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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口罩60万只
骨干驰援战“疫”披星戴月

为武汉前线紧急提供IT保障
“码农”铁军夜以继日数字抗疫

□本报记者 马超

截至目前，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口罩日产60万只， 由政府统一
调配、 统一定价， 以同品牌、 同规格、
同价格， 统一投放市场， 目前在超市、
药店、 中石化加油站有售。 “其实公
司以前并不生产口罩， 主要研发和生
产骨科等高附加值产品， 考虑到社会
责任， 疫情发生后， 公司新建立生产
线生产口罩。” 纳通集团人力总经理申
超超说。

疫情发生后， 1月21日， 纳通紧急
成立联防联控工作组， 组织进行防疫
物资筹措 、 疫情通报 、 防御措施宣
教 、 员工行程统计等多项工作 ， 让
每一位员工都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以及做好防护的重要性 。 1月 27日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延长 2020年
春节假期的通知， 纳通当天即通知全
体员工， 延长春节假期至2月2日。 2月
2日 ， 结合北京市政府发布的通知精
神， 纳通再次发布通知调整工作方式，
从2月3日至2月7日， 调整为在家办公
方式， 2月10日， 正式到公司上班。 对
2月10日后的员工上班交通工具进行统
一协调安排， 开通多条班车线路， 统
一接送员工， 自驾、 拼车、 班车都无
法实现通勤的员工， 可继续在家办公。

在正式到公司上班之前， 纳通做了充
足的防疫准备， 包括办公区域按时按
次通风消毒 、 班车消毒 、 测量体温 、
配发口罩、 分批用餐、 打包用餐、 单
人单桌等多种形式。 考虑到员工采买
不便 ， 餐厅还代为采买粮油 、 蔬菜 、
熟食等必备物资。

复工复产后， 2月16日， 集团旗下
设备公司接到辽西医院应急手术的装
机需求。 在疫情期间， 各省区实行封
路、 隔离政策， 全国诸如德邦等大型
设备物流企业停工停运， 五百多公斤
的设备， 从天津运输到辽西成了一件
不简单的事情 。 设备公司OSI工程师
李章接到任务后， 与同事火速联系物
流司机 ， 与天津工厂确认提货需求 。
他还提出要全副武装独自前往库房发
货， 并做出了跟随货车一起抵达辽西
的计划。 收到李章的请求后， 部门领
导评估长途坐车的疲惫状态， 容易导
致身体抵抗力降低， 当即调整此项计
划， 安排李章在到货当天乘坐高铁往
返医院进行装机培训。 北区销售主管
徐凯作为项目负责人， 在工程师无法
与设备同车抵达， 同时所在区直达高
铁停运的情况下， 迅速预订沈阳中转
列车， 在车站住宿一晚后抵达辽西医

院， 并在途中多方联系卸货叉车， 保
障设备的顺利卸装。 2月16日， 徐凯与
物流货车同步抵达医院， 并以一己之
力将五百多公斤的设备拆箱装卸， 推
送至骨科病房， 完成设备交接。 紧随
其后的李章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手术床
安装， 并顺利进行了设备操作培训。 2
月 16日 ， 该医院按照原定计划 ， 在
NATON OSI骨科机器人手术台上 ，
开展了辽西地区第一台骨科智能机器
人影像定位手术。

3月1日， 一位79岁的女性新冠肺
炎患者， 从武汉雷神山医院治愈后观
察期间 ， 不慎摔伤导致左侧髋部疼
痛伴活动受限， 经X线及CT所示， 左
侧股骨转子间骨折， 紧急转入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隔离病房治疗。 经中南医
院创伤与显微骨科医生会诊， 患者需
要进行闭合复位内固定微创手术治
疗 。 但因为严峻的疫情， 武汉地区实
行严格的交通管制 ， 产品运输非常
困难， 能够供货的厂家基本没有； 另

外， 很多公司员工早已离开武汉， 很
难找到技术指导人员。 于是， 医院紧
急联系纳通集团湖北省公司总经理
熊震， 希望能够提供产品与技术指导
人员 ， 协助医院为患者进行手术治
疗 。 接到电话后， 熊震迅速协调武汉
仓储资源， 为患者安排了纳通集团旗
下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带锁髓内钉产品。 武汉本地员工徐霆
看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 “请战” 做技
术指导。

这时， 熊震又了解到， 患者的6
位家属均被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正处
于隔离治疗中， 无人为其缴纳治疗费
用。 他立即向集团领导反应了这一情
况， 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集团领导
当即决定， 为患者无偿捐赠治疗所需
产品。 一切准备就绪， 3月3日， 中南
医院启动特殊感染手术配合应急预案，
部署手术环境， 进行防护、 布控与消
毒， 历经5个小时， 顺利完成手术。 目
前， 患者体征平稳， 恢复良好。

□本报记者 边磊

北京小汤山医院3月16日正式启
用， 意味着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下属东
华医为小汤山信息管理系统正式投入
使用。 而此前，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国内医疗信息化领军企业东华医为科
技有限公司陆续向武汉火神山医院 、
雷神山医院， 捐赠价值超过2000万元
的全套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和驻场运营
支持服务， 为抗疫前线医护人员救治
患者提供了最有力的IT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信息化医
疗系统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对整个疫情
防控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
进的信息技术帮助医护人员最大程度
地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 作为国
内医疗信息化优秀企业之一， 东华医
为在此次抗疫行动中， 承接了武汉火
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院、 湖北妇幼武
汉光谷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 并
支持北京小汤山等多家医院的抗疫信
息系统改造。

董宝瑾是东华医为山西区域的一
位 “女码农”， 2020年春节假期， 她作
为东华医为火神山 IT突击队的一员 ，
全力参与了火神山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的建设工作。 之后， 她又参与了雷神

山医院的建设。 她用自己的镜头记录
下了在抗疫最前线的生活。 “这是我
过的最没有年味的一个新年， 也是最
有意义的一个新年”， “火锅、 烧烤、
地锅鸡、 烤鱼， 只要没有野味的， 我
都想再来一遍 ， 一遍不够来两遍 ” ，
“回家想吃妈妈做的菜” ……严密高效
的信息管理系统是指导医院有序开展
救治工作的 “神经中枢”。 在这套强大
的 “神经中枢” 的背后， 有许多像董
宝瑾一样的 “码农”， 承接信息系统的
搭建运维、 负责医护人员的培训答疑，
夜以继日， 默默坚守。

柳旭生是东华软件子公司东华医
为的一名技术骨干， 除夕夜接到公司
承接武汉火神山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
通知后， 主动请缨前往武汉， 奋战在
抗疫 “第一线”。 他作为公司火神山、
雷神山项目的总指挥， 负责现场所有
工作对接协调、 需求整理、 人员调度
和工作分配， 还要关注在场人员的日
常、 安全、 卫生、 交通和防护物资调
配等方方面面 ， 每天工作时长高达
16-18小时 ， 兢兢业业 ， 任劳任怨 。
在他的带领下， 公司一线勇士们顺利
完成了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的上线任务， 为抗疫前线提
供了最为关键的IT保障。 3月3日， 东
华软件股份公司党委第三党支部召开
支部党员大会， 支部全体党员一致同
意其火线入党， 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作为北京小汤山医院的信息系统
承建商， 自1月20日起， 东华医为陆续
派出数十名工程师驻扎现场， 开展系
统上线工作。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
化， 东华医为积极响应政府要求， 除
了之前驻场的技术团队外， 又迅速抽
调30多名技术人员投入IT系统建设当
中， 以确保系统如期投入使用。

除了北京小汤山医院， 东华医为
还承接了北京地坛医院、 唐山市人民
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等医院的信息系统改造工程 。 同时 ，
配合北京市相关部门， 对新冠患者用

药医保控制、 非急诊全面预约、 疫情
期间数据上报等改造工作， 为北京40
余家医院提供信息化支撑。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党委常务副书
记、 总工程师左耀龙介绍， 东华软件
股份公司严格按照北京市政府要求 ，
开展防疫工作。 安排员工一半公司上
班， 另一半居家互联网办公， 保证工
作距离一米以上； 办公场所每天定时
消毒， 员工每天上班工作前， 颁发口
罩和手套， 确保员工安全生产； 坚持
疫情申报制度， 每天公司各部门、 子
(分) 公司汇报人员健康状况， 发现问
题， 及时处理。 每天8点， 职工到岗后
企业第一时间发放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负责消杀的医用酒精和84液也准备充
足。 企业在每层楼都放置了3-4台微
波炉， 方便疫情期间职工热饭。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