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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时间再紧，质量绝不打折

刘涛，中建安装国际工程分公司的一
名暖通工程师，作为一名“海外人”，这是
他四年来在国内陪家人度过的第一个春
节，但从接到支援雷神山建设的通知到抵
达现场，他用了不到90分钟。

现场作业量大，工期紧，但传染病隔
离病房负压要求高，“时间再紧，质量也决
不能打折！”刘涛负责三栋负压隔离病房的
安装与调试工作，对于屋面的大型设备及
房间支管安装，刘涛决定采取模块化拼
装，一次性安装到位的同时，也确保了风
管及附件接头的严密性。他带领团队与强
弱电部门密切配合，实现了单机及系统联
动一次性测试通过。

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刘涛负
责的三栋负压隔离病房全部一次性调试成
功并顺利移交医院部门，该批病房作为施
工样板在全项目推广。

李冠军：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春节本应在家照看2个月大宝宝的李冠
军，报名成为了雷神山医院的一名安全管

理员。在现场，他不仅要负责安全监督工
作，还要协调各小组的交叉作业，确保管
辖区域人员和施工的安全。

雷神山建设现场较以往参建的化工项
目更为复杂，不仅覆盖管道预埋、给排水
及消防、供配电、通风空调等十几个专业
系统，李冠军所在中建安装工程公司“工
匠兄弟连”负责的15、16号楼施工，更是
工期紧张，交叉施工，需要通宵作业。

10个小时内必须要完成A16栋12个房
间的通风安装任务，这又是一块硬骨头。
接到这个任务时，李冠军已连续工作了14
个小时，但通风安装不仅密封性要求极
高，安装质量更是直接关系到病房空气质
量，不可有一点大意。他迅速召集队伍，
采用流水线的方式，划分5个小组分头作
业，从晚上7点进场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5
点，经过一夜鏖战，最终完成任务。

罗文浩：两线作战的“新晋奶爸”

作为“两山”医院项目前线副总指
挥，罗文浩接到任务后，简单嘱咐好即将
临产的妻子，于1月28日一早抵达雷神山
建设现场。到达工地的第一夜，就大干了

通宵，罗文浩带领工人通宵12小时，完成
“两布一膜”铺设和排水管道敷设任务。冬
夜气温骤降，又淋过一场雨，所到之处泥
泞坎坷，罗文浩的双脚仿佛踩在了冰窟窿
里，浑身发冷。工人们也很疲惫，连干了
25个小时，个个满面尘土。

1月29日，项目接到火神山紧急支援
建设任务，他主动请缨，带领工人火速转战
火神山战场全力支援，圆满完成1、3、4号
楼的通风安装工程，最紧张时，他独自带领
近200名工人日夜作战。2月3日至6日期
间，他顾不上联系家人，连续四天三夜完成
4号楼近4000平米的通风管道安装任务。

2月7日上午，妻子剖腹产生下女儿，
疲惫不堪的罗文浩在电话里喜极而泣，他
给女儿取名“媛涵”，以纪念这段援汉经
历。火神山项目交付使用后，本可以休息
的罗文浩又带领工人转战雷神山，协同指
挥做好工程收尾和调试维保工作。

分秒必争，使命必达。正是这群善良
勇敢、平凡无私的人，为凛冽寒冬的战场
注入了温暖强大的力量。谢谢他们，让这
片曾经山花烂漫的土地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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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故事，带你感受“中国速度”背后的力量

中建安装：两线作战啃下“硬骨头”
那是布满污泥的手，浸透

汗水的肩，清澈坚定的眼，善良
勇敢的心。他们没有钢铁之躯，
却力顶千钧，他们没有豪言壮
语，却埋头苦干。这里没有基建
狂魔，只有中国力量。

当前，中建安装参建的武
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已相继交
付使用，面对疫情，中建安装
集团力量火线集结，冲到前
沿、战在“疫”线，他们的武
汉战“疫”将暂告段落。在这场
与疫情的生死竞速背后，是付出
艰辛和力量的建设者们，他们不
计报酬、不舍昼夜、临危受命，
奔赴最艰苦、最劳累、最危险
的前线，铸造起疫情防控的新
堡垒，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平凡
英雄！今天，让我们聆听“中
国速度”背后的故事。 ③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省农垦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坚决贯
彻中央、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
有关决策部署，第一时间对疫情
防控作出全面部署，分类指导各
基层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
司党委广泛动员和发动全体党员
干部，奋力抗击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凝聚起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硬核力量。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中，
党徽，始终在疫情防控一线熠熠
生辉……

寒潮吹响“冲锋号”，仓
库紧急集结连夜清点装箱

“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挡不住雅鹿人不畏艰险的暖
心力量！鹿是代表祥和健康的动
物，驰援武汉，我们不仅要尽企业
所能，更要做来自江苏的驱疫之
鹿、送暖之鹿。”雅鹿集团总裁兼董
事长顾振华说。为紧急提供这批
捐赠羽绒服，及时支援寒潮期武
汉防疫战斗，雅鹿集团的仓储一
线员工全体动员，克服疫情困难，
加入到了提前复工的江苏企业行
列：“用行动抗击疫情，雅鹿集团
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
家国情怀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
以坚强的决心、坚定的信心，共同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2月13日，中国气象局启动
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寒潮暴
雪预警齐发。对于雅鹿集团来
说，疫情就是命令，疫情中的来
袭寒潮更是吹响了“冲锋号”。
据介绍，此次捐赠的羽绒服原本
计划晚几天才能清点发出，但在
此前，集团时刻关注着湖北地区
的天气变化，气象预警发出后，
雅鹿集团第一时间投入支援响
应，集团总裁兼董事长顾振华亲
自部署安排，要求仓库当即落实
捐赠货品出库。在企业尚未复
工情况下，2月12日晚，集团仓
库一线员工紧急集结，当晚连夜
加班加点，整理出首批捐赠的羽
绒服，2月13日上午，在太仓市
慈善总会的协助下，首批羽绒服
发车运送至武汉前线，而此时距
离寒潮暴雪预警发布仅过了一
两个小时。

疫情紧急、寒潮加急，货物
清点出库需要争分夺秒。笔者
了解到，整整一个晚上，仓库所有
员工双手与腿脚没有半刻停歇，
按照装箱运输标准，1000多箱的
羽绒服，第二天一早整整齐齐全

部码好。“这是前所未有的‘战时
状态’，我们的员工也体现出了战
斗效率。”顾振华说。

从企业发展48年到
支援武汉48小时，不变的
是责任与担当

在万分紧急的状态下经受
住应急考验，对此顾振华表示，
雅鹿集团并非完全没有相应的
经验准备，作为中国服装行业的
领跑者，长期以来集团一直主动
担当，积极投入产业扶贫、助学，
抗击冰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
害等公益事业，企业发展48年
来，在公益事业的道路上从未停
止。由于在很多抗灾支援中，服
装都是第一时间救助人员的必
备物资，因此每一次公益行动，
对于雅鹿集团来说，往往都意味
着一次紧急任务。

据介绍，此次雅鹿捐出的羽
绒服货品堪称专为华中华东地
区当下气候条件中保暖的“定制
款”，保暖性好、蓬松度高、含绒
量高达95%、保障人体恒温同时
方便活动，在市场中也深受消费
者认可。“雅鹿集团把最好的产
品送至疫区，希望给辛勤奋战在
一线工作者、救援人员送去一份
温暖。”顾振华表示。

据介绍，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集团高度重视，迅速
成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领导小组，
由党员干部带头，全面启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专项措施，
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展做好复工的
准备工作。包括雅鹿大厦、雅鹿智
慧物流园、营业中门店已全面进行
消毒、口罩发放、测温工作，外地复
工人员根据要求做好登记及隔离工
作。集团党委还积极响应太仓市疫
情防控工作，组建20人雅鹿志愿者
团队，配合做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治
工作。“对公司来说，保证员工在疫
情期间的健康高于一切。我们保持
战斗力，物资支援就多一份保障。”
顾振华表示。

百亿企业，一颗实业报国
的初心

扎根江苏、辐射全国的民族品
牌中国雅鹿，从几台缝纫机的小作坊
起步，如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品牌500
强百亿级企业，成为家喻户晓的羽绒
服龙头品牌，更是一家集四大板块于
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大型控股集团。
发展旗下品牌17个，成为内地羽绒
服行业的佼佼者，是中国羽绒服行业
年销售量增长最快的企业。从初期
年销售不足40万件发展到如今年产
量接近1000万件，在全球拥有上万
个经销点、国内就有4000余家销售
终端，奠定了雅鹿在羽绒服行业的领
先地位，这匹黑马，每年始终保持较
快增长速度。

作为中国服装产业的领跑者之
一，现如今，雅鹿集团已成为联合国
唯一指定中国羽绒服行业产业绿色
基地，正实现中国雅鹿到世界雅鹿
的成功转型。多年来，雅鹿践行社
会责任，已先后向扶贫地区捐资捐
物数亿元：“走国际化道路，是我们
企业发展的‘野心’，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实业报国的红
心，回报社会不仅是雅鹿的信念，更
是时刻落实到企业发展中的行动。”
顾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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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前总价1000万元防寒羽绒服运抵武汉

中国雅鹿：
48小时，吹响捐赠“冲锋号”

2月15日，一波寒潮抵达武汉，数小时之内，气温断崖式下降，降幅高达14℃，城区更是

降下了鹅毛大雪。不过，就在大雪来临前的48小时，一批重磅物资从江苏太仓发出，紧急运

抵武汉。中国雅鹿集团向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紧急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防寒羽绒服，已于2

月13日运送至武汉，成了“雪中送暖”的“及时衣”。

“我是党员我先上”凝聚抗疫合力

面对疫情蔓延的严峻形势，苏垦农发
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执行24小时
值班制度，完善防控工作责任落实考核机
制，层层落实责任、增强合力，确保职工的
生命安全及公司平稳运行。严格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全面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日报制
度，实行台账式管理和公司领导联系点制
度，压实工作责任。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战斗中，岗埠分公司党
员干部表现得异常坚定，“我是党员，请先安排
我上！”“我是干部，我不能落后！”农发岗埠分公
司总经理张连思率先垂范，从1月23日疫情防
控小组成立以来，一直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最
危险、最艰苦的岗位。他们采取“五包一”责任
制，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对所有武汉返场人员
实行24小时监控，阻止与他人接触，同时做好
一户一档记录和安抚工作。农场机关和生产
区132名管理干部主动请缨，到疫情防控一
线，筑牢防控网络体系。在党员干部的带动
下，上至年逾七旬的老党员，下至公司的普通
工人，都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

东辛分公司实行领导分片包干负责制，
深入到防控一线开展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将机关部门挂钩生产区，对生产区防控工作
进行巡查。一是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全体管
理人员值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设立防疫
卡口7个，封堵路口、巷口60余个。各疫情
防控卡口实行24小时领导带班制度。二是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人地两熟的
双重优势，让基层管理人员作为此次防疫

工作的“主力军”，对辖区内居民人员流
动、健康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以
“宁可十防九空，也不漏防万一”的
高站位做好防控工作。

四名党员除草1800亩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基层
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做到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
坚强有力的工作。

农时不等人，党员的身影奋战在生产一
线。宝应湖外拓基地共和生产区1.75万亩小
麦进入拔节的关键节点，2月3日，生产区一
区主任朱正松带领三名党员主动请缨检查苗
情、制定落实措施。为减少人员交叉，他们四
个人自己动手，搬药、拎水、拌药，施药除草，
截至8日已经完成化除1800亩。

为了完成剩余7000小麦田的化除任
务，朱正松决定再在生产区吃住一周左右，
待完工之时他已连续半月未归家。

迎难而上 全力保障粮食供应

在统筹做好垦区疫情防控应对工作的
同时，苏垦农发切实承担起“保障粮食安全
国家队”的职责使命，以强有力的执行力保
障市场的农副产品供应，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安全健康、绿色生态、价格稳定的粮油产
品，做到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两手抓。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苏垦米业旗
下三家分子公司恢复生产大米，保障大米
应急供应，当日发往苏州、无锡等城市应
急，驰援上海市，旗下其他分公司、子公司
立即提前上班待命，服从江苏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及属地党委政府调动安排。

米业淮海分公司以敏锐的嗅觉做到“三
个提前”，打响粮食供给保卫战。提前增加大
米应急储备存量，将原计划停机息产放假时
间延后，争分夺秒保生产。提前宣教要求党
员干部职工居家隔离，保障复工生产安全。
米业淮海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姜国平坐镇生产
一线，克服物流受阻、副产品滞销、人员不足
等难题，调拨就近可进出车辆、火速办理“菜
篮子”产品绿色通行证，让产品快速投入市
场；逐一沟通重点经销商，把积压的米皮糠等
副产品销售出去；全面调动产能，发挥淮海托
管的张家港公司这类“潜伏”的小股力量，立
即复工复产，公司上下开足马力发挥最大产
能，最终打赢稳价保供的漂亮一战。

截至2月12日，江苏农垦米业集团有
限公司稻谷储备充裕，旗下十家分公司、子
公司员工24小时待命，随时投入到应急加工
保供大米的战斗，自1月27日部分恢复生产
以来，累计生产大米9300吨，主要发往华东
地区，保障了老百姓正常的生活需求。

金太阳粮油自复工以来已向市场提供
油品21278箱，其中2500箱为代工驰援武
汉，其余油品主要供应江浙沪皖等省市。

目前，苏垦农发日供应大米超过500
吨，并确保每日1000吨的持续供应能力，
油品确保每月2万吨的生产能力，如有特
别需求生产能力最高可达每月4万吨。苏
垦农发将粮油稳价保供工作作为践行初心
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以
强大的合力，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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