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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九寨沟地震救援纪实

灾后快速反应部署
连夜飞驰灾区救援

“时间就是生命， 组织安排
救援车辆， 一定要尽快赶到九寨
沟灾区。” 地震发生后的当天夜
里， 虽已接近凌晨， 但北京三兴
汽车有限公司里却到处都是着忙
碌的身影。 相关领导连夜开会组
织救援， 集结参与救援的公司职
员， 开始救援车辆出发前的调试
准备。 灾区救援的应急准备工作
快速而有条理地进行着。

而作为职工保障力量的北京
三兴工会， 也在灾难发生后迅速
做出反应， 连夜发出抗震救灾倡
议书 ， 向公司全体员工提出倡
议。 倡议书下达之后， 公司职工
全都积极参与到此次救援行动
中， 其中包括熟悉救援设备的技
术人员、 车队司机、 有着丰富救
援经验的员工， 他们都立刻主动
请缨申请前往灾区前线救援。 公
司的其他职工也对此次救援行动
万分关注， 期盼能够给灾区人民
带去帮助， 也期盼救援队员能够
平安归来。

经过公司领导的部署安排，
依据灾区前线的需求， 此次出征
的救援车辆有医疗救护车、 会议
方舱、 炊事方舱、 运净水车、 运
加油车、 运兵车， 这些车辆都是
前线急需的救援装备。 不到两个
小时， 人员集结、 车辆调试、 组
织准备、 后勤保障等准备工作就
绪， 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此次
出征的救援人员共20人， 大家满
载着公司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的
嘱托， 连夜驶往灾区。

救援装备优势凸显
救灾效果获得肯定

经过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
涉， 救援队员赶到了灾区前线。
“看到路上倒塌的房屋， 塌陷的
山体 ， 落下的碎石 ， 砸坏的汽
车， 住在临时救灾帐篷的灾民，
我们感到很心痛， 同时也坚定了
我们救援的决心！” 救援队员在
谈 到 他 们 在 灾 区 现 场 的 感 受
时 这 样表示 。 在九寨沟灾区 ，
地势陡峭， 地形复杂， 北京三兴
汽车有限公司的救援设备则发挥
了专业优势。 “我们的6台整套
救 援 车 辆 都 深 入 到 了 九 寨 沟
的 重 灾区 ， 从灾区灾民和政府
的使用状况来看， 起到了很大作
用， 在很多其他车辆驶入不了的
情况下， 唯独我们的救援车使用
频率极高 。 运净水车 、 炊事方
舱、 会议方舱、 运加油车等都在
灾区得到了很好的使用， 为灾区
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
北京三兴九寨沟救援队总指挥姜
小虎说。

凭借高机动性能穿过灾区复
杂地带的优势， 救援车辆到达海
拔3101米的长海， 随后进入则查
洼寨， 单兵运输车协助政府完成
物资运输及人员转运； 医疗救护
车协助完成伤员运送； 加油车对
救援车辆及抢险工程机械进行油
料补给； 会议方舱为漳扎镇政府
临时召开视频会议对抢险救援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提供了场所； 运
净水车将江河湖泊中的污浊水快
速净化成可供人饮用的纯净水，
供当地的灾民和救援人员饮用；

炊事方舱可保障当地灾民和救援
人员的用餐， 利用运送到当地的
食材， 每十分钟便可做出一道可
口的菜品， 很好地为灾民和漳扎
镇指挥部提供了饮食保障。

北京三兴的救援装备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
救援人员的肯定。 四川省交通厅
战备仓库相关领导前往北京三兴
救援队驻扎的临时基地， 参观各
类救援装备后都给出高度评价。
8月14日， 九寨沟灾区的救援工
作已从救人逐步转向灾后重建，
北京三兴救援队决定次日在使用
完 指 挥 方 舱 并 对 运 加 油 车 进
行 油 料补给后启程返京 。 当地
政府对新兴际华集团北京三兴汽
车有限公司的快速响应、 高效反
应、 捐助救援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救援人员的帮助表达了真诚的
感谢。

救援人员胜利归来
北京三兴赢得关注

8月19日11点钟， 6辆救援车
缓缓驶入公司的大门， 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前往九寨沟应急
救援的车队和参与救援的20名勇
士胜利归来， 这标志着此次赴九
寨沟应急救援任务的圆满结束。

公司领导对救援人员进行慰
问并为勇士们接风洗尘。 随后召
开九寨沟地震救援总结交流会，
对抗震救灾行动中涌现出的先进
个人进行表彰， 北京三兴公司康
定伟、 张全、 康胜利， 应急装备
公司郑松7名同志 “抗震救灾先
进个人” 荣誉称号， 并为21名救
援队员代表颁发了九寨沟地震救

援纪念奖杯， 为7名先进个人颁
发了荣誉证书。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 按照集
团公司统一部署， 北京三兴汽车
有限公司立刻启动抗震救灾应急
响应机制， 迅速完成人员集结、
装备整理， 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在整个救援行动中， 发挥北京三
兴 在 应 急 救 援 领 域 的 综 合 优
势 和 专业优势 ， 开展了物资运
输、 人员转运、 油料补给等一系
列救援活动， 做到了顾大局、 重
形象， 讲规矩、 听指挥， 圆满完
成了各项救援任务， 展现了北京
三兴的良好素质和整体形象， 得
到了当地政府和灾区人民的充分
认可， 为集团公司赢得了荣誉。
同时还吸引了众多媒体分别来到
北京三兴取景拍摄， 对此次救援
进行报道。

英勇救援心有大爱
队员事迹感动众人

从出发到归来， 10天的时间
里， 救援队员朝夕相处， 不顾自
己的安危， 冲在灾区的最前线。
这次救援任务虽然已经结束， 但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康定伟是公司的优秀员工，
也是救援队员中特别 “拼” 的一
位。 在救援行程中， 2000多公里
的返程一个人开回， 被其他队员
称为 “铁人”。 他在救援的途中
过了自己最特殊的一次生日。 17
日深夜， 救援队返程的第一夜，
在连续开车数小时后， 救援队决
定找个地方休息， 吃点东西补充
体力。 “今天是康定伟生日呢！”
其中一队员说。 因为赶路， 连康

定伟自己都忘了。 一碗热乎乎的
生日面和队友们的祝福， 让康定
伟心里暖暖的， 再苦也值得。

张全今年53岁， 是这次救援
队员中年龄最大一个成员。 这次
赴九寨沟救援任务来得突然， 他
立刻申请加入了此次救援行动。
事实上， 张全的腰部有伤， 做完
手术后腰部的6根钢钉还没有取
出 ，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长途奔
波， 但是作为党员的张全依然选
择参与此次行动， 用实际行动来
履行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

另外， 在此次救援人员中，
还有两位年轻的爸爸， 王治飞和
关胜， 两个人的孩子还小， 但是
仍然冲在救援队伍的最前面， 对
车况熟悉的他们认真做好每一次
车辆的检查， 努力参与救援的他
们想为自己年纪不大的孩子做个
好的榜样。 除此之外， 救援队伍
中也不缺乏90后的年轻力量， 不
仅为救援增加了活力， 也让人们
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北京三兴公司工会第一时间向职
工发起号召并提出倡议， 号召公
司职工积极投身救援工作。 在整
个过程中， 由北京三兴汽车公司
职工组成的救援队在救援过程中
发扬集团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
战斗 ， 特别能奉献 ” 的军工精
神 ， 同时发挥了企业的专业优
势， 积极参与社会救灾， 赢得了
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 这对
于打响公司的知名度， 提高公司
职工的荣誉感， 促进公司发展具
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公司工会
在整个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提
高了影响力。

积积极极承承担担社社会会责责任任 快快速速参参与与地地震震救救灾灾

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地震， 导致部分房屋倒塌、 山体滑坡。 自然灾害频繁的四川省始终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生产应急救援车辆等特种车辆的国企单位， 目前正在着力
打造安全谷项目， 遇到突发的自然灾难， 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积极组织救援车辆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很好地履行了国企的社会
责任， 赢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社会各界的肯定。

-参与救灾职工
在灾区现场指挥
部合影

-炊事方舱保障
救灾人员和灾民
饭菜供应

-公司职工欢迎救
援队员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