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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的春节注定令我们终生
难忘，“新冠”肺炎病毒突然来袭，
喧闹的城市归于寂静，一场牵动
14 亿人心的全民防疫大战拉开帷
幕。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役中，
威海广泰积极应对，全面部署，
多措并举，在各方面显示出一个
有责任感的民族企业应有的担当
和责任。

一、迅速反应，第一时间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

早在 1 月 23 日，山东省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的前
一天，威海广泰就紧急成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工作领导小组

（下简称“领导小组”），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高度重视疫情发展，由集
团常务副总经理挂帅，集团相关
领导、各厂区及子公司主要负责
人任组员，统筹安排集团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工作小组春节期间
不眠不休，一边多方联系相关防
护和消杀物资，一边根据国务院
要求安排布置春节假期延长相关
工作，同时成立防疫工作微信群，
并开通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及
时处理各部门反馈的相关事项。

领导小组于 1 月 27 日起陆续发
布《公司关于加强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公司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应急预案》
《公司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防疫措施规范》《公司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应急工作方案》
《关于外地返工人员隔离工作细
则》等应急措施，科学指导集团
防疫工作有序进行。

2 月 4 日，集团董事长李光太
亲赴各厂区查看各厂区防疫工作
落实情况，并向加班员工表达慰
问和关心，鼓励大家务必做好防
护，树立必胜信心。

二、勇担社会责任，驰援武汉
义不容辞

“新冠”疫情爆发，国家发出“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号
令，威海广泰作为勇担社会责任

通过微信公众号及内部广播，及
时传递疫情防控常识，并在各厂
区重点公共区域张贴防疫宣传资
料，使全体员工耳濡目染，提高
防疫意识和能力。

公司与公交公司达成一致，由
驾驶员对班车进行每日消毒，员
工上班车前由体温测量小组成员
负责检查乘车员工佩戴口罩情况，
并为其测量体温，每日记录。不
按要求佩戴口罩和体温超过 37 度
者均不允许上车。

非乘坐班车的员工入厂前在门
口测量体温并记录，未按要求佩
戴口罩和体温高于 37 度者不允许
入厂。同时由各部门对员工每日
行动路线及身体状态动态跟踪，
每日上报领导小组。 

行政管理中心为各部门按需配
发了充足的口罩、喷壶、垃圾回
收袋、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并将
按比例调配好的消杀用品发放到
各部门。由部门负责人安排专人
每日喷洒消毒液，每日不少于两
次填写负责区域的通风记录和消
毒记录。消杀检查小组负责每日
对各部门办公场所、宿舍、食堂、
厕所、楼梯、垃圾桶等公共区域
的卫生消杀进行检查，同时对员
工工作期间佩戴口罩、间隔距离
等情况及部门通风消毒记录进行
检查。

为保证复工员工能吃上安全又
营养的饭菜，疫情期间公司食堂
避免集中就餐，各厂区食堂严格
按照卫生安全要求，采用一次性
饭盒进行分装，分装好的盒饭由
各部门派专人领取并分发，员工
在各自工位分散就餐。口罩、饭
盒回收小组负责每日将本部门用
过的口罩和饭盒按要求打包、喷
洒消毒液、扎口并送到指定垃圾
箱，避免二次污染的产生。

此外，公司坚决执行对外地返
回人员进行 14 天隔离措施。根据
领导小组制定的《关于外地返工
人员隔离工作细则》，在各厂区

成立防疫隔离工作小组，厂区负
责人任组长，统筹安排外地返工
人员在内部招待所、指定宾馆进
行不少于 14 天的隔离，隔离房确
保一人一间，每个房间均配备独
立卫生间。防疫隔离小组负责填
报反馈检查日报表，每日为隔离
人员测量体温、送餐、分发消杀
用品等工作，使隔离人员在他乡
感受到公司的关怀和家一般的温
暖。此外，领导小组负责对隔离
人员隔离期满复工申请和证明进
行严格审核，确保从严把控，不
出现问题。同时，在各厂区内部
建立临时隔离点，以便应急处置。

针对于外来车辆，公司在各厂
区外设立厂外消杀站，外来车辆
入厂前，进行全面消毒后，方可
入厂，外来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测
量体温正常后方可入厂，不佩戴
口罩、体温高于 37 度者，不得入厂。

威海广泰顺利复工离不开各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一笔不能延期的订单，
某枢纽机场继续转运防疫物资的
设备。2 月 1 日公司第二生产工厂
向张村镇政府递交复工申请，当
天就收到相关部门准予复工的批
示。为确保推进公司复工复产情
况，区领导亲自来到现场，镇领
导积极协调企业复工口罩等防护
问题。2 月 2 日复工当天，由政府
派驻的“驻厂员”就来到生产现场，
与工人们一起忙碌起来，驻厂员
事无巨细督导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并指导企业开展防控宣传，及时
进行政企联络，为防疫期间公司
复工生产吃了一颗定心丸。

与时间竞速，与疫情抗争！面
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广泰人众志
成城，信心十足，在全面部署、
多措并举的保障下，坚决打赢“新
冠”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我们胜
利在望！

         （行政管理中心 赵雅群）

的民族企业，多方联系防疫物资，
第一时间与慈善机构对接，向环
翠区慈善总会捐赠医用手套 3.5 万
副，并捐赠现金 30 万元，全部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与此同时，由
集团总经理李文轩亲自调度捐赠
安排，公司决定向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捐赠最新研发的疫情阻断单
元——大型“发热巡诊车”和“留置
观察车”拓展放舱式移动医疗车各
一台，总价值 350 万元，用于疫区
的疫情筛查和疑似病例留置观察。
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在公司高
效的统筹协调下，1 月 27 日开始，
相关员工放弃假期提前复工，加
班加点，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完成了两台医疗车的紧急调货、
调试测试工作。

三、多措并举，严密防控保障
复工

面 对 全 国 疫 情 防 控 的 严 峻 形
势，威海广泰多措并举，周密部署，
尽全力保障员工健康和安全。根
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
《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紧急
通知》，作为国防和防疫相关物
资生产企业，经过积极协调报批，
在切实保障员工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成为张村镇第一批四家复工
企业之一。

2 月 6 日股份公司生产工厂和
技术中心陆续复工，行政部门 2
月 10 日起采取居家办公方式，集
团信息化管理中心积极调试，为
居家办公人员开放云桌面服务和
移动 OA，积极保障疫情期间公司
办公系统正常运行。2 月 17 日股
份公司全面复工，为保障安全复
工，根据领导小组制定的《防疫
措施规范》和《应急工作方案》
要求，各厂区防控小组积极行动，
分别负责入厂体温测量、食堂一
次性盒饭分装、消杀防疫和口罩
盒饭回收工作，压实责任，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防止出现疫
情，确保安全生产。

公司积极开展防疫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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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员参展，接待了来自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7 个参展团。SATS 旗下的 9 台广泰设备，
包括 8 台客梯车和 1 台平台车，提前一个星期
到达展览现场准备就绪。展会期间，广泰客梯
车和平台车虽然不是主角，但依靠过硬的质量
和优越的性能，在参战人员和设备的输送工作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参展的人员和厂商提供
了便利优质的服务，确保了展会的顺利进行，
出色地完成了保障任务。

                         （国际业务事业部 郑珺月）

2 月 11 日至 16 日，新加坡航空展在新加坡
樟宜展览中心举行。新加坡机场航站楼服务集团
（SATS）旗下的 9 台广泰设备在现场为航空展
进行保障支持。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是世界上第三，亚
洲第一大的航空航天和国防盛会。2020 年 2 月
11 日，为期一周的新加坡航空展如期在新加
坡樟宜展览中心举行。虽然因疫情影响，本次
航展热度稍微有所下降，但依然聚集了大批来
自世界各地的各式飞机、最新技术和设备，
有来自 50 个国家的超过一千家公司和五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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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资料，进展快速而顺利。院方对我们的两
台医疗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车作业前的准
备工作简单，易操作，并能够保障水电自给，
工作地点局限性小，能及时到达现场对病人进
行诊断、筛查，减少人员流动，减轻防控压力，
对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有很大帮助。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见到医护人员紧张
地运送医疗物资，有条不紊的工作，让我产生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里是抗疫一线，
此刻，我们离抗疫前线那么近，那么近！部分
医生们仅带着普通医用口罩就投身于抗疫战斗
中，我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由衷的对他们敬佩！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包裹严
密的防护服，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有什
么理由不全心全意支持他们！

在培训交接期间，院方人员刻意的与我们
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感慨万千，真可谓医者
仁心！有了这些在危难中勇敢逆行的医护工作
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相信风雨过后必将迎
来彩虹，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我
们有能力也有决心领导战胜疫情！

交接完成后，婉拒院方挽留休息的热情，
我们立即返回。三天四夜的往返之路，日夜兼
程两千七百余公里，公司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
满满一箱的生活用品和防护用品，吃的、穿的、
用的以及各种应急药品一应俱全。特殊时期条
件有限，为了尽早到达抗疫前线，早一分钟把
我们的产品交付给最需要的地方，每天我们靠

2020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武汉
席卷全国，作为国内专业的移动医疗车厂商和
一个有责任的民族企业，广泰特车全力完成集
团安排的捐车驰援任务。此次广泰集团为武汉
捐赠的疫情阻断单元包括两台车，一台为发热
巡诊车，另外一台为留置观察车——发热巡诊
车主要用于新建方舱医院病人入院前筛查，留
置观察车主要用于发热患者或疑似患者入院前
隔离转运。两台方舱医疗车具有双侧拓展功能，
能够为车内的体检提供足够的空间，拥有高机
动性、高效率、高安全的优质性能，筛查、隔
离、转运就地解决，避免流通，缓解医院压力。

经过一个星期的生产调试和紧张准备，2
月 7 日我们技术、销售人员到公司做交车前的
最后一次检查，对车辆外观、功能、油水箱、
交接资料等做详细检查核对，确保无误，保障
车队明天顺利出征。

2 月 8 日恰逢元宵佳节，我和其他四名交
车小组同事抱定“一家不圆万家圆”的使命感，
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全体到位。集团李文
轩总经理亲自到现场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而
激动人心的发车仪式，随后我们怀着激动的心
情出发。是夜，夜空中点点礼花绽放，伴着我
们度过这个终生难忘的特别的元宵节。

10 日上午我们到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
方也做好了交接准备，顾不上一路的风尘仆仆，
我们立即与医护人员展开交接工作，院方感动
于我们在特殊时期前来支援工作，各方面积极
配合。我们一边培训车辆使用的同时也在清点

方便面、面包和榨菜充饥，晚上就睡在车上，
鲍国峰、周宗华、陈述强三位驾驶员师傅高负
荷长时间工作，尤为辛苦。

一路上我思绪万千，古有战争时期，热血
男儿扛枪赴战场；今有疫情当前，广泰员工千
里驰援助武汉。这是我们广泰人的社会责任感
使然，我为自己身在这样一个有担当、能奉献
的公司自豪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安全返回，开始了为
期 14 天的隔离生活。我们能做的，唯有严格
遵守隔离要求，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采
取科学防疫措施，这也是我们对自己，对亲人
最好的爱护，是对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
士们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最负责任的爱国行
为！

隔离期间，集团各级领导对我们的生活起
居格外关心，医疗车销售经理张晓岚多次为我
们送来各种生活用品，羊亭镇政府、张村镇政
府、羊亭镇中心卫生院等部门也给我们打来电
话表示慰问，还为我们送来生活用品，我们深
深感受到政府和公司对我们的关心。隔离期结
束后，我们将继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迎接未来
的挑战。

                                   （ 广泰特车  张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