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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慧年 通讯员 姜凌春

4月14日一大早，威海赛威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全

国 的 微信被一位中东的客户热

情“轰炸”，手机“嗡嗡”地震

个不停。

原来，这位客户正在跟姜全

国进行赛威医疗企业资质的最终

确认，帮助在中东进行当地注

册，这也标志着赛威医疗继欧洲、

南美外，又开拓了一处新市场。

赛威医疗作为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医用一次性体外诊断

产品的高科技企业，目前，已与

欧洲、南美、东南亚等42个国家

建立合作关系。2020年被评为威

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

企一技术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称号。

“我们的所有产品都秉承精

细再精细的原则，以国际最高品

质为基准，产品质量稳固提升。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为客户

送去优质的服务，用企业的发展

为 临 港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添 砖 加

瓦。”姜全国如是说。

敢闯敢试

突破“卡脖子”技术

最近，一批PET材质的血沉

管样品已经从赛威医疗发往欧

洲，正由客户进行样品测试。

别小看这短短一个130mm的

血沉管，如果这次样品测试成

功，赛威医疗将成为全球继奥地

利、意大利两家企业之外，可以

生产该产品的第3家企业。

要知道，国内不少大型企业

的专家技术人员对该产品的核心

技术研究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也

还未突破这个“卡脖子”技术，

而赛威医疗前后接触这个产品也

不过4个月的时间。

是什么让赛威医疗在这么短

的时间突破“卡脖子”技术？

“是我们比较幸运。”姜全国笑

着回答。

早在4个月前，好运就已经

“找上门”来。去年年底，姜全

国偶然在行业微信群中看到一条

询问国内生产PET材质血沉管产

品的消息，引起大家“国内没有

一家企业能生产出来”的回应。

与市面上常见到的玻璃材质

血沉管相比，PET材质血沉管可

以做到完全消毒，不存在感染风

险，使用性能更优越。但PET材

质血沉管，在垂直度、壁厚等方

面对企业提出相当严格的技术要

求，在直径8mm长度超过100mm

时就难以保持良好的垂直度，这

也就导致国内一直未能突破这个

“卡脖子”技术。

“越说国内生产不出来这个

产品，我们就越想试试。”姜全

国说，“反正国内这么多专家都

没能研发出来，我们失败了也没

什么。”抱着“佛系”心态，姜

全国思考，既然国内这么多专家

从技术层面无法实现突破，为什

么不换个方向，从设备使用角度

入手？

在了解手中已有设备的情况

后，姜全国进行了一个大胆尝

试：改变人们印象中上下同样粗

细的血沉管形状，变成下端90mm

细、上端40mm粗。

“血沉管在使用中，也就使

用中下端部分，90mm的长度既能

满足使用，我们的设备和技术也

能生产出来。”姜全国灵感一

现，画下设计图。

此时，姜全国也拿到了辗转

多方的国外两家PET材质血沉管

产品。这一看，姜全国顿时愣在

那儿：其中一家产品“长”得和

他画出来的设计图一样。姜全国

激动地一拍桌子，立马就跟研发

中心达成一致，就这样做！

4个月后，看着手中“热乎”

的样品，姜全国对于4个月解决这

项“卡脖子”技术，仍感觉很意

外。“没有技术人员每天埋头研

发，也没有绞尽脑汁地升级设备，

是运气比较好。”姜全国说。

截至目前，“好运”的赛威

医疗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共拿下2

项发明、2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

全球收获了42个合作伙伴。接下

来，赛威医疗还准备转向国内，

朝着更大市场进军。

精细产品中

“藏”着精致服务

这两天，赛威医疗的生产车

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组装打包

采血管，赶制客户订单。“现在

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份，生产车间

的产能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客户需

求。”姜全国说。

能收获这么多订单，除了精

细的产品质量外，还有赛威医疗

的高质量服务。

“我们努力提供从生产、销

售到使用的终端服务。”姜全国

说，为了保证产品使用情况，赛

威医疗会根据不同客户所处的海

拔高度、温度等因素，“量身定

制”产品，尽可能为客户送去贴

心服务。

因为“特制”产品，赛威医疗

还和客户产生了几次小误会。前段

时间，赛威医疗收到客户发来的一

长串病人血液检测报告，上面显

示PT值和APTT值出现了波动。

客户反馈：这批采血管有问题。

收到反馈后，赛威医疗立刻

对产品进行检测，发现产品质量

没有问题。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

了问题？

原来，客户所处地海拔较

高，气压的变化会造成一系列误

差，要是拿到平原地区使用，自

然就会出现数值波动。“在生产

前，我们会详细研究客户当地的

生活环境，保证产品使用不受海

拔等外界因素影响。”姜全国介

绍说。

在后续沟通中，赛威医疗不

仅解决了产品使用问题，还根

据客户发送的血液检测报告，

提供了一份病人在饮食、运动

等方面的诊疗建议。客户连连称

赞：“你们的服务真的很棒，太

贴心了！”

赛威医疗靠着产品和服务的

精细，收获了客户的良好口碑。

“我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客户认准了我们一般就不会

有什么改变。”姜全国说，企业

成立至今，由于他们负责的态度

没有收到过一条差评。

靠着客户之间的口碑累积，

赛威医疗目前的生产车间已经

“负载”不了客户的订单。最

近，姜全国在关注新产品的同

时，还忙着对新厂房进行收尾。

“我们计划在未来打造无人化车

间，预计6月份新厂房就能正式投

入使用。”姜全国说，届时，采血

针、采血管、实验室耗材及配件

等产品年产能将达10亿只左右。

赛威医疗4个月攻克“卡脖子”技术
有望成PET材质血沉管全球第三家生产企业

两项宣讲品牌

助推党史学习教育

导报讯 4月21日，环翠

区“四个一”宣讲活动暨“好

人好事五进五讲”活动启动。

两项宣讲品牌通过锻炼一批学

理论、懂政策、讲故事的宣讲

工作队伍，打造一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新载体，助推全区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擦亮

“厚德环翠”品牌。

据介绍，“四个一”宣讲活

动将采取“专家领导讲理论、

典型人物讲事迹、百姓名嘴讲

故事、学校教师讲思政”的方

式，打造一个宣讲品牌、成立一

支宣讲队伍、创作一批优秀宣

讲作品、评选一批基层宣讲示

范点，持续深化理论大众化普

及工作，打造“新思汇翠”宣

讲品牌，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基层、入脑入心，营

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

(田常力)

张村亲子研学小镇上榜

山东省精品文旅小镇

导报讯 日前，首批山东

省精品文旅小镇名单公示，共

选出35个山东省精品文旅小

镇。其中，环翠区张村亲子研

学小镇榜上有名。

环翠区张村亲子研学小镇

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北

邻高区，东接竹岛，南连羊亭，

西临双岛湾，面积51 . 8平方公

里。小镇遵循“全域布局、全

域发展、全域提升”理念，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充分整合资

源，延伸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了五大亲子研学产业片区，将

亲子研学资源串点成线，延长

了亲子研学产业链条，将张村

镇打造成亲子研学、休闲、旅

游、观光、度假于一体的精品

文化旅游小镇。 (田常力)

国家乒乓球少儿集训队

在南海新区集训

导报讯 近日，国家乒乓

球少儿集训队开始在威海南海

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训练场

馆进行为期15天的集中训练。

此次集训从4月21日开始到5月

5日结束，是国家乒乓球少儿

集训队第一期的第一次集训。

威海南海国家乒乓球训

练基地是一座用于承接国家

级及国际级体育赛事的高水

平训练基地，场馆按照奥运会

比赛标准和国际赛事转播标准

建设配套设施。去年，全国乒

乓球锦标赛、国际乒联男女世

界杯等高规格大赛在这里成功

举办。同时，这里也是中国乒

乓球协会训练基地以及青少年

培训基地，是中国乒乓球人才

的“摇篮”。 (王晓根)

临港区：“部门跑”

代替“群众跑”

导报讯 近日，威海金泓

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反映，

“企业有60多名职工想要补缴

养老保险费，因办理补缴需要

单位需要携带大量的原始资料

和会计凭证到现场进行审核，

办理起来比较麻烦。”临港区

科技创新局社保中心了解到这

一情况，主动上门服务企业，

现场对60余名职工的补缴材料

进行了审核。

“‘部门跑’打破了以前补

缴职工养老保险时固有的流

程，既方便了企业，也避免了因

企业补缴养老保险产生排队拥

堵现象，同时也减少了办事大

厅其他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

一举多得。”区科技创新局社保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姜凌春)

东方视点
Dong fang shi dian

E

◆记者 于慧年 通讯员 王嘉 姜俏俏

4月23日，乳山市新能源产

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明阳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光伏

发电等4个重点新能源项目顺利

签约，为进一步推动乳山市海上

风电资源开发和产业建设，打造

千亿级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吹响

了产业高质量发展集结的号角。

也是全面推动全市产业整体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的关键一步。

乳山地处黄海区域，风、光

和水资源丰富，发展新能源产业

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良好的前景。

“十四五”开局之际，乳山主动

融入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战

略，抢抓中央和省市大力发展

海上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这一有利机遇，坚持高点定

位、超前谋划，将新能源产业

列入“3+3”产业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强化扶持、攻坚突破，全

力争取山东半岛海上风电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努力培育乳山新的

经济增长极。

此次，乳山市与明阳集团

“携手”，共同规划建设的海上

风电装备产业园项目是创新海洋

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生动实

践。乳山隶属山东省海上风电发

展规划三大基地之一的半岛南基

地，海上风场风力条件好、资源

丰富，风场离岸距离在30公里以

上，均在中远海海域范围内。在

资源优势和优先发展的契机下，

该项目致力打造以风电整机制造

为龙头的环海产业带和集综合性

海上资源开发、海洋观光等为一

体的环海能源带，建设大型海上

风力发电机组制造与装配中心、

叶片制造与检测中心、塔筒生产

制造中心、铸件生产制造中心、

齿轮箱生产装配中心、发电机生

产装配中心、智能电控系统制造

中心、海洋牧场智能网箱生产制

造中心、海水制氢装备制造中心

等九大“装配制造中心”，形成

以整机装备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驱动产业链资源的快速集聚，并

持续延伸打造相关海洋综合能源

产业。

据悉，该项目共规划三期建

设。其中，一期新建大型海上风

力发电机组智能制造中心、大兆

瓦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生产与

检测中心，现已完成总体平面设

计工作，当前正在筹备全面开

工；二期新建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齿轮箱、发电机、智能电控系

统、大型铸件、塔筒等关键零部

件制造中心；三期新建海洋牧场

智能网箱生产制造中心、海水制

氢装备制造中心。

当天，签约的乳山光伏发电

项目、农村户用及工商业屋顶分

布电站项目，作为境内泛海阳光

能源有限公司配套项目，计划打

造3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和全域

光伏项目，将有效实现乳山市光

伏产业链延伸，打造省内高端光

伏产业集群。

日前，华能山东半岛南4号

海上风电项目10台单机风电机

组陆地存储及预组装中转运输

项目落户乳山口港，开创了乳

山港大件货物装卸转运的先

河。乳山域内的乳山口港是国

家一类开放口岸，拥有2万吨级

泊位2个，正在结合山东省港口

一体化发展要求，对乳山港进行

改造扩建，推进2个5万吨级泊位

建设，为未来大型海工装备、海

上风机设备下水，大型风机装备

堆放提供保障。

新能源项目的落户为乳山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引擎。近

年来，乳山市立足产业发展基

础，确定了金属精炼、食品精深

加工、时尚创意、高端硅胶、高

端装备配件、精密铸造、新能

源、海工装备、康复辅具、人工

智能“十个链条”，建立重点产

业链“链长制”，实行“助企帮

项”精准服务，大力开展产学研

精致对接，推动产业链互补和集

群化发展。

目前，乳山市正在对新能源

(汽车 )科技产业园、临港产业

园、装备制造产业园进行深度整

合，为下一步建设海上风电产业

基地、打造北方海上风电母港提

供了载体保障，致力建设海上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和海上风电

能源基地，培育全省首个集“海

上风电+海水制氢+海上牧场+海

上观光”于一体的海洋资源深度

融合示范项目，实现海上风电产

业全链条发展，加速产业新旧动

能转换。

新能源产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乳山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

赛威医疗

在产品研发过

程中，共拿下2

项发明、2 3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在全球收

获了42个合作

伙伴

◆记者 于慧年 通讯员 阮宝勇

“这笔贷款太重要了，为我

们企业送上了‘及时雨’，感

谢区市场监管局的协助，让我

们用知识产权换来资金。”威

海浩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王建刚说。

威海浩诚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当前

正处于研发运营的关键阶段，

但苦于资金链短缺，遇到了发

展困境。

就在企业为“钱”发愁

时，环翠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企业实际困难，迅速行动、专

人跟进。“你们可以用专利申

请质押融资贷款啊！”得知企

业的发明专利并没有利用起

来，环翠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提醒道。

随后，就是为企业铺路搭

桥、全程服务。“我们积极

对接威海市商业银行，组织

企业与银行多次现场沟通，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

企业融资打开另一扇门，并

协调银行在企业办理贷款申

请、授信批复等方面提速提

效，最终成功帮助企业贷款

400万元。”环翠区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说。

环翠区市场监管局把党史

学 习 教 育 作 为 党 员 干 部 的

“必修课”，同为企业办实

事、解难题结合起来，将优良

作风融入市场监管职能履行，

不断优化知识产权各项服务流

程和制度，提升企业知识产权

运用保护能力，助力优化全区

营商环境。

强化执行力，全面促提

升。环翠区市场监管局积极开

展知识产权进园区、进企业

活动，为企业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拓展中小微企

业融资渠道，提升企业持续创

新能力。

在威海创新园海洋智能装

备研究中心，一场知识产权宣

传活动为园区企业送来了新政

策、新思路。活动现场，环翠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通过实

例说明企业知识产权维护与运

用的重要性，并讲解了省、市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申报

条件、补助标准。

“知识产权是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将重

视知识产权工作，增强知识产

权维护意识，提高核心竞争

力。”威海天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整合服务资源，提升知识

产权服务水平。近日，威海创

新园国际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成

立。目前，联盟会员有6家，

通过建立成员协作机制，搭建

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平台等方

式，为环翠区企事业单位提供

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推

动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整体水平

的提升。

“目前，全区拥有各类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30余家、天津

中心专利审查和服务实训基地

2处。我们将通过对服务联盟

开展指导，充分发挥联盟的集

群优势，推动知识产权的创

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走在全

市前列。”环翠区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说。

激活企业发展“新引擎”

环翠区：知识产权变“真金”

新能源项目的落户为乳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新引擎，为下一步建设海上风电产业基地、打

造北方海上风电母港提供了载体保障

在赛威医疗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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