有人庆幸逃离武汉，有人在绝望

⸺宋·方岳

最早预期也许要到5月份。口罩

部交付使用，投入疫情患者救

调度。以贵州景诚制药、海南锦

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

情防控应急小组健全联防联控、

切不利于防控工作的言行作坚

医药立即决定捐赠100万元的

等工作机制，科学判断形势，精

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领导，组织
体系高效协同、上下贯通、整体

联动、快速响应，以实际行动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
各项要求，为这场阻击战贡献力
量！

卫生标准》制造，比普通食用标

作为日常杀菌消毒用品也是不

错的选择，防病、治病从自身做
起。

“山川异景，峰月同行”。景

家、外出必备之品。

峰医药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线所需物资，同时响应国家的号

100ml一瓶，小巧、便携，随便装

于为人类提供一流的健康产品

限公司紧急组织生产，上线抗病

洁皮肤、双手，不刺激，又能喷洒

景峰医药第一时间紧急捐赠一
召，责成子公司贵州景诚制药有
毒乙醇消毒剂，希望能够快速地

提供给各位朋友，保护大家健
康，远离病毒。

景峰医药酒精消毒剂酒精

含量75%，高效灭菌、杀灭病毒，

保相关工作的统筹组织与指挥
瑞制药为代表的下属子公司及

时调整生产计划，在保障员工自
身防疫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确保

药品供应，同时积极参与到各属
地政府的行动中，听从指挥、服

从安排、密切配合、联防联控，确
保公司行动与政府组织高度一
致。

在叶总的带领下，公司牢记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牢记“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切实

它 独 特 的 喷 雾 剂 型 设 计，

进口袋和提包，既能随时随地清

在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所有物品

上，灭菌消毒！但要提醒您注意
远离火源，防止起火，更要放在
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孩子
玩耍造成危险，另外对酒精过敏

2月17日，贵州省中医药管

对抗流感防病毒、发烧退热具有

肺炎中医药防治参考方案（第二

粒凭借精湛的配方、良好的疗

理局下发《贵州省新型冠状病毒

前赴后继驰援武汉，北协和，南

日火神山医院，2月8日雷神山全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景峰医药统

炎疫情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在疫

儿童回春颗粒入选
贵州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参考方案

应，景诚制药加大生产力度，增

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王炸组

可治”的信念，消除恐惧心理。
不

全部放弃春节假期，全天候备

供不应求的情况 。为了保障供

仿佛把时光一下子拨回到2003

配送，全程保障药品调配。

小时决策和部署工作。
公司高管

防和治疗效果，目前市场已出现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

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

裁叶湘武先生亲自担任组长，24

因儿童回春颗粒良好的预

一体的大型上市企业，始终专注
及优质服务！与您同行从来不只

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景峰正与您
一路同行！

最后，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向奋斗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
们”致敬，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景峰医药在行动

战，竭尽全力调配一切资源，确

情防控应急小组，由董事长兼总

好，适合广泛应用。

以 奉 献 者 为 荣

新春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

景峰医药第一时间成立疫

安排专车送货，在各方的共同支

来看，儿童回春颗粒服药依从性

全体动员共抗疫情

在今天的捐赠仪式上，上海

市民政局特别向上海医药行业

任。
在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

会体系中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

天时间就送到了上海，再次体现

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葛健、社团
处副处长姜琦等代表市民政局

以 奋 斗 者 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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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秘书长夷征宇、副秘书长孙

活动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来源社会，回报社会”的企业

主办：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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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明确指出在轻型、毒郁上
焦膜原（普通型

初期）、毒舍膜

原入里（重型 中期 进展期）等三
个阶段，可推荐使用儿童回春颗
粒。

前，景峰医药旗下贵州景诚制药

正加班加点昼夜不停加紧生产，
确保市场供应稳定。

假，组织货源，确保抗击病毒的

防护产品、消毒产品、抗病毒、感

冒药品储备充分，为节后复工做

叶等多种地道药材加工而成，具

发的《贵州省病毒性肺炎中医药

方案（第五版）》，在1月23日印
防治参考方案》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
《防治方案（第二版）》所载辨

准把握疫情，把各项防控工作落
细落小落实，及时组织和调整公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勇于同一
决斗争，主动发声，用实际行动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司的生产经营，第一时间了解最
新动态，第一时间组织协调安
排，第一时间予以反馈回应。

同时，景峰医药里的党员同

体系全天候待命，保障紧急运输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可防、可控、

景峰医药下属各地销售和物流

身边亲友和广大群众坚定新型

景峰医药应邀出席
“贵州制造 贵州力量 驰援湖北”出征仪式

2月21日下午，贵州省人民

药品资源。多年来，景峰医药始

驰援湖北”出征仪式。贵州省常

改善患者生命质量”的企业使

贵州力量

副主任何力等领导莅临现场，景
峰医药受邀出席出征仪式。

贵州省作为湖北省鄂州市

管理局召集省级中医专家，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专班运作、分工负责、每日会商

志积极宣传科学防控知识，引导

对口支援省，自1月27日派出第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

细节决定成败，景峰医药疫

准备并随时应对各种突发需求。

据悉，本次下发的《防治方

变迅速，致病危重，药石难及。
儿

针对小儿上呼吸道感染伴发热、

业的担当。
公司多个部门取消休

务副省长李再勇、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地域特点，参考国家卫健

有清热解毒、解表豁痰的功效，

疫前线，彰显了民族药企领军企

效，深受医生和患者的青睐。目

畴，依其发病临床所见辨中医

童回春颗粒主要由羚羊角、大青

药品并联系物流及时运送到抗

政府主办“贵州制造

案（第二版）》
，是贵州省中医药

“湿瘟”病。其发病寒热并见，传

处。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景峰

良好效果。多年来，儿童回春颗

根据中医经典理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属中医瘟疫、戾气范

前最重要的发展任务，确保各级

终秉承“为社会提供优质药品，
命，继1月27日为疫区捐赠价值
100万元防疫药品后，子公司贵

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再次向贵
州省医药行业协会提供儿童回
春颗粒200件。

合抗生素治疗小儿上呼吸道感

出了八支共计1258名余人的医

的儿童回春颗粒为《中成药临床

要由羚羊角、大青叶等多种地道

北。
本次再次组织省内企业提供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单用联

一支援鄂医疗队至今,已先后派
护、公卫和管理人员队伍赶赴湖

据介绍，贵州景诚制药生产

应用指南·儿科分册》推荐用药，

染临床实践指南》推荐用药，主
药材加工而成，具有清热解毒、
解表豁痰的功效，针对小儿上呼
吸道感染伴发热、对抗流感防病
毒、发烧退热具有良好效果，2月

17日已入选《贵州新冠肺炎中
医药防治参考方案（第二版）》。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

证论治原则和处方已经过贵州

柳梢归”
，冬天再久，春天也从来

切，可供在疫情防控临床一线具

医药始终与您同行！

四十余例患者临床验证，疗效确
有中医背景的医师参考使用。

不会迟到，无论寒冬暖春，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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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锦瑞多举措保障供应抗击疫情

修文县委副书记、县长管庆良一行春节走访慰问景诚制药
苦、能奉献的工作精神，各部门

慰问组来到景诚制药生产基地，
看望慰问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景诚员工，向景诚员工致以亲切

慰问和春节祝福，慰问组送上了

慰问金、年旺礼包、苹果、橘子等
慰问物品。副县长唐德富、县政
府办主任罗林、县工信局局长李

丽一同进行了走访慰问。在此之

前，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渝
琪，副县长左军分别走访了景诚
制药。

景诚制药总经理郁华军、人

月份，景诚制药产量大幅增长，
实现“开门红”产销两旺，特别是

从去年年底以来，
“景优同”儿童
回春颗粒、心脑宁胶囊等产品市

水作业，昼夜不停机出货，物流
部联系增加了运输车辆和分拣

人手，确保市场供货。为帮助困

毒防治医疗常识下村宣传活动，
携带儿童回春颗粒、心脑宁胶囊

等多类药品和春节慰问品前往
定点帮扶的修文县扎佐镇一些
村庄，对贫困家庭进行爱心赠药

慰问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知
识讲解。

管县长对景诚制药企业的

实现“开门红”产销两旺，春节期

春节前夕，修文县委、县政

让景诚广大员工充分感受到政

了政府对景诚制药的高度重视，
府的关怀和温暖。

加大生产力度，员工发扬了能吃

海南省药监局调研景峰医药子公司海南锦瑞并予以高度肯定
1月30日下午，海南省药监

及疫情急需药物的生产、质量及

王刚处长带队调研景峰医药子

春 表 示，当 下 疫 情 形 势 依 旧 严

局药品注册与生产监督管理处

公司海南锦瑞，海南锦瑞总经理

王寿春全程陪同并做工作汇报。
海南省药监局生产监督处林海
鸥、陈素红陪同调研。

王刚处长详细查看了海南

锦瑞各生产车间的运行情况，主
要对单磷酸阿糖腺苷病毒药物

保养。新春伊始，生产科和QA、

发货情况进行了解。总经理王寿
峻，公司根据景峰医药的统一部

署，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在做好
自身防疫的前提下，组织员工加

班加点生产，确保药品供应，同
时确保相关工作人员的补休、加
班薪酬等福利落实到位。

王刚处长表示，在此关键时

达岗位，员工们发动自己的亲朋

早上五点多就到公司开始工作。

动车载员工到动车站奔赴海口。

生产准备。生产科配液员工更是
罐装员工需要等待罐装结束后

才能走出车间吃午饭。由于生产
紧张，罐装员工并没有安排员工

由于生产任务紧张，生产一

一开始就陆续回到工作岗位，海
到位。由于疫情影响，海南各个
市县的汽车都停运，很多员工家
都不在海口市区，为了能尽快到

在确保生产的运行的同时，做好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持续蔓

疾病传染的防护措施。相信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景
必将夺取抗击疫情阻击战的胜

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手册，要求全

程中，根据景峰医药的统一部

EHS部门的潘家福同志春

持战斗状态，冲在防疫战斗第一

好海南省委省政府、海口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及时将党中央、

节期间主动放弃休假，每天落实

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广大

前到公司大门，为每一位员工进

省委和市委的关怀温暖传达到
党员干部群众，支持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近日，中共海口综合
保税区工委对战斗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的基层优秀党员、干部、
群众给予了慰问。景峰医药子公

司海南锦瑞总经理王寿春，EHS
专员潘家福获此殊荣。

王寿春总经理在春节期间，

生产运营，保障公司在特殊情况

道，将捐赠的药品及时运抵疫
区。为保障复工员工的自身防疫

安全，王寿春总经理协调各方资

公司的环境消毒。每天早上7点
行体温测量、酒精消毒及发放口
罩。及时收集和了解员工身体健

康情况，做到每日一排查，确保

豁痰的功效，针对小儿上呼吸道

向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捐赠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

织 生 产，全 力 保 证 市 场 药 品 需
求。同时，景峰医药火速支援武
汉等地医护人员开展疫情防护

救治工作，捐赠了价值超过100
万元的药品⸺儿童回春颗粒和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努力为
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1月23日，修文县委副书记、

境的防护措施表示肯定。对企业

领导下，在广大医护人员的辛勤
奋战下，在医药行业同仁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必将取得此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胜利！

署，海南锦瑞等生产单位始终保

县长管庆良来到景诚制药生产

线。中共海口综合保税区工委对

的员工，向加班加点生产，支援

海南锦瑞的表彰，充分体现了保

税区管委会对景峰医药和海南
锦瑞工作的认可。海南锦瑞全体

干部员工将全力以赴，再接再
厉，为抗击疫情做出更大贡献。

基地，看望慰问坚守在生产岗位
抗击疫情，保障市场用药需求的
景峰医药员工致以亲切慰问，对
景峰医药赠药抗疫情防病毒，心

系 人 民 群 众，践 行 企 业 社 会 责
任，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回报
社会的举措表示赞赏。

景峰医药董事长兼总裁叶

湘武先生春节前在全公司下达

动员令，生产单位加班加点，主

要领导干部放弃休假回到一线，
确保生产、仓储、物流等环节不
受影响、不出纰漏。景诚制药前
后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在加强内
部疫情防控基础上，强化生产计

划组织，对原料药车间、制剂车

间、生产包装车间、物流车间统

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做好冬

人手，确保市场供货。

粒分装岗位操作人员郑云燕、赵

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1月

雷梦持续三班倒24小时连续分

“企业爱心赠药，抗流感防病毒”

人员也加班加点进行包装工作，

常识下村宣传活动，携带儿童回

织儿童回春颗粒生产，现分装岗

位仍然采取三班倒24小时不间
断分装，外包也突击包装。为了
确保产品及时出货，景诚制药加

大 生 产 力 度，员 工 发 扬 了 能 吃
苦、能奉献的工作精神，各部门
员工经过培训，自发到车间参与

19日至21日，景诚制药组织了

春节节前慰问及病毒防治医疗

春颗粒、心脑宁胶囊等多类药品
和春节慰问品前往定点帮扶的

修文县扎佐镇一些村庄，对贫困
家庭进行爱心赠药慰问和呼吸

道传染病的防治知识讲解，景诚
制药爱心捐赠药品活动受到当
地村镇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热情欢迎及称赞。

经过科学统筹安排、精心调

产品包装工作。生产车间岗位排

度生产，景诚制药确保儿童回春

日三班制，采取24小时自动化流

地应急使用和外地调拨供应，员

班由一日两班制临时增加为一

水作业，昼夜不停机出货，物流

产品情况、人员情况以及因为疫
寿春先生表示，海南锦瑞作为药
品生产企业，我们在保障企业员

工安全的前提下，有义务且有责
任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承担起我
们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努力的
开足马力，恢复经济，稳定员工
队伍并向疫区提供需求药品。

防护措施以及对生产及周边环

在疫情特殊时期，向疫区主动捐
赠药品体现社会责任表示了肯

定。同时，沈市长表示，市委省委
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企业当前

的困难，保障企业能够在疫情当
前的特殊时期，开足马力稳定生
产。

市长对海南锦瑞复工以来对员

劳，为社会贡献力量。特别是颗

车间均未休假，大年初一继续组

领导介绍了目前海南锦瑞的生

听完王寿春先生的汇报，沈

部联系增加了运输车辆和分拣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今年春节全

沈市长一行来到海南锦瑞，

情的影响给企业带来的困难。王

行。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

作岗位中，春节不休息。车间全

装生产，确保产品产量，外包装

情接待并陪同调研。

工的疫情防护教育、对员工做的

主任代先友、班长秦志珍、提取

国庆、钟志梅、胡海飞、张海燕、

春、副总经理王进宇等负责人热

产情况、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

随着全国疫情持续蔓延，儿

体 员 工 加 班 加 点 生 产，不 辞 辛

在的困难。海南锦瑞总经理王寿

产、销售工作有序有效有力进

生产和休假计划，确保药品生

迅速推进。

车间主任付登林，连日坚守在工

疫情的影响下生产情况以及存

海南锦瑞总经理王寿春向各位

力保证市场药品需求，各项工作

神，统一部署积极行动，在加强

行走访调研海南锦瑞制药，了解

100万元的药品；第一时间调整

筹安排，满负荷分批次生产，全

童回春颗粒需求大增，生产车间

内部防疫的基础上，加班加点组

利。

员学习，明确防控要点。

加工而成，具有清热解毒、解表

延，景峰医药子公司景诚制药认
真落实党和政府抗击疫情的精

峰医药的统一部署下，海南锦瑞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下正常生产，并多方联系物流渠

的敬意！

情防控阻击战!春节期间，新型

公司员工安全。

生 产，发 挥 的 社 会 责 任 值 得 肯
的员工致以新春的问候和崇高

令，防控就是责任，坚决打赢疫

源，保障员工的口罩发放及消毒

每天坚守在工作岗位，组织协调

定，同时向在生产一线持续奋斗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

羚羊角、大青叶等多种地道药材

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景峰医药子公司景诚制药众志成城春节加班生产支援抗击疫情

环科的员工大门口为员工分发

安排。同时，第一时间组织整理

董事长亲自挂帅；第一时间决定

效抗击病毒。该药品可有效治疗

中共海口综合保税区工委慰问海南锦瑞

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海南锦瑞制药在此次新冠病毒

员和患者的青睐。

据悉，儿童回春颗粒主要由

2020年2月12日，海口市副

善患者症状并缩短住院时间。

针对此次疫情，景峰医药上

D3

海口市副市长、副秘书长一行调研海南锦瑞
市长沈继奔、副秘书长陈彩华一

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公司第

等有显著疗效，深受广大医护人

热线：021-62471877
网址：www.jfyiyao.com

气管炎、疱疹性咽峡炎等呼吸道

儿童发热、咳嗽，防治病毒感染

氧核糖核酸）病毒抑制剂，可有

为保障前来公司上班员工

口罩，酒精消毒以及体温测量，

用单磷酸阿糖腺苷等对于治疗

单磷酸阿糖腺苷为广谱DNA（去

个地区去接员工回到工作岗位。

岗位。

点多，工作结束后，才走出工作

颗粒，海南锦瑞制药生产的注射

发烧退热具有良好效果。注射用

同时，公司也安排司机开车到各

的身体健康，公司每天安排了安

研发、生产与销售，旗下子公司

感染伴发热、对抗流感防病毒、

好友开车送自己到公司，或骑电

倒班出来用餐，一直等到中午2

刻，海南锦瑞严格按照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组织

多年以来，景峰医药始终致

QC的员工一大早来到公司进行

南锦瑞全体主管以上干部全部

景诚制药蒸蒸日上。

情防控工作等九项工作要求。

到晚上十点，对设备进行维护和

众，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实际
表示赞赏，管县长祝愿新的一年

好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疫

为了保障春节期间能够正常运

线和质量部门的员工从大年初

行动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举措

卫生机构儿童疫情防控工作、做

设备的正常运行与前期生

表示肯定。对景诚制药向群众赠

药 抗 流 感 防 病 毒，心 系 人 民 群

感人群”
，并提出做好基层医疗

线，支援抗击疫情阻击战。

行，除夕当天，设备科员工加班

流感防病毒”春节节前慰问及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

阿糖腺苷，第一时间运抵湖北前

制药组织了“企业爱心赠药，抗

病的防治，1月19日—21日，景诚

吸道感染伴发热、对抗流感防病

为确保产品及时出货，景诚制药

感染疾病且疗效确切，能迅速改

知》
，明确指出“儿童和孕产妇是

公司生产产品注射液用单磷酸

产准备是保障生产的必要前提。

府对景诚制药的新春慰问，体现

毒、发烧退热具有良好的效果。

春节期间生产单位放弃休假，加

难群众做好冬春季呼吸道传染

场供不应求，甚至出现断货的情

况。儿童回春颗粒针对小儿上呼

贵州景诚制药生产的儿童回春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间正常生产，保障人民健康用药

活动和生产经营情况。2020年1

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

班加点保障药品供应，同时捐赠

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
值观、景诚制药开展的效率文化

因病毒感染导致的小儿毛细支

班由一日两班制临时增加为一

力行政部部长沈圣君向管县长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核心价

力于儿科用药和抗病毒药物的

展，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

生产经营管理，产量大幅增长，

一行介绍了景峰医药“以客户为

日 前，针 对 疫 情 的 持 续 发

景峰医药子公司海南锦瑞决定

日三班制，采取24小时自动化流

修文县委副书记、县长管庆良率

随着武汉疫情的持续进展，

子公司新闻

关爱儿童防护，景峰儿童回春相伴

员工经过培训，自发到车间参与

产品包装工作。生产车间岗位排

2020年1月23日春节前夕，

投稿邮箱：zbb@jfzhiyao.com

投稿邮箱：zbb@jfzhiyao.com

颗粒、心脑宁胶囊等相关产品当
工们铆足干劲为全国人民健康

加油，景峰医药全体员工拼搏在
路上，助力快速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景峰医药快速响应
酒精消毒剂4天投放市场
2020年2月14日，景峰医药旗下子公司贵州景诚制药

有限公司酒精消毒剂正式投放市场。
自2月10日开始，贵州
景诚各方对接，于2月13日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
可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供不

应求，为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使用需求，
在景峰医药的统一部署下，贵州景诚积极响应，得到贵州
省修文县政府大力支持，最快取得相关资质，克服原料、包

材供应，员工复工等难题，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线、生产设

备和工艺流程，第一时间对员工
进行操作培训和上岗学习，目前

正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同时，动
员公司其他部门的员工协助包

装、发货，争分夺秒确保产品供
应和运送。
消毒液产品出厂后将
依托景峰医药强大的销售渠道

面向全国供货，重点保障疫区的
物资供应。

在此，景峰医药呼吁广大群

众面对疫情不慌乱，及时做好防
护，保障自身及家人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