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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张翔：给药片“穿”上漂亮外衣

张翔， 是来自华润紫竹药业
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包衣工人。
1998年毕业后， 张翔来到华润紫
竹的生产车间， 在包衣岗位上一
干就是二十余年。

“实习第一天， 是师傅接的
我。” 张翔说。 班组现场一排整
齐的大锅不停地转动， 看着师傅
娴熟的手法、 专注的神态， 一个
个经她手生产出来的漂亮的包衣
片， 实在叫人惊叹！ 张翔心里暗
暗地想， “我一定要学会这个！”

第二天， 张翔第一个赶到班
组 。 “呦 ！ 你还真够早的呀 ？”
师傅冲张翔一笑。 “是呀师傅，
就等着跟您学包衣技术呢， 您教
我吧。” 只见师傅不急不忙地指
着班组门前的地面说： “以后你

上班第一件事儿就是擦楼道 。”
张翔二话没说， 拿起拖把就擦，
三十米长的楼道五分钟搞定！

“你在家就这么擦地？ 跟鬼

画符似的！ 什么时候把地擦干净
了， 什么时候能用心做事了， 我
再教你！” 师傅严厉训道。 这下
张翔可不敢马虎了， 他把每块瓷
砖、 每条缝隙擦得干干净净， 一
眼望去跟照镜子似的！ “今后就
按这个标准做！ 一名出色的包衣
工要耐心、 专心、 细心， 做人更
是这样。” 从那天起， 每天张翔
第一个到岗， 第一件事就是擦楼
道， 一擦就是十四年， 师傅的那
句教导伴随着张翔。

说到包衣， 大家可能不太熟
悉， 它是在药片表面覆盖一层保
护膜， 就像给药片穿上各式各样
好看的外衣， 这门手艺对操作人
员的技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刚学习包衣操作的那几年，
圆形药片被张翔包成了各种形
状， 给药片上色总是上花……这
让张翔犯了难， 不敢上手操作，

但师傅总是耐心开导张翔， “怕
不是不做的理由， 你怕什么就多
做什么， 做多了自然就不怕了。”
这句话给了他莫大的信心。 张翔
把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
原因以及师傅教的解决方法牢牢
地记在心里， 刻苦练习， 细心琢
磨。 很快， 张翔技术越来越好，
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徒弟。

一直以来， 复方左炔诺孕酮
片 “麻面” 问题困扰着老一辈包
衣人： 由于颗粒偏硬、 压片过程
压力不足， 薄膜包衣只能是尽量
去弥补， 但不能彻底解决。 面对
这样的技术难题， 领导急、 客户
急、 经常开会讨论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难题， 张翔和团队
成员一起讨论研究， 他猛地想到
包糖衣的方法， 赶忙把想法跟徒
弟们说。“师傅，你疯了？这么干是
反其道行之， 控制不好就会大面

积 ‘粘片’。” “‘粘片’ 怕个啥，
就算真粘了， 也能搞定， 来， 跟
为师一起疯一回！” 于是， 包衣
刚一开始， 张翔便把热风温度降
下来， 喷量调到最大限度， 二十
分钟过去了， 大部分 “麻面” 都
被盖住了 ， 个别的还是 “麻 ”，
虽然没完全解决， 但是也算有了
突破。于是，张翔把温度又下调了
5度，同时增加了两转转速，徒弟
们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又过了
20分钟， 再次取片观察， 嘿， 真
棒！ 药片上的 “麻面” 跟糊了层
面膜似的， 光滑平整。 张翔连忙
调节各个参数 ， 按正常操作包
衣， “麻面” 问题迎刃而解。

车间工艺人员根据张翔提供
的包衣方法修改了SOP， 攻克这
个难题， 不仅有效保证了产品外
观质量， 每年更是为公司节约了
大量成本。

备受瞩目的大兴国际机场中
宛若 “凤凰展翅” 的航站楼早已
被世人熟知。 每每有人提到这个
精美的建设工程， 森特士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森的心
里都有说不出的自豪。 因为， 大
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熠熠生辉的金
属屋面， 正是他倾注大量心血，
率领公司员工共同参与完成的。

从只有十几个人的创业小公
司， 到现在拥有134项专利、 在
沪市主板成功上市的专业企业，
刘爱森跑出了一条创新引领企业
发展的路。 近年来， 他先后获得
了首都劳动奖章、 第五届北京市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不久前，他还在第五届全国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
上， 荣获 “优秀建设者” 称号。

改变服务模式 打破
国外企业行业垄断

20年前， 金属围护系统作为
国际主流建筑方式， 逐渐在国内
兴起， 而国内金属围护系统行业
市场却被外资企业牢牢占据。 面
对这一形势， 刘爱森凭借在国外
从事金属围护系统设计所积累的
工作经验， 于2001年在北京创立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致
力于金属围护系统的产业发展。

“我们创业的前六年最难，
虽然我们有好东西， 但是改变人
们的认知很难 ， 让业内认可更
难。” 刘爱森介绍， 从十几个人、
200万元注册资金的小公司做起，
他开始了一点一滴的积累。

“那个时候， 这个行业都是
被外资企业把持， 但是他们只做
单一产品， 模式比较简单。 为了
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们摸
索出了集咨询、 设计、 制造、 安
装、 售后五位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模式， 彻底改变了国内金属围护
领域的商业模式。” 刘爱森说。

记者了解到， 刘爱森的企业

成立之初， 当时通信领域巨头诺
基亚落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计划建设代表全球最高技术水平
的金属围护厂房， 招标公告发布
后， 包括20多家外资企业在内的
众多企业都参与了竞标。 刘爱森
的企业凭借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
模式， 成功中标了这一项目。 此
后，通过不断的技术探索和创新，
到2006年， 刘爱森的企业在工业
厂房金属围护领域站稳脚跟， 不
断扩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转型多路发展 金融
危机中找到新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
国政府积极应对， 将4万亿元资
金投入到公共建筑领域， 一大批
机场航站楼、 高铁火车站、 大型
展览馆获批建设。

原本根植于工业建筑领域的
刘爱森， 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于是将目光投向公共建筑领域，
并带领企业转换发展重点。 为了
快速掌握公共建筑金属围护系统
相关技术， 刘爱森带队到国外考

察， 引进先进的装备和技术， 并
不断改良与创新， 提高专业技术
水平。

为了争取更多的工作时间，
刘爱森每天坚持早上六点起床，
早早到公司处理公务， 晚上也经
常最后一个离开公司， 他经常奔
波于业务一线、 生产一线， 没有
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在重大项
目抢工期间， 他会时常出现在现
场。 在重大项目签约时， 他会坐
镇指挥。 他常常出差回来就直奔
公司 ， 带领公司中高层开会学
习， 并亲自为基层员工讲课。

刘爱森就是凭借这样的奋斗
精神， 他的企业逐步在行业内实
现了技术领先， 并成为了金属围
护行业内横跨工业建筑和公共建
筑两个领域的专业服务商。

2016年12月， 刘爱森的企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随
后企业业务向环保领域拓展， 通
过 “引进 、 融合 、 创新 ” 的方
法， 在获得专利技术、 打造专业
团队的同时， 大力实现环保设备
制造国产化， 为企业跨越式发展
打下基础。

创新技术领路，关键
技术超越国外发达国家

刘爱森把创新作为企业进
步的驱动力 ， 不断打造企业竞
争实力。 “从2001年开始创业 ，
到2008年做到在国内本行业市场
占有率最高， 我们依靠的就是技
术创新。” 刘爱森说。

作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领
路人， 刘爱森也参与了多项核心
技术研发， 彻底解决了虹吸现象
导致漏水隐患、 台风等极端天气
抗风揭隐患等多项行业难点和痛
点问题， 其中大跨度金属屋面生
产与施工关键技术， 不仅在国内
处于领先， 还超越了部分发达国
家的技术能力。

为了支持创新， 刘爱森始终
重视专业知识与经验的积累， 一
方面他自己积极加强专业和管理
知识的学习， 另一方面组织公司
高管在中欧国际商学院、 北京大
学等院校深造学习， 并且选送优
秀员工和先进个人到高等院校进
行培训教育， 提升团队的整体素
质水平。

今年7月， 刘爱森的企业开
展与国际一流材料学科院校北京
科技大学战略合作， 建立联合实
验室。 “我希望通过院士、 长江
学者、 高级知识分子等学科带头
人 的 智 慧 ， 帮 助 我 们 的 技 术
研 发 水平往更深层次发展 ， 研
发不能仅仅停留在改变各种材料
性 能 的 组 合 ， 更 应 该 以 材 料
本 质 出发 ， 研发出性能更好的
新型材料。”

目前， 刘爱森的企业拥有专
利134项 ， 其中发明专利38项 、
实用新型专利82项、 外设设计专
利14项， 同时， 还是北京市知识
产权示范单位、 北京市企业技术
中心、 北京市专利示范企业、 工
信部发布的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
用试点企业。

企业成功秘诀，办受
人尊重的大家庭式公司

刘爱森经营的企业从一家名
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到如今千
人规模沪市主板上市企业。 经常
有人跟他讨教成功的 “生意经”。
每到这时， 他都会坦诚地告诉对
方， 要重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对于民营企业来
说意义重大， 优秀的企业文化可
以凝聚企业全员力量， 引导全员
向着推动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奋
进。” 刘爱森说。

创业之初， 刘爱森就意识到
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于是他提
出了 “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家庭式
公司” 企业愿景， 并以 “诚信、
敬业、 关爱、 创新” 作为企业核
心价值观。

多年来， 刘爱森始终践行企
业文化， 跟随他一起创业的老员
工不曾有一人离开。 企业也以人
才为发展动力， 多渠道引进高端
人才， 同时更注重人才储备， 坚
持每年招收超过200名应届大学
毕业生。 刘爱森还大力支持公司
组织方面的建设， 支持公司成立
党支部和工会， 并带头积极参与
党组织和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2016年， 在他的倡导下， 企
业成立了 “员工爱心基金”， 刘
爱森本人率先捐款300万元 ， 开
设专用账户进行严格管理， 用于
员工及其直系亲属出现意外时之
急需， 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此外， 刘爱森还多次为家乡
的学校和道路建设捐款， 并为贫
困员工及社会困难人士个人捐款
超过150万元。 截至目前 ， 他个
人参与的公益事业已经累计捐款
超过450万元。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企业
家， 我要听党话、 跟党走， 爱国
敬业、 守法经营、 创新共赢， 回
报社会。” 刘爱森说。

□本报记者 陈曦

改变国内金属围护领域商业模式
———记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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