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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坚信 2020 年，
只要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民航医疗快线将会成为更具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团队，在我们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齐
心协力下，公司一定会以开拓创新、与时俱
进的精神面貌，在新的一年以全新的姿态、
有力的步伐，谱写民航医疗快线的新篇章！
　　在此，引用习主席的一句话，“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2020 年让我们砥砺前行，共
创辉煌。

陈志键总经理
2020 年新年献辞

　　大年初六的晚上，966120 民航医疗快线收到白

云区卫健局医政科的求助，近期需要转运从武汉回

穗的隔离人员（经检测呈阴性的非确诊病人、非疑似

病人）到某镇某酒店，民航医疗快线具有专业的救护

车、医疗转运设备和人员，希望民航医疗快线能够协

助开展此项工作。

　　民航医疗快线团队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专门领

导小组，明确责任人，制定完善的执行流程，从事前

准备到事后消毒都制定一整套标准，并提前演练确

保各环节不出纰漏。

　　大年初六的早晨，966120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

队在执行潮州转运任务返程时，遇到一起大货车与

一辆摩托车发生事故，紧急救助伤者。

　　事发早上 9 时左右，966120 医疗团队完成转运

任务返程时碰到一起大货车与摩托车发生交通事

故，摩托车上的一男一女受伤。司机张华和卢伟豪立

　　在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广东民航医

疗快线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敢于担

当，参与抗击疫情不遗余力。从 1 月 31 日开始至 3

月底，已完成 1200 组、2400 名隔离人员的转运工作，

即靠事故后方安全停车，并放置好三角警示牌。医生

招鸿海下车查看伤者情况，男性伤者头部擦伤，女性

伤者倒地，经医生初步判断腰椎有损伤。医生招鸿海

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就安抚伤者的情绪，随后转交

给当地 120 救护车作进一步治疗。

　　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刻，966120 医疗快线团队依

　　司机师傅们佩戴医用口罩、帽子、隔离衣、脚套

等防护用品，整个转运过程井然有序。转运完成后团

队人员立即用 75% 酒精，将整个治疗舱物表、门把

手、驾驶舱座椅等都喷洒一遍，并使用紫外线灯照射

30 分钟，以达到彻底消毒的效果。

然不忘初心，秉承救死扶伤的精神，全心全意服务，

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而运转！

陈志键总经理带领团队成员制定完善的执行流程

司机师傅精神抖擞地准备出发前往执行任务

引领隔离人员前往隔离地点

义不容辞，疫情之下敢担当

966120民航医疗快线救助事故伤者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联合开展打击

“假冒救护车”非法套牌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堵疏结

合的方式积极解决群众对非医疗急救转运病人的社

会需求，取得了明显效果。2019 年年底，为进一步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向

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公安局，部

属、省属医药院校附属医院及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

等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打击“假冒救护车”长效联

控机制的通知》。该通知中明确指出，“假冒救护车”

本质上不是救护车，安全隐患大，收费混乱，违反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影响救护秩序，给人民群众利

益带来严重损害，“假冒救护车”坚决予以取缔，清理

整治势在必行，同时鼓励和支持正规合法的转运机

构进行转运工作。2020 年 3 月广州市卫健委和广州

市公安局转发了该通知，根据通知的精神提出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方案。

政府重拳打击“假冒救护车”
鼓励支持民航医疗快线正规医疗转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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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将隔离人员送往目的地

台与香港的医疗团队顺利交接，此次医疗护送圆满

完成。此次医疗护送能够如此快速、高效，得益于前

期细致的准备工作及各部门通力打造的粤港澳大湾

区无障碍转运绿色通道。

　　自去年 11 月 11 日，医疗快线团队顺利完成首

例闽粤港跨境高铁医疗转运任务后，快线团队一直

不断探索，提升服务标准，作出更多方面的尝试，并

已成功完成多例跨境高铁转运，使跨境高铁转运服

务日趋成熟。

　　2019 年 12 月 21 日，民航医疗快线 966120 调

度中心接到上海霍小姐的求助电话，称其妹妹（系香

港居民）脑出血，术后一个月，因费用等原因，现急需

送到香港继续康复治疗。

　　医疗快线团队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对患者进

行病情评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马上启动转运程

序。先后与上海虹桥高铁站、香港高铁站和医院方面

取得联系，并告知相关情况，获得各部门大力支持，

为医疗团队开辟绿色通道。

　　12 月 23 日医疗快线团队从广州出发，24 日将

病人从家中接出，安全送上虹桥到香港的高铁，并在

24 日晚上 22 点 30 分到达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于站

再次高铁跨境转运
966120服务体系更加成熟

共计投入 20 辆救护车和 40 名工作人员参与，每天

24 小时不停运转。先后获得广东省各地市政府部门

多位领导的高度评价，对快线公司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成果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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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 , 2018年9月18日
首席记者 姚常房

地空对接团队

为了您的健康而运转                                                                                       亲情的重托，我们的承诺，因您的祈盼，为爱而运转 为了您的健康而运转                                                                                       亲情的重托，我们的承诺，因您的祈盼，为爱而运转

多方携手共助援藏患者一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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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22 日，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

司与谷丰健康产业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标

志着双方将在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结成强强联

合的战略合作伙伴。

　　谷丰健康产业集团副总裁钟仕雄先生、曹冬云

总监参加签约会议，民航医疗快线陈志键总经理、陈

仲仁副总、陈慧芬副总和吴跃进副总等一行八人共

同前往签约仪式现场。

　　在到场领导与嘉宾的见证下，陈志键总经理与

谷丰健康产业集团钟仕雄副总裁，代表合作双方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民航医疗快线与谷丰健康产业集团双方结成战

略合作伙伴，将在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产业解决老年

人生活服务和医疗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产业项目，帮助老年人

解决养老问题并提供一站式服务作为终级目标，解

决老年人口在生活服务、居家照护、精神慰藉和疾病

就医等方面的需求，为政府、为子女分忧解难。

　　双方对未来发展的战略合作和部署，定能实现

双方共赢的美好局面，在养老服务领域树立榜样，引

领和带动养老 + 医疗服务的融合创新，提升养老产

业服务水平。

请求各个部门大力支持！因此，966120 全力以赴，

特事特办，立即启动航空任务报备流程及各项准备

工作。南航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各部门开辟绿色通

道，大力支持这次转运工作。16 日下午就批准了按常

规需 2-3 天才能完成的航空转运票务等程序。 

　　17 日的转运任务中，更难的还有中间的转机环

节，两趟飞机时隔 5 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段患者的护

送和休息也成为重中之重。于是，966120 联系到了

成都双流机场的急救中心，在急救中心主任和医务

人员的大力配合下，他们负责接机并将患者安排在

中心的留观室治疗和休息，使患者顺利度过了转机

前的几小时！下午 14:10 分，急救中心的医务人员

再次将患者和同行的医疗团队人员送到了值机口，

在机场地服的协助下，医疗团队顺利登机。傍晚

17:50 分飞机准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19:30 分，医

疗团队将患者顺利送达中山一院。患者由衷的说了

句 " 真心不易，谢谢你们，我终于 ' 回家了 ' ！ "

　　排除万难，争分夺秒护送患者，永远是 966120

的使命！

　　12 月 19 日下午，966120 化州办事处团队在滨

江村执行完任务准备返程时，当地村民前来求助，事

因滨江大桥桥洞发生车祸，请求医疗团队前往救助。

　　966120 医疗团队立即与村民一同赶往事故现

场。现场所见，一名男子抱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女子，

医疗团队立刻安排把伤者抱上救护车车床，随后还

有一名女子紧跟过来，手里同样抱着一个满脸是血

的孩子，两名伤者为母女关系。医疗团队了解到伤者

由于驾驶摩托车失控撞上了桥底下面的建筑物，被

附近的村民抢救出来。

　　医护人员认真观察两名患者伤势，初步判断女

子额头处有一个开放伤口，同时肩部擦伤，情况严

重；孩子左手处骨折，四肢无其他明显伤口，情况较

轻。医护人员立即为女子吸氧，并用纱布帮母女包扎

了头部伤口。

　　由于母亲的伤势比较严重，情况危殆，966120

医疗团队决定立即把两名伤者送到化州市人民医院

进行抢救，途中不断观察病情变化，检测伤者的生命

体征。直至将伤者送至医院急救室后，966120 团队

方至离开。

　　化州 966120 团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救死扶伤

的人道主义，体现了民航医疗快线的企业精神！

共创养老服务产业项目
——民航医疗快线与谷丰健康产业集团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966120 抢救车祸重伤母女

　　近日，966120 正规合法的医疗转运获得病患认

可，顺利完成中山一院转运任务。

　　事源于 3 月 19 日下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的一名胰腺炎病患准备转运回揭阳老家，正当犹豫

不决，适逢当时驻点在中山一院的段坚和陈才司机

师傅经过，告知民航医疗快线为广东省首家合法非

120 急救转运公司，提供专业的非 120 急救转运服

务。病患家属在详细了解医疗快线的行业背景后，以

及和中山一院签约提供转运服务后，毅然放弃了别

人介绍的转运车辆，最终选择了正规合法的民航医

疗快线进行转运。

　　近年来，“黑救护车”泛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打击“假冒救护车”政策也陆续出台，2020 年 3 月 17

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广州市公安局，转发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广东省公安厅的《关于建

立健全打击“假冒救护车”长效联控机制的通知》，而

民航医疗快线作为广东省国资委同意成立，广东省

首家合法非 120 急救转运公司，得到卫健委和多家

医院的认可和支持，正规、合法、安全是“966120”的

转运标签。

　　民航医疗快线的正规合法的医疗转运服务也得

到了中山一院的认可，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2018 年 10 月中山一医院 APP 上线，将民航

医疗快线 "966120" 的医疗转运在线预约功能接入

其 APP，患者可通过中山一院 APP 自助下单预约医

疗转运服务；2019 年 9 月，民航医疗快线获得《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采购非 120 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项目》中标，双方建立了更深度和广度的合作关系。

966120 医疗转运获
医院和患者双认可

　　12 月 17 日，966120 医疗快线团队在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南方航空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医救

中心等机构的重视和全力支持下，成功完成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援藏职工的紧急航空转运任务。

　　事源于 16 日， 966120 接到中山一院医务处一

个紧急而特殊的任务，急需 24 小时内将一名中山一

院派出援藏的患者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护送回广州

继续治疗。患者于当天早上从西藏昌都乘飞机抵达

成都机场，然后中转下午 15:45 分的航班回广州，路

程远，时间紧，路线复杂，情况急迫。需要周密安排，

白云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谢素琪
前来民航医疗快线调研

　　2 月 18 日，白云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谢素琪

带队，到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调研。统战部副

部长、区侨务局局长吴湘云和白云区应急管理局二

级调研员李韶昆参加调研。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线

公司董事长、白云致公党员陈志键给予了热情的接

待。

病痛无情，人间有爱
——966120为脑梗死后遗症病人伸援手

　　近日，966120 民航医疗快线化州办事处收到了

一封沉甸甸的感谢信。

　　事源于今年 1 月初，966120 接到一个转运需求，

需将一名脑梗死后遗症病人护送回家休养。经了解，

该患者在 2012 年份确诊脑梗死，之后长期吃药维

持， 2019 年 12 月患者不小心摔倒，被诊断为股骨颈

骨折，脑梗死后遗症，肝功能不全等一系列问题，多

年的病痛折磨，生活十分困难，更是花光了家里全部

积蓄，且在某筹款平台发起了求助。得知此事后，

966120 化州分公司决定为该名患者减免此次回家

的费用，以尽一份绵薄之力。

　　护送途中，966120 医护人员一直无微不至地照

顾患者，直到把患者安全护送回家并安顿好，才离

开。

　　患者家属为此送来感谢信，以表达对 966120 医

疗快线满腔的感激之情。快线人深信，只要人人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中国致公党广州委员会领导
前来966120民航医疗快线调研

　　2019 年 12 月 5 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

广州市委员会主委陈怡霓、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专

职副主委岳朝阳，秘书长魏复联等领导，在白云区卫

健局局长、致公党白云区基层委员会主委黄小玲和

白 云 区 卫 健 局 医 政 科 科 长 林 泽 湖 陪 同 下，前 来

966120 民航医疗快线就医疗转运工作进行调研，广

东民航医疗快线有线公司董事长、白云致公党员陈

志键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会议首先听取了陈志键董

事长关于民航医疗快线运营 7 年多的情况总结，医

疗转运行业的发展形势，以及开展的全球医疗转运

的情况。陈怡霓副主席在充分了解 966120 民航医疗

快线的稳步发展情况后，对民航医疗快线在医疗转

运方面取得的成绩高度赞赏，并希望公司进一步拓

展国际医疗转运业务，结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

战略，为海外华侨提供医疗转运服务，在海外市场发

挥更大的影响力。民航医疗快线对陈主席的指导意

见和建议表示衷心感谢并将积极抓好落实。

　　谢素琪部长现场听取了陈志键董事长关于民航

医疗快线运营 7 年多的情况总结，医疗转运行业的

发展形势，以及开展的全球医疗转运的情况。详细了

解民航医疗快线发展规划、运作流程等情况，以及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谢素琪部长对民航医疗快线在医疗转运方面取

得的成绩高度赞赏，并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队伍建

设和提高服务范围，为更多的民众提供优质快捷的

医疗转运服务。针对提出的困难与问题，谢素琪部长

表示认真研究解决，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服务企业做

大做强。 

　　陈志键董事长对谢素琪部长在这疫情严峻的时

刻仍能带队调研表示衷心感谢，并对其提出的指导

意见和建议表示将积极抓好落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