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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的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
人说注定是终生难忘的，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
炎疫情从湖北武汉向全国蔓延，
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之
际，本该是阖家欢聚的时刻 ，但
由于疫情的影响，使得这个春节
气氛有所压抑，但在党中央的统
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
共同举起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大旗。
特别是医护人员挺身而出，无所
畏惧踏上了抗击疫情的逆行之路，
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可歌可

由于是临时的工作任务，技术没
有出图制作，所以杨永忠和袁培
洋两位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现场出现的问题与技术人员沟
通解决，经过一天的努力，终于
在下午五点多完成了车辆的装配
任务。第二天喷漆调度龙增林带
领张元海、段四需二人也赶到现
场，对 整车的外观进行修饰。由
于整车没有提前设计出图，图案
需要现做，而由于疫情影响，所
有的广告公司都不承接制作任务。
调度龙增林利用现有的资源自己
排版，刻牌制作贴图的图案 ，张
元海、段四需进行现场的粘贴，
最终顺利完成车辆保障的生产任
务。此次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大家都抱着尽快完成生产任务，
把车辆尽快发往疫区，尽快发挥
作用的想法，完成任务，不找借口，
充分践行了广泰公司企业的文化。

我们虽然不能像医务工作者那
样深入疫区进行工作，但我们在

此付出的努力也深感自豪。我们
广泰公司在此次抗疫战斗中也充
分展示出民族工业企业的民族自
信心、责任心。没有哪个冬天不
会过去，没有哪春天不会到来。
疫情终会过去，胜利终会到来。
我们相信公司虽然目前受到疫情
的影响，各项工作还有困难，但
在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各级领导
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广泰终会迎来胜
利的明天。

             （ 广泰特车   谭卫平）

泣的动人故事。
我们威海广泰人在这场战疫中

也不甘示弱。为了保障抗击疫情
的顺利进行，作为空港地面设备
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公司决定向
疫情严重的武汉人民捐助一台发
热巡诊车和一台留置观察车。广
泰特车接到生产任务后，马上组
织技术、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进
行方案设计及生产工作。技术部
项目负责人丛浩提前对产品进行
了设计规划，在现场进行工作指
导，制造部部长于长松、马涛等
人协调库房人员进行车辆的周转。
2 月 1 日，特车制造部装配调度张
喜明联系放假期间未离开威海的
生产人员杨永忠、赵童、袁培洋、
潘月炜等人在疫情期间出行受限
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到达生产
现场。由于此时还没有复工，车
间整体生产条件相对艰苦，气温
较低，虽然如此，但大家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情况下，干劲十足。

特车制造部突击生产援助武汉医疗车纪实特车制造部突击生产援助武汉医疗车纪实

众志成城    “疫”往无前众志成城    “疫”往无前

2020 年伊始是不平凡的 , 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打响，全华
时代也是一样。

春节放假延迟第一天全华时代
就已经展开了网络办公模式，每
名员工使用手机下载安装“钉钉”软
件并注册，加入公司群，全华时
代全体人员开启了在家办公。一
时间开语音会议、观视频直播成
了全华人每天必做的事情。早上 8
点多，会持续听到“叮叮”的声音，
那是员工在签到，签到可实时显
示该员工的地址。就连下发的流

专门隔离室，外来天津人员，严
格隔离 14 天，隔离期间实行网络
办公。班车有专人天天消毒并对
上车者量体温，不坐班车者由公
司门卫负责量体温，自驾车人员
还需对车消毒。

习惯了中午领盒饭，吃完饭并
把饭盒放到专门饭盒回收袋；习
惯了体温测量和区域消毒，一天
三次均有记录。看吧，技术部一
次性处置单下的更频繁了，几乎
每天有两个下发；看吧，待检区
货物满满，正在检验；听吧，“吱

吱吱”，那是装配组在忙碌的装配
打磨，“嗡嗡嗡”测试人员在试车 ,
还有气囊缝纫机在“噔噔噔”作响，
俨然形成了交响乐曲，其乐融融。

全 华 时 代 人 员 虽 然 距 离 变 远
了，但心更齐了，劲儿往一块使，
工作激情更饱满了。大家众志成
城，共同奋战，面戴口罩，“疫”往
无前！

                  (全华时代 王修华)）

程审批单也使用网络钉钉审批，
既快捷方便又严谨有效。

复工期到了，全体人员更是绝
不含糊，分工明确，职责分明，
开展了一道道防控工作。俗话说
“守好一扇门，温暖一座城”。在全
华门口你会被量体温，会被扫码，
会被登记。一旦发现异常者，进
去的门儿真的没有。有车者实行
车禁入或是车消毒。在电梯口你
会发现很多牙签，没错，是用它
按下按钮，防止交叉传染。病毒
无缝不入，全华无处不防。设立

疫情当前  重任在肩疫情当前  重任在肩

阳春三月，本是草长莺飞、万
物复苏、踏青赏春的美好季节，
但肆虐近百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
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可
预估的损失和影响。

自春节期间全国爆发大规模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防控
疫情已不仅是政府部门或者医务
工作者的事情，它与我们每个人
都休戚相关。

中卓时代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应

班尽量两点一线，对各自的个人
卫生问题要注意，勤洗手勤通风。

四是住宿人员一律不得出公司
大门，实行封闭式管理。上班期间，
无特殊事情，所有员工不许出公
司大门，若有紧急事务必须外出，
需报相关领导签字批准。

五是食堂采取盒饭发放形式领
取。各部门根据人员情况安配 1-3
人领取，领餐人员自觉排队人与
人间隔最少 2 米远，领完餐后回
本部门或工位就餐，食堂餐厅疫
情期间禁止使用，禁止聚集就餐，
就餐时禁止聊天讲话避免人员密
集，饭后统一将餐盒装入黑色垃
圾袋放于卫生间，由保洁统一处
理。

六是每日对经信局、马坡派出
所、马坡工业区的相关部门分别
定时报告本单位当日员工身体状
况、外地新返京人员情况，并积
极做好返京人员的隔离等相关措
施。

开工已经一月有余，在公司领
导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员工的积极
配合下，公司的生产运行正在稳
步进行，防控疫情阻击战也取得
阶段性的胜利。当前，全国的疫
情防控形势也积极向好，取得可

阶段性的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
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但
国外疫情状况加重，国内现在要
积极防止国外输入病例，虽然可
以看到胜利的曙光，但前方挑战
仍然艰巨。

春天已经到来，这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争也终将以我们人类的胜
利而终结。相信不久的将来，阳
光明媚、充满生机的大地终将回
归。

                （中卓时代  陈惠萍
                                          王斌）

急防控预案，成立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严格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
相关复工要求，在公司领导的正
确决策和各部门的齐心协力、共
同努力下，已于 2 月 10 日完成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企业员工无一
人感染。

在疫情期间开始复工，对每个
公司来说，都面临着重重困难。
对于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
必须一手紧抓复工复产，一手紧
抓员工健康安全，保障每位员工
的生命安全成了重中之重。公司
为了确保整个厂区的绝对安全，
制定了全面完整的抗疫条例。

一 是 对 工 作 环 境 进 行 清 理 消
毒，整个厂区、车间、宿舍楼以
及周围，每天最少三次消毒；办
公楼内所有门把手面板消毒、楼
道消毒、卫生间消毒每天最少三
次；

二是公司为每位员工准备了口
罩，并定时发放。要求所有员工
上下班都要佩戴好口罩，必要时
戴好手套，出入工厂时都要登记，
测量体温并登记，禁止外出活动
或聚会；

三是工作人员只为必要的工作
交流，不聚集开会或聊天。上下

2020 年公司预计将会有大批量
的电动产品投入市场，为保证更
好的完成电动产品的交付、培训、
预检预修等各项服务工作，防范
安全风险，提高业务水平，广泰
学校、技术中心、售后服务部、
广大航服联合策划 2020 年度电动
产品专项培训，以提高广大厂外
各办事处维修人员的产品专业知
识和维修技能。

为提高本次培训质量，在培训
开始前，广泰学校、售后服务部、
广大航服多次沟通确认培训需求。

本次培训采取在线直播远程培
训方式，每天授课内容分为两部
分：理论讲解及现场答疑，授课
人对产品理论讲解后，由技术中
心项目负责人在线解答参训人员
的问题及疑问。

广大是广泰产品的服务端，今
年的目标是提升广泰服务品牌的
影响力，逐渐把广泰的服务品牌
做到国内第一。希望通过此次培
训，提升广大维修人员在全国各
办事处的服务保障的能力，使他
们能够非常熟悉地维护保养好广

泰的产品，从而提升广泰的服务
品牌。

               （广泰学校 张云飞）

确定培训需求后，联合技术中心
等部门紧急编制电动产品培训课
件。为尽可能减轻各技术项目负
责人员的工作量，综合考虑各方
面因素，本次培训的课件编制和
授课由售后、广泰学校和技术工
程师分工完成。技术人员负责对
售后及学校负责编课件的人员给
予配合指导和资料支持。

培训课件编制完成后，技术中
心电气设计部及各项目负责人参
加课件评审工作，针对课件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及修改建议。

广泰学校组织 2020 年电动产品培训班广泰学校组织 2020 年电动产品培训班

打赢疫情  我们在行动打赢疫情  我们在行动

2020 年为响应党中央及各地政
府对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部署，
广泰公司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的
工作中，执行相关文件要求，落
实各项举措。根据公司整体工作
安排，生产二厂积极应对，以员
工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迅速
成立体温测量小组、消毒小组、
餐盒分配小组和检查小组，全面
响应、全力遏制和预防疫情扩散
蔓延。

生产二厂在厂长宫焕亲自带队
下，首先专人对每一位进厂员工
体温测量、酒精消毒并详细记录！

分散就餐、定点回收、集中处理，
包括口罩，对内、对外做到措施
得当、防护到位！

疫情期间，董事长亲临一线慰
问关怀，亲切与员工交谈，现场
查看防疫工作进展情况，期间多
次询问员工健康安全、防护劳保
和就餐饮食是否到位，并问候员
工的身体状况、居住状况、父母
亲身体状况及春节流动状况，给
员工及家人拜年祝福！！叮嘱员
工无论上班工作还是下班回家对
病毒的防护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不可忽视，要从自身做起，做好
防疫。让员工感受到了浓浓的关
爱，一句不给国家添麻烦也让我
们感受到了一位企业家的国家情
怀！

 目前疫情防疫战仍未到达终
点，公司的各项举措仍在继续，
生产二厂各项工作跟随紧密进行，
从心理上时时刻刻不放松，从行

动上落实到每一处的消毒检查工
作。大家上下同心、众志成城，
有信心、有能力打好防疫战，保
证员工在岗安全，保质保量完成
任务！

                     （生产二厂 刘豪）

对于外来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消
毒，根据值日表轮岗值日，厂区
内班组每日定点使用 84 消毒液（原
液兑水 1:100）进行消毒并记录，
全面防范于未然！

按照要求，每个班组员工工作
期间，按照要求进行间隔一米以
上进行工作，佩戴口罩、手套等，
严禁员工聚堆工作，预防性措施
严格执行，并禁止在抽烟亭吸烟。
现场工作情况班长、调度实时检
查，并时刻关注员工状态，保持
好现场 5s，对工具、电脑桌及时
使用酒精消毒！疫情期间做到人
人重视、人人管控！

根据公司要求，防疫期间，班
组员工就餐一律使用餐盒，并结
合集团公司第三党支部列出值日
小组，每日两人进行装盒分餐，
对于正在进行隔离的员工派专员
进行派送。要求班组员工就餐间
隔离一米以上，员工一次性盒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