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7日，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马越男率
领省局办公室、药品化妆品生
产监管处、行政许可处、注册
处等相关处室负责人在济宁
市副市长柳景武，济宁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吴
琼等领导陪同下，莅临辰欣药
业调研指导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和药品监管工作。辰欣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
新、总工程师卢秀莲、副总经
理崔效廷陪同接待。

在塑瓶生产车间现场，
杜振新董事长向马越男局长
一行详细汇报了企业在技术
研发、产品特性、市场前景、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的

措施及成效。随后在辰欣药
业办公楼召开了济宁市医疗
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座谈会，
就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征
求意见建议。

马越男指出，随着医药
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人们对医
药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对
医药民生事业的投入也逐步
加大，企业要抓住时代发展
机遇，用好国家扶持政策，加
大创新研发资金、人才投入，
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自身跨
越式发展。要强化责任意识，
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守住
药品安全底线，在管理上要
舍得投入，乘借产业快速发

展时期，不断加强药企现代
管理体系建设。各市监管部
门要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四个最严”要求，加强药品
质量监管，同时注重处理好
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对重点
企业靠上帮扶、精准帮扶，切
实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此次调研活动为辰欣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下一步工作方向，
也让我们对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形势把握更准确，对存
在的差距和不足认识更清
醒。下一步，辰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将认真学习领会、抓
好贯彻落实，为山东医药经
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省省食食品品药药品品监监督督管管理理局局局局长长马马越越男男到到公公司司调调研研
◎本报讯 (通讯员 韩秀彬)

8月7日，省经信委副主任王万良、
电力处调研员周宏庆、省调控中心副主
任杨明辉在济宁市经信委副主任黄新
平、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缪庆庆
陪同下视察辰欣药业，公司董事长杜振
新、副总经理郝留山等陪同。

在座谈室，杜振新董事长向视察领
导介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品结
构，科技创新及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

况，感谢国网济宁供电公司长期以来对
公司的大力支持。

座谈结束后，王万良副主任深入
生产一线，实地参观了公司PP塑瓶车
间，详细了解公司的生产情况，对公司
的经营发展情况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鼓励公司在用电紧张特
殊时期抓住机遇，稳步前行，为山东经
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省省经经信信委委副副主主任任王王万万良良视视察察辰辰欣欣药药业业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雯)

8月4日，由中国医药

工 业 信 息 中 心 主 办 的

2018年(第35届)全国医药

工业信息年会在上海盛

大开幕。会上隆重发布备

受行业关注的2 0 1 7年度

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榜单，辰欣药业再次荣登

百强榜。

本次会议以“创智.赋

能新生态”为主题，从政策

趋势、创新研发、市场营销

和国际化等视角入手，直

击当前行业热点和痛点，

深剖医药产业的未来发展

态势，为产业升级带来极

具价值的探索。

自“十三五”规划起，

百强企业持续实现两位数

年增长率，2017年以主营业

务收入10 . 2%增速稳步前

进，百强榜门槛由去年24 . 4

亿元提升至25 . 6亿元，总规

模突破7500亿，强者恒强的

竞争格局逐渐清晰，与国

家“十三五”规划要求深化

供给侧改革、提升产业集

中度的宏观发展战略相吻

合。

在限制抗生素使用、

限制门诊输液、限制辅助

用药、医保控费等行业政

策逐步落地、医药市场增

速放缓的大环境下，辰欣

药业近年来坚持创新产

品、质量至上与品牌营销

的发展理念，确保了企业

以20%以上年均复合增长

率逆势上扬，连续荣登中

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企业

综合实力与行业地位稳

步提高。

第35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在上海召开

我我公公司司再再次次荣荣登登中中国国医医药药工工业业百百强强榜榜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洪雨)



7月24日，我公司开发的化

学药品1类新药——— 抗感染创

新药分枝杆菌ATP合成酶抑制

剂WX-081通过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CDE)审评，获得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这也是我公司两年来获

得的第四个1类新药临床试验

批件。

本品于2013年12月立项，

2016年8月向山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

请并获受理。2017年申报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WX-081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化学结构

新颖，已申请中国专利1项、台湾

地区专利2项、PCT专利8项，其中

化合物专利已获得美国、台湾地

区授权。目前中国境内尚无与

WX-081同靶点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同类药物上市。

结核病尤其是耐多药结核

病是主要的公共卫生威胁。目

前对于耐多药结核病和广泛耐

药结核病的治疗存在可选药物

有限、治疗周期长(两年以上)、

极易产生交叉耐药和治愈率低

等众多局限，研发具有新型作

用机制的抗结核药物非常必

要。

强 生 公 司 的 贝 达 喹 啉

(Bedaquiline)是近40年来第一个

被批准用于耐药性肺结核治疗

的药物。WX-081是以贝达喹啉

的结构为模板开发出来的新型

可抗耐多药性结核分枝杆菌的

化合物，临床上拟用于耐药性肺

结核治疗。

与贝达喹啉相比，WX-081

在体外对结核分枝杆菌的抑菌

活性相当。贝达喹啉在临床上

产生心脏毒副作用，主要是由

其单N-去甲基代谢产物在体内

蓄积引起的。通过对产生药效

暴露量时贝达喹啉主要毒性代

谢产物和WX-081主要毒性代

谢产物研究，发现同等给药剂

量下，WX-081的单N-去甲基

代谢产物M3在体内暴露量要低

于贝达喹啉的代谢产物M2。

由于贝达喹啉的代谢产物

M3和WX-081的代谢产物M2

都具有极高的血浆蛋白结合

(PBB)，因此可推测WX-081在

体内产生心脏毒性的可能性要

明显低于贝达喹啉。WX-081有

可能在达到与贝达喹啉相同治

疗效果的情况下，在人体的安

全性更高。WX-081或将为耐药

性结核病人带来新希望。

11类类抗抗耐耐药药结结核核新新药药WWXX--008811获获批批临临床床试试验验
系两年来获得的第四个1类新药临床试验批件
◎本报讯 (通讯员 薛晓霞)

方方德德 盐盐酸酸伐伐昔昔洛洛韦韦分分散散片片
为什么能用于疱疹？我们如何使用？

8月3日至6日，我公

司112车间、202车间顺

利通过山东省食品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新 版

GMP认证现场检查。

期间，山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派专

家组对我公司112车间、

202车间进行新版GMP

认证现场检查。112车间

本次认证的生产线是1

线，1线为玻璃瓶输液抗

肿瘤生产线，生产的产

品主要为奥沙利铂甘

露醇注射液。

202车间主要生产

玻璃安瓿小容量注射

剂，本次认证的生产线

是1、2、3生产线，1线为

激素生产线，主要生产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

液；2线主要生产硫酸庆

大霉素注射液、盐酸林

可霉素注射液、维生素

B12注射液等品种；3线

主要生产苯甲醇注射

液、维生素C注射液、尼

莫地平注射液等品种，

以上3条生产线都是采

取无菌生产的非最总

灭菌产品。本次认证的

112车间、202车间均为

新版GMP的复认证检

查。

经 过 为 期 4 天 的

现场及软件检查，专

家组对以上车间的厂

房设施、生产环境、人

员培训、仓储管理、质

量包装、质量控制等

整个质量管理体系给

与 充 分 的 肯 定 和 认

可，并对公司质量文

化的提高提出宝贵的

建议和指导，为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

与提升，提供了更好

的发展契机。

截至目前，我公司

共经历新版 ( 2 0 1 0版 )

GMP认证检查24次，其

中省级检查16次，国家

级检查8次，已获得26张

新版GMP证书。

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主要是可用于疱疹方面的
皮肤病内服药物。

不少朋友对它并不了解，所以可能在使用的过程
中，存在疑问和顾忌。接下来，结合盐酸伐昔洛韦分散
片相关的知识和用药说明，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梅毒、淋病、生殖器疱疹、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诊疗指南(2014)。
[2]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防治国际共识。
[3]俞蕙、朱启镕等，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治疗儿童水痘的疗效和安全性随机对照多中心

研究，中华儿科杂志2008年6月第46卷第6期。
[4]冉宇、肖阳等，伐昔洛韦与阿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疗效的Meta分析，实用疼痛学杂志

2016年12月第12卷第6期。

我我我我公公公公司司司司111111112222、、、、222200002222车车车车间间间间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新新新新版版版版GGGGMMMMPPPP认认认认证证证证现现现现场场场场检检检检查查查查

◎本报讯 (通讯员 蔺玉娥)

一、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的基础知识

通用名称：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
商品名称：方德
规格：0 . 3g(以伐昔洛韦计)
适应症：用于治疗水痘带状疱疹及

I型、II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包括初发
和复发的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

疱疹，是一种由疱疹病毒科的病
毒，所引起感染的皮肤病。一般疱疹患
者的皮肤上，会有黄白色或是半透明的
小水泡，有时候会连成一片。而患者的
发病部位，常是在上唇以及面部。从类
型来看，疱疹有生殖器疱疹、单纯疱疹、
带状疱疹这几种。

二、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的药理知识

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外观为白色
或类白色片，味微甜。成分主要是盐酸
伐昔洛韦，是作为阿昔洛韦的前体药物
而存在的。

盐酸伐昔洛韦是阿昔洛韦的左旋
缬氨酸酯，水溶性较阿昔洛韦高150倍，
口服能迅速吸收，生物利用度高达50～
70%，明显高于阿昔洛韦(是阿昔洛韦
的3~5倍)，口服后吸收迅速并在体内很
快转化为阿昔洛韦，其抗病毒作用为阿
昔洛韦所发挥，进入疱疹感染细胞之
后，与脱氧核苷竞争病毒胸腺嘧啶激酶
或细胞激酶，药物被磷酸化成活化型无
环鸟苷三磷酸酯，作为病毒复制的底物
与脱氧鸟嘌呤三磷酸酯竞争病毒DNA
多聚酶，从而抑制了病毒DNA合成，显
示抗病毒作用。它的抗病毒活性优于阿
昔洛韦，对哺乳动物宿主细胞的毒性较
低。

三、临床循证资料

2014版《生殖器疱疹诊疗指南》推
荐伐昔洛韦用于系统性的抗病毒治疗，
对于初发生殖器疱疹推荐使用伐昔洛

韦每次500mg，每日2次，共7~10天；对
于复发性生殖器疱疹间歇治疗每次
500mg，每日2次，共5天；对于频繁发作
(每年复发超过6次)：可采用长期抑制
疗法，推荐伐昔洛韦500mg，每日1次，
需长期持续给药，疗程一般为4~12个
月。

《实体器官移植中巨细胞病毒感
染》共识中推荐伐昔洛韦作为CMV的
预防药物。

俞蕙，朱启镕等对盐酸伐昔洛韦分
散片治疗儿童水痘的疗效和安全性随
机对照多中心研究显示：治疗第4天和
疗程结束时，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治疗
水痘的疗效指数、有效率均高于利巴韦
林。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治疗儿童水痘
较利巴韦林有更好的疗效，口服给药，
使用方便，儿童使用安全性好，无不良
反应发生。

冉宇、肖阳等统计2016年5月之前
对伐昔洛韦与阿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
疗效进行的Meta分析显示：口服伐昔
洛韦治疗带状疱疹在有效率、缓解疼痛
症状、缩短止疱时间、缩短结痂时间和
降低后遗神经痛方面优于口服阿昔洛
韦。

四、适用/禁忌人群

1、适用人群：水痘状疱疹患者；I
型、II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患者；初发
和复发的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患者。

2、禁忌人群：对于盐酸伐昔洛韦分
散片成分过敏的患者，禁止使用；有脱
水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谨慎使
用；严重免疫功能缺陷者，如果长期或
多次使用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治疗，可
能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

3、特殊人群：孕妇需要权衡利弊后
才能使用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哺乳期
妇女需要谨慎使用：由于盐酸伐昔洛韦
分散片，会引起生理性的肾功能衰退，

所以老年患者用药时，需要对剂量进行
相应的调整。

五、常见用药的疑惑解答

1、患者使用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
后，可能会产生哪些副作用呢？

当患者服用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
之后，可能会偶然产生一些不适的反
应，如头晕、头痛、呕吐、恶心、胃部不
适、腹泻、食欲下降、皮肤瘙痒等。而如
果长期用药的话，还可能会出现痤疮、
失眠、月经紊乱等。

2、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对于不同
的病症，要怎么使用呢？

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的说明书中
规定，可直接口服/吞服，或将本品投入
约100ml水中，振摇分散后口服。一次
0 . 3g，一日2次，饭前空腹服用。带状疱
疹连续服药10日，单纯性疱疹连续服药
7日。

2010版《临床用药须知》对伐昔洛
韦的用量规定为：成人①生殖器单纯疱
疹初发，一次1g，一日2次，疗程7~10天。
②生殖器疱疹复发，一次0 . 5g，一日2
次，疗程3天。③反复发作生殖器疱疹患
者的慢性抑制治疗，用以减轻症状，一
日0 . 5g或1g。④免疫缺陷患者(如艾滋
病患者)或重症患者的口唇疱疹，一次
0 . 5~1g，一日2次，疗程7天，需在皮疹发
生后3天内开始用药。⑤带状疱疹患者，
一次1g，一日3次，疗程为7天。

六、温馨提示

患者使用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对
于疱疹所带来的不适，有很好的改善作
用。为了病情的稳定，建议大家在生活
中饮食切记油腻辛辣为主，对于温热一
类食物，如牛肉、羊肉、生姜等，也要尽
量避免。疱疹发病时，可能会带来瘙痒
感，患者要尽量避免搔挠，否则可能会
发生感染等不适症状。

◎本报讯 (通讯员 陶艳萍)



辰辰欣欣大大药药房房公公益益行行，，文文明明创创城城进进社社区区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依民)

8月17日晚，辰欣大药房联合济
宁越河街道办，在越河街道百姓大
舞台为举办了“文明创城、你我同
行”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为市民朋友
尤其是为创建文明城市辛勤付出的
人们送祝福、送健康，以礼送情、以
爱会友。

活动当晚，辰欣大药房派出专业
的中西医大夫、理疗推拿师阵容为老
百姓免费服务，并捐赠了价值10万元
的防暑降温用品，为工作在一线的城
市劳动者们送祝福，同时也把美好的
歌舞送给了广大市民朋友们。

山东辰欣大药房连锁公司成立
于2015年7月，是辰欣集团下属子公
司，济宁市首家拥有网上商城的连锁

公司。公司主要经营中西成药、中药
饮片、保健品、医疗器械、孕婴用品、
日用百货、化妆品及食品等。公司现
拥有连锁门店一百多家，开设中西医
诊所三家，覆盖济宁市区及汶上、邹
城、曲阜、鱼台等十二县区。公司现有
员工500余人，90%以上为医、药专业
技术人员。

辰欣大药房郑重承诺：为济宁市
创建文明城市作出贡献是我们作为
医药零售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
将一如既往，秉持“团结、敬业、诚信、
创新”的企业精神，把文明意识化为
日常工作行动中，带领全体辰欣大药
房人积极投身到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中，回报社会、回报百姓。

佛佛都都药药业业接接受受省省药药监监局局跟跟踪踪检检查查

根据山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18
年全省药品化妆品生产监
管工作要点及药品生产环
节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的 通 知》
(鲁食药监药化生【2018】20
号 )要求，8月3日，山东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遣3位
GMP专家对辰欣佛都药业

进 行 了 为 期 3 天 的 跟 踪 检
查。

本次跟踪检查，主要对
佛都药业的无菌产品进行
了重点检查。检查内容涉及
生产工艺、车间厂房设备、
化验室设施、生产记录、验
证等相关文件。

3位GMP专家对公司的

无菌产品生产提出了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并与质量管
理人员、生产人员针对遇到
的问题进行了专业、客观的
探讨交流。

通过本次检查，公司对
无菌产品的生产有了更高
的认识，使公司的质量管理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持续、深入宣传和引导全
体员工提高质量意识及质量管理
水平，巩固工作、产品质量的稳定
和提升，增强产品竞争力，提升公
司品牌形象，经公司领导研究决
定，9月份在全公司举办了第九届

“质量月活动”。
本次质量月活动于9月13日

和公司质量分析会一起召开并宣
布启动。质量月活动指导思想为

“全面组织进行质量风险排查”。
活动主题为“全面排查质量风险，
提高企业内控标准，加快推进质
量管理转型。“

面对国家监管越来越严格的
形势，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必须向

更高更严的方向发展，推进质量
管理体系向合规化、精细化、国际
化转型，这也是新形势下公司质
量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通过本
次质量月，质量管理部持续推进
公司质量管理的规范化与精细
化，全面提高全员质量责任意识，
加快公司质量管理转型。

本次质量月活动的组长为质
量副总崔效廷，副组长为质量管
理部QA负责人黄长云，各相关部
门负责人、车间主任、公司质量员
等为本次活动实施者和管理者，
公司全体成员为本次活动的参与
者、践行者。

通过质量月系列活动的开

展，全面排查公司质量风险，提
高原辅料、成品内控标准；进一
步推进日常操作按文件执行，
提高员工质量责任意识，营造
人人关心质量，人人参与质量
管理的全员质量管理氛围，促
进质量责任意识和质量控制管
理的共同提升。

全全全全员员员员参参参参与与与与，，，，加加加加快快快快企企企企业业业业质质质质量量量量管管管管理理理理转转转转型型型型
◎本报讯 (通讯员 蔺玉娥)

8月15日下午，我公司
在新办公楼四楼大礼堂举
行药品法律法规培训，本次
培训由公司质量分管副总
崔效廷和公司法律顾问贾
义军律师主讲，参训人员为
集团公司各部室管理人员、
各车间工段长以上管理人
员及各子公司管理人员等
共计200余人。

贾律师培训的主要内
容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
控专题法律讲座，针对企业
从筹建到注册，到生产、销
售等各个环节，可能涉及到
的刑事犯罪进行讲解分析，
警钟长鸣，规范了员工的思

想行为。公司质量副总崔总
主要针对药品管理法—假
药劣药做专题培训。崔总根
据药品管理法要求，结合国
内其他药企的违规生产的
案例，齐二药假药案件、欣
弗事件、长春长生疫苗案件
等，来解读药品法律法规的
尊严不容侵犯。

药品是预防、治疗、诊断
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
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功能主
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药
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
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着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确保药品安全就是最大的民

生。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要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
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
系”，这“四个最严”为促进食
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指明了
方向……

辰欣药业多年来一直
秉 承“ 推 陈 出 新 、诚 实 守
信”的经营理念，在知法、
懂法、守法、执法的道路上
一路走来，经过本次药品
法律法规的强化培训，为
公司进一步规范生产打下
良好基础。

我公司举行药品法律法规培训

强强化化意意识识，，促促进进企企业业规规范范生生产产
◎本报讯 (通讯员 盛振斌 蔺玉娥)

济宁博士联谊会助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

辰辰龙龙药药业业被被授授予予““重重点点合合作作单单位位””

7月31日，济宁市科学技
术协会组织济宁博士联谊会
化学化工、机械制造、医学医
药、新材料、现代农业等专业
领域的博士专家一行20人，深
入辰龙药业开展技术对接。

济宁博士联谊会与辰龙
药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并向我公司颁发了“济宁博
士联谊会助力企业新旧动能
转换重点合作单位”牌匾。公
司副总经理李若清向领导及

博士专家一行介绍了公司的
发展历史、科技研发、人才引
进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方
面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公司
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机遇下
取得的成果。

随后，博士专家一行参
观了辰龙药业技术中心，与
公司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交
流，博士专家一行对公司的
高端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给
予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

辰龙药业将以此次博企
对接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
好“济宁博士联谊会助力企
业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合作单
位”这个平台，加强与博士等
高端人才之间的沟通联系，
解决实际问题，破解技术难
题，借助“实施科技创新引领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东风，
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
速度，为医药经济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为增强公司各部门、各级管理人员
的环保法律法规意识，8月17日下午，我
公司邀请济宁市环保局稽查队相关领
导，为公司各部门环保管理工作相关人
员开展了一期环保法律法规普法知识讲
座。

在长达2个半小时的培训时间内，
与会领导分别从目前国家的环保形
势，环保工作背景，国家环保执法检查

方式，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条款解析，
当前环保形势下企业要做好哪些工
作，以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等
方面，为大家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普
法培训，所有在场人员感触颇深。

眼下，环保管理工作的高标准、严要
求是大势所趋。公司将以此次环保法律
法规培训为契机，提升公司环保管理工
作水平，规避风险。

我我公公司司举举办办环环保保法法律律法法规规专专题题培培训训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雯)

◎本报讯 （通讯员 韩冉）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兴士）



日前，我公司人力资源部周

密组织、合理安排了一年一次的

体检活动，确保一线员工2000余

人有序普查，不漏一人，以确保职

工身心健康，体现了“以人为本、

关爱职工”的理念。

健康查体主要针对进入洁净

区、直接或间接接触物料和产品的

职工，检查项目主要包括内外科、

血常规、五官科、心电图、肝功等，

并纳入公司个人健康信息档案中。

此次健康查体是公司关爱职

工、心系健康、保证产品质量的有

力举措。通过体检，职工对自身健

康状况有了了解，也提高健康素

养知识和技能，深感公司温暖，将

更加精神饱满地为公司的健康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

我遇见谁会是怎样的对白，我爱的
人她在多远的未来。

2016年11月23日，我第一次遇见辰
欣，邂逅这个两年以来一直耳边萦绕却
不曾到过的地方，从开始到真正邂逅这
里不能说一路坎坷但也算是一波三折，
有人曾说遇见对的人要经历太多错的
事，我想，遇见对的地方也一样。

我是于2014年年初时第一次和辰欣
结下了缘。大学退学后选择工作，偶然间
一个机会才成了预备进去辰欣的一份
子，期间的事暂不先提，只讲遇见以后的
事。11月23日，第一次来报道，最初的感
觉就是整个公司都有着让人严阵以待，
不敢毛毛躁躁的魅力。

“推陈出新，诚实守信”，这句话让我
第一次有了要成为一个优秀制药人的坚
定目标，坚定不移。刚到公司时，一直在
办公楼培训，期间虽有想法却未曾真正
感受到工作的氛围，但从培训讲师的言
传身教中就就体会到了公司的严谨和对
于国产医药行业发展的近40年来赤子之
心。

从质量方针到质量理念，从质量
认证到质量保证，从质量细节的严格
把控到管理人员的兢兢业业，无不让
我感受到了这个公司的魅力。我们一
起观看了宣传视频，从视频中我看到
了所有员工脸上的骄傲，我相信在所
有辰欣人的汗水和智慧浇灌下，我们
一起共建辰欣的梦想一定可以实现，
跨洲越洋，让辰欣的品牌传遍四方。

11月29日，我们这一批的新员工进
入到了车间，而我，到了109冻干粉针生
产车间，到了这个仿佛是命里注定的地
方。原以为进入到车间后我们会被分配
到各个岗位学习不同的技能然后按部就
班浑浑噩噩，但我们进入车间后迎来的
是新一轮的培训，果然，医药行业的严谨
不仅仅是空谈，安全、质量、设备等，条条
理理一丝不苟。经过培训后，背过为了我
们即将要登上的岗位量身定做的危险源
和质量控制点，我们终于登上了以后要
朝夕相伴的岗位。

流光溢彩的制药装备，和和睦睦的
同事氛围。回忆起来，上岗以后小错也犯

了挺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在装箱
的时候掉出来一只药而刚上岗两天的我
没有注意到，后来还是细心严谨的班长
看到了那支药，当时我想完了完了这次
要挨批了，但是班长并没有说什么，只是
问了问我装了多少了，然后让我去把开
始的几箱药拆开返工，害怕刚接触这个
工作的我跟不上机器的速度，放下手头
的工作来帮我装箱，并且告诉我其中的
小技巧，让我干起来可以省时省力，当时
我就心里有了个目标，以后一定要成为
班长这样严谨有热心的兢兢业业制药
人。

后来犯了小错也是犯了挺多，都是
在班长和主操作师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
改正，现在的我，仍然不敢说自己是一名
制药人，因为每当看到身边一丝不苟的
同事们的时候我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
处，我现在只是一个投身制药行业的预
备役。

作为刚毕业的学生，我们能不知所
措，时常对面临的各种突发状况感到迷
茫和困惑，缺乏足够的社会阅历和工作

经验，但在辰欣，让我感到了如同大家
庭般的温暖，培训结束后，车间主任、工
段长和我们一起召开了座谈会，我原以
为会是各种思想教育，如同在学校一样
漫长而无味的大会，但主任和工段长只
是询问了我们来到公司以后生活还习
惯么，吃饭觉得怎么样宿舍条件如何，
不像是领导而像家里的长者，在工作
中，班长、主操作老师还有所有的老员
工都对我们的工作无比关心。一个月以
来。我们一路走来，全靠他们的扶持和
帮助。

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越发感受
到了作为一个辰欣人的骄傲，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会用辰欣人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来要求自己，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
业水平，为公司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和所有辰欣人一道，为共建辰欣的目标
努力拼搏。

故事还长，请别失望，沿途风景正
好，能否与君共赏。既然遇见辰欣，就别
让我们辜负这段邂逅。

遇遇见见··辰辰欣欣
◎文 郭善良

以以人人为为本本、、关关爱爱职职工工
一线2000余职工健康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 吕艳霞)

7月30日，烟台大学药学院李进莉

书记一行4人到辰欣药业开展调研，辰

欣药业副总经理郝留山、人力资源部部

长王永霞、研发部经理袁洪雨陪同。考

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公司企业文化展

厅、PP塑瓶输液车间和智能化成品中

心，随后在办公楼会议室与公司领导及

在职员工进行了座谈。

在企业文化展厅，王永霞部长向

客人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史、科技研

发、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人才需求等方

面的情况，并观看了公司宣传片。在生

产车间，李书记一行对公司生产设备

自动化、车间管理智能化、信息系统现

代化给予了充分肯定，为今后在校实

习学生增加实践基地、培养学生指明

了方向。

座谈会上，郝留山副总经理向考

察团介绍了公司在调动员工积极性、

人才培养、研发合作等方面所做的工

作，并希望学校组织优秀学生到企业

来实习就业，让学校和学生更加了解

辰欣，走进辰欣。随后，校企双方从基

层党建、企业选人、用人需求状况与学

生就业、校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充分

交流。

最后，烟大在职学生向药学院领导

汇报了本人在辰欣成长、工作、生活等

方面的进步和表现，对烟大老师和辰欣

药业的精心培养、悉心传授、谆谆教诲

表达了感激之情。

此次调研交流，加深了校企双方的

了解，为今后搭建研发平台、促进毕业

生就业、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奠定了坚实

基础，必将为辰欣的健康快速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

烟烟台台大大学学药药学学院院考考察察团团莅莅临临公公司司调调研研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克银）

经过前期海选、预赛，以“音为爱 梦承载”为主题的辰欣药业2018年青

年歌手大赛决赛晚会于9月29日隆重举行，吸引了来自公司各岗位的职工观

看，共同唱响新时代主旋律，展现青春新风采。通过此次歌手大赛，进一步激

发了广大职工热爱公司和热爱艺术的热情与动力，汇聚发展凝聚力，共同推

进辰欣药业新发展。

音为爱
梦承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