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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系统抗疫先锋风采

鲜花和掌声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信先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闻令而动、
迎难而上、
积极担当、
全力奋战，
争分夺秒提升生产供给能力，
多措并举抓好重点医疗物资
保供和通信大数据支撑工作，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促
进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
催人奋进的先
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集中体现了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的强大组织力、
行动力和战斗
力，
充分展现了全系统干部职工忠于职守、
众志成城、
无私奉献、
冲锋在前的政治
品格、
责任担当和精神风貌。
为表彰先进，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激发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干事
创业、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举行的工作
会议期间特别设置表彰环节，
授予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等 100 个集体“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授
予张彧等 300 名同志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称号。
我们选取了 18 家先进集体和 11 位先进个人，记录他们的抗疫事迹，定格
他们的抗疫时刻，一起感受他们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果敢担当，践行初心使
命、关键时刻豁得出的先锋品格，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舍小家、顾
大家的大爱情怀。本期刊登 18 家先进集体事迹（详见 4、5 版）。

不舍昼夜坚守抗疫最前线

克服万难力保通信服务不降级

——记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记湖北省通管局疫情防控通信保障武汉市专项工作组

率先吹响战“疫”
集结号。武汉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在中央指导组、国务院联络组、
工信部和省市政府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
间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迅速集结精锐力量，
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书记、
局
长以上率下、
冲锋在前，
带领专班同志夜以继
日、连续奋战在一线，有力保障武汉保卫战
取得决定性成果，
疫后社会经济快速复苏。
全力打通医疗物资供应链。迅速建立
紧缺物资战时保障机制，协调捐赠（采购）
负压救护车 329 辆、MPV50 辆，调拨调配防

护服 4 万多套、口罩 200 多万只；帮助医用
防护服、测温仪等产量快速提升，
满足全市
所有定点医院、方舱供氧需求，
做好全市消
杀用品生产组织和协调供给，在最短时间
内实现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
平衡的跨越式提升。
全力稳定通信供电保障线。协调发供
电企业高效完成 91 个防疫用户配套电力工
程，
五天五夜为火神山医院通电、三天三夜
为雷神山医院通电，37 小时为最大方舱医
院通电。协调通信企业 36 小时完成火神山
医院 4G/5G 网络覆盖，24 小时完成雷神山

医院网络部署，
满足 5 万人并发通信需求。
全力守好基层联防联控生命线。安排
29 个支部 75 名党员干部下沉 35 个社区，
承担起 31 万居民的对接帮扶任务，落实小
区封闭管理、开展拉网排查、协助转运确诊
和疑似病人、做好居民民生保障服务。
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制定专项政
策措施，梳理产业链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
套企业，
“一对一”
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有效
保证全市 70 余万名工业企业员工顺利到
岗，
仅十余天时间，
规上工业企业开工率由
不足 10%迅速提升到 90%以上。

三种情怀彰显民企担当

按照局党组统一部署，疫情防控通信
保障武汉市专项工作组勇于担当，敢于作
为，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圆满完成了武汉
市疫情防控通信保障工作任务。
统一调度，
组织全行业全力投入武汉保
卫战。
组织成立了武汉市全行业疫情防控通
信保障应急队伍，
编制《武汉市新型肺炎疫
情防控通信保障工作方案》，
加强对全行业
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调度，
组织
召开18次全市通信行业视频调度会，
深入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网管中心、
营业
厅等一线调研督导，
推动工作落实。
周密部署，全力确保疫情防控通信畅
通。
克服人手少、任务重、风险高的困难，
组
织协调各电信企业和相关通信服务单位，
建立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巡视巡检
和网络排查，确保了疫情最前线和重灾区
武汉地区网络不中断、服务不掉线、质量不

降低。组织协调各电信企业在 36 小时内完
成火神山医院 4G/5G 网络覆盖，24 小时内
完成雷神山医院网络部署，
为市、区疫情防
控指挥机构和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等提供
高标准通信保障，依托 5G 网络，搭建远程
会诊系统，开通“共同战疫”5G 直播，多方
面共同抗疫。
迎难而上，积极解决通信保障工作中
的实际困难。
在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管控
最严、物资最紧缺的时期，主动担当，积极
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相关单位汇报，争
取支持。同时协调有关单位向通信行业供
应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 500 余箱，
协调跨省和省内运送网络设备近 200 次，
办理市内交通证件 700 余张，有效缓解一
线建设、运维、服务人员防疫物资不足带来
的压力，切实解决了各通信企业在通信保
障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记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舍弃。疫情之初，三奇公司毅然放弃
国外大额订单，竭力保障国内医疗防护物
资供应。2020 年 1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点名三奇公司为援鄂医疗防护物资重点
生产供应单位后，三奇公司不计报酬、不顾
损失，毅然放弃了计划发往国外的库存 10
万套防护服、300 万只口罩订单，转而将这
批防疫物资以最快速度驰援武汉。
担当。紧急关头，开足马力保生产，全

力支持国家战
“疫”
。疫情紧、
口罩缺、
任务
重，公司生产能力亟待提高。三奇人“只说
行，
不说不”
，
公司采取
“人停机不停，
工人倒
班干，开足马力保生产”
机制。口罩从日产
50 万只提高到 350 万只，
医用防护服从日产
1000 套增至 20000 套以上。三奇共支援武
汉、北京等相关地区口罩 1.35 亿只、防护服
180万套，
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调拨任务。
奉献。危难面前，从未缺席，应急救

援，
爱心义举显胸怀。每次危难面前，
都能
看到三奇医卫的身影：
汶川大地震，
员工捐
款 1.41 万元和价值 20 万元的口罩等医用
防护产品；云南鲁甸地震，捐助 20 万只医
用防护口罩和 5000 件防护服；非洲暴发埃
博拉病毒疫情，送去 30 万美元防疫物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已向社会各界捐
赠医用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高达
1350 万元。

“火眼金睛”
病毒无所遁形
——记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临床检
验领域核酸检测分子诊断产品行业内仪
器、试剂及检验服务相整合，
且品种最为齐
全、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生产企业。
作为医学
诊断行业代表企业，面对疫情大考，天隆科
技积极响应，成为最早一批为武汉大量提
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仪器和试剂（产品）的
企业，包括武汉疾控和同济、协和、金银潭、
方舱医院等；在 20 多年核酸检测仪器及试

剂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天隆科技牵头制订
国家医药行业标准《YY/T1717-2020 核酸
提取试剂盒（磁珠法）》并在抗疫期间由国
家药监局发布，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通量多靶标自动化核酸超敏检测仪器和
试剂整体解决方案。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天隆科技的产
品和服务。在武汉以及后续暴发疫情的黑
龙江绥芬河、吉林舒兰、北京、新疆、辽宁大

连、成都等地区，天隆科技为全国 31 个省
（区、市）病毒检测能力建设、为全国两会和
进博会的召开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为
国际抗疫输出了中国的科技力量。
天隆科技获得了工信系统抗疫先进集
体的荣誉称号，也收到了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的感谢信。作为中国的企业，天隆科
技很好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
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
的要求。

高速运转守住机要
“生命线”
——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机要督办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工信部办公
厅机要督办处时刻作为“尖兵”冲锋在前，
慎终如始，以实际行动书写忠诚、以真抓实
干践行担当，为部系统抗击疫情工作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坚守机要文电“生命线”，全力保障部
抗疫工作高效运转。疫情就是命令，春节时
全员主动放弃休假火速返岗。为了多赢得
一点宝贵时间，全处顶着文电数倍骤增的
压力，
以日均流转 690 件次的超常规工作节

奏，争分夺秒与疫情赛跑；以“5﹢2”
“7×24”
的快速响应模式，全力以赴保障党中央政
令畅通。
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狠抓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全处始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工作作风狠抓贯彻落实。
通过建立专
门台账、下达任务书、上门督办等形式，累
计对 150 余项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
志重要批示以及会议部署跟踪督办，向中
办国办报送有关疫情防控督查台账近 300

项。两天内起草并协调国办印发督促重点
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为推动重
点地区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动加强统筹协调，高标准做好疫情
防控建议提案的办理。对涉及疫情防控的
建议提案均按照重点督办建议的标准，急
事急办，
特事特办，
切实将人民所急、所盼、
所忧和广大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
转化为
科学精准的措施和实实在在的成效，相关
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认可。

就地转产全力以赴支援一线
——记依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依文集团成立于 1994 年，是中国服装
行业的领军企业。成立 26 年来，多次圆满
完成国家重大任务，为奥运会、残奥会、新
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 70 周年庆典等重大活
动定制服装。16 年来，通过文化产业扶
贫，帮助 13000 名绣娘走出大山，通过自己
的手艺脱贫致富。
疫情发生后，依文集团积极响应国家
和北京市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防护服、
隔 离 衣 的 转 产 扩 能 工 作 。 2020 年 2 月 2
日，依文集团开始转产扩能，一周内调集
设备、人员开始试生产；2 月 20 日，新建
防护服生产线正式投产，为武汉、北京提
供上百万套防护服和隔离衣等防疫用品。

依文人将“疫情就是命令”刻在心中，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积极下沉到一线，上千名依文人日夜奋
战在防护服项目中，不惜任何代价、不计
任何得失，全身心投入到抗击疫情的生产
工作中。
依文作为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充分
发挥自身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及生产优势，
积极投入到隔离衣、防护服和一次性医用
口罩的研发及生产中，带动近百家上下游
企业复工、稳产，
为守护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护工作者提供医用防护装备，在后方为
一线的“白衣天使”
筑起了一道保障生命安
全的围墙。

抽调精兵集中攻坚建平台
——记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通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全力抓好全国电信大数据分析平台建
设工作，按照时限要求圆满完成部平台和
各省平台施工建设工作。
接到工信部的工作任务后，中国通服
第一时间响应，在通服总部和各省通服设
立共 800 余人的两级 PMO 一线组织，对接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各省通管局开展
建设准备工作，抽调旗下信息化领域最高
水平的专家制定项目整体实施方案，统筹
协调中国通服遍布全国的设计、工程、IT、
物业、物流资源进行支撑。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通服严格按
照职责要求做好项目设计、集成工作以及
项目整体实施的进度和质量管控，保质保

量完成了以下工作：大数据平台总体建设
方案编制，部平台和各省级平台机房查
勘，协调三家通信运营商制定数据专线接
入方案，支撑运营商完成专线链路开通和
调测，设备收货、验货和进场管理以及设
备上架、通电和线缆布放，设备集成施工
进度和质量管理，配合进行平台系统调
试等。
中国通服上下齐心，在规定的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顺利完成部级和全国 31 个
省 （区 市） 电 信 大 数 据 分 析 平 台 的 施
工，保证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及时上线，
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重要的技术手段
支持，切实保障国家发展和人民生命健
康安全。

（本版文字由郭庆婧

张鸣 张佳丽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