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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系统抗疫先锋风采

通宵达旦 助力打通物资生产瓶颈
——记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处一级主任科员元俊

一天一餐 加速医疗器械落地
——记天津市海正泰克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技术部
经理胡名玺

作为广州市工信局应急物资保障组组
员，元俊全力将防控物资生产保障各环节
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确保关键时期拿得
出、调得快、用得上，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防疫物资生产保障做出了积极贡献。
元俊充分发挥党员先锋和青年团员突
击队作用，2020 年从大年三十起，全程参与
协调组织防疫物资生产并推进重点工作落
实，平均每天工作超过 14.5 个小时，协调解

决企业用工、用电、原材料供应等难题。他
迅速组织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快速复工转
产。大年初四即率先实现全市各物资生产
企业 100%复工；超前行动解决“卡脖子”问
题，大规模组织企业转产，实现医用口罩、
灭菌防护服、
熔喷布等多项核心医用物资生
产零的突破并迅速增长；打通出口通道，解
决防控物资出海难的问题，协助建立起“生
产制造—资质认证—海外贸易”
对接平台。

截至 3 月底，广州全市各类口罩累计
产量超 5 亿只、医用防护服超 200 万件、试
剂盒超 2000 万人份，实现各项防控物资供
应从极度紧缺到紧平衡到充足保障再到出
口国外，为全市、全省、全国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和支援武汉奠定了坚实基础，受到
广州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以及国务院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
保障组）发函肯定。

2020 年，疫情突袭武汉，作为经历过
“非典”疫情与“援非抗埃”工作的科研人
员，胡名玺与天津市海正泰克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领导一起研判形势，对公司生产的
具备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传染病员运
送负压隔离转运舱”进行规划。该产品正
赶上注册证到期延续注册，胡名玺紧急联
系电器安全、电磁兼容、过滤效率等测试，
快速通过延续注册审评，该产品获批注册
证，
具备医疗器械通行证。
在工信部、天津市工信局紧急通知复

工复产的情况下，胡名玺大年三十回到工
作岗位，与公司领导一起，组织生产切断新
冠肺炎传播的利器。疫情期间大批工厂停
产，在零部件没法供应、工人没法上岗等情
况下，
公司克服各种困难，
在工信部、
天津市
工信局的组织协调下，
正月初三就恢复了产
品供应。为保证产品质量、指导现场使用
等，
胡名玺每天接打 200多个电话，
一天只吃
一餐饭，凌晨还在测试……终于，产品送至
武汉，立即用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患者的
转运，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

深入一线 找准复工复产痛点
——记复工复产联络员、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能源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毛涛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5 月 19 日，毛涛作
为工信部首批复工复产联络员，被派驻湖
南省开展企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他与其
他 4 名小组成员一起，白天深入企业一线，
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难题；晚上梳理总
结问题、撰写材料，
“5﹢2”和“白﹢黑”是工作
常态。通过 80 多天的工作，毛涛和其他小
组成员调研企业超过 200 家，协调解决多
家企业遇到的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优惠

政策落实等问题 50 余个，向国家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提出居民健康卡跨省互认、减少
对低风险区域人员流动限制、提前布局湖
北复工复产工作等建议 50 余条，总结梳理
复 工 复 产 典 型 经 验 做 法 40 余 项 ，形 成 日
报、专报等材料 70 余份。
“复工复产一定要抓住薄弱环节打攻
坚战，这能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这一点毛涛感触颇深。2 月 29 日，毛涛和

组员在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调研
时，了解到该企业位于湖北的两家零部件
供应商受疫情影响无法供货。他们立即与
部装备一司沟通，商请在全国范围寻找可
替代的供应商，同时与该企业共同探讨，由
湖北供应商提供现成模具后，由长沙比亚
迪自行生产所需零部件的可行性及相关保
障条件。通过协调和努力，长沙比亚迪顺
利解决了零部件短缺问题。

痛失至亲 不改抗疫初心

昼夜奋战 确保应急通信服务不掉线
——记天际互通（北京）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运维工程师、助理通信工程师郭飞
身为山西省通信管理局应急通信保障
一线工作人员，郭飞接到疫情防控命令后，
立即取消春节休假，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起
连续 50 多天 7×24 小时在岗，奋战在通信
行业抗疫的第一线。他白天处理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晚上在应急管理平台值守，向疫
情防控部门提供近 60 万名用户精准定位信
息，报送政务信息、疫情防控举措、行业防
控信息日报 218 期。
郭飞组织企业后台保障人员坚守岗位，
累计梳理重保区域 863 处、基站 1897 个、重

保专线 712 条，
出动各类应急通信保障人员
74544 人次；
指导企业利用电信行业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
撑疫情防控；
指导企业提供多样化优质通信
服务，帮助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业务；引
导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全省营业厅复工
复产率达 97%，5G 网络建设复工复产率达
100%；督导企业为学生“停课不停学”保驾
护航；与省卫健委主动对接分享疫情防控
电话“来电亮身份”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
服务，
圆满完成了通信保障任务。

——记西北工业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14011804 班本科学生麦吾兰·买买提
疫情期间，长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
预备党员麦吾兰·买买提主动投身到疫情
防控工作中，做物资保障的“服务员”，为在
校隔离人员配送三餐和基本药物等，用最
快速度把饭菜送到同学们的手中。他给予
被隔离同学精神鼓舞，用自身行动和语言
缓解他们的焦虑不安；带领班级团支部制
作视频为武汉加油，参与学校原创 MV《武

汉，我依然爱你》的录制，坚定疫情防控时
期同学们的抗疫信心。
麦吾兰·买买提的父亲在新疆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不幸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岗
位上。虽痛失至亲，麦吾兰·买买提不改初
心，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就化悲痛为力
量，报名参加西工大青年英文宣讲团，为宣
传抗疫贡献力量。他组织西工大青年通过

线上讲座的形式为海外 30 多个国家的留
学生普及防疫科学知识，介绍中国抗疫成
果，向海外青年学生展示我国在抗击疫情
方面所作的努力，讲述西工大青年抗疫故
事，展现了我国青年学生对国家社会的使
命担当，受到陕西省政府和学校的表彰，荣
获“陕西省大学生自强之星”
“ 战‘疫’青年
先锋”等荣誉称号。

奋战百日 保障医疗物资调运“生命线”
——记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员工哈悦
在疫情防控期间，哈悦积极参与工信
部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在所属借调司局运
行局的调运调拨任务中，承担医用防护服、
隔离衣、手术衣、防护面罩眼罩、医用手套、
药品等医疗物资调运任务单的制作和发放
工作。
在抗疫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哈悦与部
办公厅、原材料司、消费品司、电子司、国际
司等相关司局沟通，并联络山东、河北、河

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人民政
府，每日确保调运任务及时发送至各地方、
各企业、各驻企特派员手中，及时有效地保
障武汉和湖北地区医疗物资供应。同时参
与援助外国医疗物资的调运工作，协助部
国际司和消费品司，以及外交部、商务部、
中联办等有关部委，为日本、韩国、泰国、波
兰、俄罗斯、德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调运
所需医疗物资。在物资统一调运的 105 天

里，哈悦累计发送调运任务单 410 张，为疫
情期间物资调拨调运工作做出了贡献。
哈悦在抗疫期间不畏艰苦，连续工作
60 余天，为医疗物资调运工作的顺利进行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她责任担当意
识强，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起草、签
批、盖章等流程，每天工作至深夜确保任务
传达准确、及时、高效，为防控重点医疗物
资按时运抵抗疫一线提供了坚强保障。

热血逆行 亲手运送数百吨抗疫物资
——记襄阳市鸿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运输部部长文志学
顶风冒雪，运送 360 余吨防疫物资的
最美“快递员”。大年初二，文志学接到襄
阳市运输管理局防疫物资运输任务后，1
小时内召集 16 名驾驶员到位，两小时内完
成 8 辆车出发准备，带领团队投身抗疫大
战，其间共出动车辆 32 台次，参战 78 人次，
风雪无阻，完成 360 余吨防疫物资的转运。
肩扛手提，装卸 15 余吨抗疫物资的最
棒“搬运工”。大年初四晚上 10 点，刚完成

运输任务在家休息不到 1 小时的文志学得
知货场装卸力量严重不足后，
立即徒步 5 公
里赶往现场，
奋战 5 个小时，
在第二天凌晨 4
点完成 15 吨抗疫物资的装卸。当时，冰雪
与汗水浸湿了衣衫，疲惫的文志学靠在车
厢的铁壁上狠狠地呼吸着-5℃的空气。休
息不到 3 小时，
又开始了新的运输工作。
攻坚克难，打通 40 余城运输通道的最
强“攻坚者”。交通受阻，市场告急，为克服

疫情影响助力复工复产，文志学千方百计
筹措公共交通车辆，为首批 400 余名返岗
职工提供点对点服务；面对湖北中烟襄阳
卷烟厂 40 多个销区城市限制鄂籍车辆和
人 员 的 情 况 ，他 探 索 出“ 工 工 联 运 ”新 模
式。每天跋涉 10 多公里，打 4~5 个小时的
电话，手机烫手还贴着耳朵，为运输车辆先
后办理 300 余个宝贵的通行证，为湖北中
烟成品运输开辟了跨省绿色通道。

早做筹划 成就中医抗疫“三药三方”
——记聚协昌（北京）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疆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白建
疆临危不惧，凭借多年在防治流感工作中
积 累 的 丰 富 经 验 ，审 时 度 势 ，果 断 决 策 。
2020 年他在大年三十召开紧急会议，号召
全体员工放弃休假全力投入生产，确保金
花清感颗粒的最大产能。由于决策科学准
确，确保了药品的充足储备。
当接到紧急调拨金花清感颗粒的任务
后，白建疆迅速组织车辆连夜将药品运达
武汉疫区，并指派专人负责与前方医护人

员对接，确保安全到位。在疫情形势严峻
之际，安排公司驻湖北办事处人员深入武
汉金银潭医院、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及
各方舱医院，护送药品和物品，在国家疫
情 防控指挥部指导下有序调配抗疫用药
120 余万盒。随着疫情蔓延，他积极配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红十字会等向港
澳地区及国外捐赠药品。他主动联系外交
部，向我国驻外 286 个使领馆捐赠药品 4 万
多盒。

勇打头阵 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
——记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机关服务中心
资产处处长李琪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李琪作为部机
关服务局第二党支部书记，始终率先垂范、
勇打头阵，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让党旗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2020年的春节前夕，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
情，李琪第一时间起草《关于加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报告》，
上报局党组。及时拟定《疫情防控工作紧急
通知》，联合其他司局筹备召开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会。春节前准确预判疫情发展态势，
多渠道紧急采购防疫物资，
向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发放 7500 只口罩。在 疫 情 防 控 过 程

中，李琪及时统计、全面掌握机关及局属中
心干部职工、离退休干部、后勤人员及家属
健康状况和人员动向，自 1 月 21 日开始，连
续 139 天毫不懈怠做好此项工作，按要求
向有关部门报送信息，为区域性联防联控
贡献力量。多方协调，拓宽渠道，共筹措采
购防疫物资 50 多种类 12 万多件，价值 100
多万元，始终确保各种抗疫物资充足供应。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李琪有效整合
稀缺医疗资源，第一时间为干部职工提供
核酸检测和疫苗自愿接种等上门服务，为
政务工作有序运转提供了坚强保障。

47天驻守 保证医疗物资供应
——记驻企特派员、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
党委纪律检查室主任张洪凯

坚守岗位 彰显抗疫一线巾帼力量
——记辽宁省通信管理局大连市通信管理局综合业务处二级调研员张颂
疫情发生以来，张颂积极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作为驻企特派员，他积极协
助国务院物资保障组驻企特派员第十五组
深入大连瑞光非织造布集团有限公司、大
连华纶化纤工程有限公司，配合开展督导
技改及防疫物资生产、调拨等相关保障工
作；协调电信企业为物资保障企业提供网

络升级改造。对接大数据平台计划单列市
端建设工作。紧急为大连市企业复工复产
申报系统备案开通绿色通道，并协调基础
电信企业做好相应 IP 地址接通工作，确保
该系统在 8 小时内完成备案开通上线。
大连“7·22”疫情发生后，作为大连通
管局临时牵头负责人，张颂立即与部信管
局建立联动机制，提供大数据支撑，组织电

信企业发送疫情防控短信 4450 万条，对重
点医院、核酸检测场所进行了 5G 及通信网
络重保。市长陈绍旺对“7·22”疫情防控大
数据支撑工作予以专门批示：
“市通信管理
局讲政治、顾大局，在‘7·22’疫情防控中积
极作为，主动担当，全力配合做好流调溯源
和疫情防控工作，为全市快速控制疫情蔓
延提供了科技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按照部党组统
一部署，张洪凯第一时间奔赴工作岗位，从
2020 年 1 月 29 日至 3 月 15 日，连续 47 天驻
守医疗物资保供一线。重点督导广东省防
护服生产企业 3 家、胶条生产企业 3 家，联
络压条机生产企业 13 家、透气复合膜等原
材料企业两家，督导医用防护服生产调运
45 批次 13 万余件，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关键
设备和原材料的生产保供。
张洪凯协调地方政府解决用工紧缺问
题，落实技术改造财政补贴政策，协调调配

设备和原材料，
推动建立从工厂直送湖北疫
区的物资调运机制；持续强化沟通协调，协
助领导做好工作布置并及时反馈工作进展
和完成情况，与部相关司局、省市各部门及
相关重点企业密切联系、无缝对接，帮助解
决生产难题；注重科学规范，从产品标准和
金融扶持方面为企业纾难解困，
组织地方药
监部门与企业负责人召开协调会。协助办
公厅与部新媒体团队制作发布短视频3条，
配
合新华社发表 3 篇关于驻企特派员的报道，
共同营造战胜疫情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本版文字由郭庆婧

张鸣 张佳丽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