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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卫生健康委领导前来966120参观交流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柯云楠、

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负责人闫松、哈尔

滨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主任科员齐迹、哈尔滨

市急救中心主任孙勇、哈尔滨市急救分中心主任张

珣一行五人前来民航医疗快线参观交流，医疗快线

陈志键总经理给予了热情接待。

　　陈志键总经理就当前 966120 非急救转运社会

化服务运行模式、相关标准规范、监督管理机制等进

行详细介绍。

　　其后，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们和陈

志键总经理就 " 黑救护 " 和非急救转运社会化服务

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上海向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汪致重莅临966120医疗快线

　　8 月 7 日，上海向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汪致重

（原上海市市长、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莅临

民航医疗快线，在陈志键总经理的热情接待下依次

参观了医疗快线办公区域、运营指挥中心、医疗门诊

部、966120 救护车上设备等。

　　陈志键总经理详细介绍了医疗转运行业的现

状，以及民航医疗快线的运营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

汪致重先生对医疗快线的稳步发展表示了肯定，同

时给予了中肯客观的指导意见和建议。最后，双方在

会后合影留念。

不忘初心
民航医疗快线团队路遇事故伸援手

　　10 月 11 日，966120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队在

武深高速上遇到交通事故现场，成功紧急救助三名

伤者。

　　当天傍晚 18 时，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队执行完

任务，返程至武汉绕城高速横店大桥段，发现两辆车

停在高速中间，相当危险。经观察，原来一辆大货车

追尾小轿车造成了交通事故，路旁边坐着几个伤者，

伤势不明。于是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队把救护车停

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并放置好三

角警示牌。

　　此路段车流很大，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队随机

分工合作，司机张华当起志愿者帮忙疏导交通，司机

卢伟豪帮忙定位叫交警和救护车，护士欧钰莹带着

消毒棉签，纱布和绷带等用品前往看视伤者伤势。

　　10 月 23 日，966120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队在

执行长途任务返程时，途经大广高速公路，遇到一起

四车相撞事故，紧急救助一名重伤患者。

　　当天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966120 医疗团队返

程至南康区大广高速，遇到一起四车相撞事故，情况

十分严重。事故起因可能由于天雨路滑，邮政车失控

从反向车道冲过绿化带造成，邮政车司机和小货车

司机当场身亡，邮政车中另一名乘客重伤，所幸黑色

轿车及大货车司机并无大碍。966120 医疗团队刚好

途经现场，司机李燕华、刘小林立即靠事故后方安全

停车，并放置好三角警示牌。医生张志君及护士赖娘

娇下车查看伤者情况，配合交警把伤员从事故现场

救出，为其作急救处理及伤口包扎，并安抚伤者情

绪，随后转交给当地 120 救护车作进一步治疗。

　　现场共有三位伤者，一个是鼻子破损的，欧钰莹

用碘伏棉签消毒后给予简单的包扎；另外一个伤者

诉右髋部疼痛，枕部有血肿，考虑到可能存在骨折，

于是让该伤者就地坐下，制动，并给他枕部消毒包扎

处理；最后一个患者诉右膝部疼痛和头晕，检查右

义不容辞
966120再次救援严重交通事故伤者

沪籍老人心重疾　久病缠绵根难治

港医技高伸援手　快线为爱协护送

各方部门齐绿灯　沪港直达路畅通

安全抵达众候久　手术顺利如人意

翁获健康众开怀　医患携手创未来

三地两岸亲上亲　五湖四海心连心

爱的接力——966120护送
七旬老人赴港求医

膝无骨折之后让该伤者到救护车吸氧。处置好三位

伤者的伤势后，医疗快线团队就共同等待救护车到

来。

　　19 时左右，当地 120 到达，医疗快线团队与当

地 120 交接后，继续踏上返程。

　　七旬老人千里赴港求医，966120 医护团队全程

护送，保障安全，服务到位，家属和老人感激不尽。得

知老人手术成功，有感而发，随想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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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司频繁收到各大医院反映，一些不法人

员私自印刷带有“广东民航”字样的名片四处派发，

假冒套用我司名片模板。经查，这些“救护车”非常简

陋，车内没有专业急救设备，其所谓“医护人员”也没

有任何专业资质，他们往往不惜低价拉客，而中途又

以各种欺骗方式提价，严重损害了转运病人的利益

和生命安全，也严重影响了我司的声誉。

　　为此，我司郑重声明如下：我司全称为“广东民

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简称“民航医疗快线”。我司

只有“966120”、“4000966120”和“4006858529”三

个公开服务热线，其他所谓服务电话均为冒牌号码。

郑　重　声　明
请认准正确的 966120 客服热线

双方在会议室观看 966120 非急救转运服务宣传片 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柯云楠探讨医疗转运形势

陈志键总经理介绍 966120 非急救转运业务概况

每期一图：966120 再次救援严重交通事故伤者

详见第二版

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负责人闫松发表意见

哈尔滨市急救中心主任孙勇提出建议

双方会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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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地空对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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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医疗快线喜获两本国家核心期刊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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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秀昆就当前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行业的现

状、规范等问题都作了深刻的剖析，深入浅出地阐述

了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并在文末

提出了“在这方面，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先行者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为我们树立了先进的榜样，所

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普及”和“可以借鉴广东省

卫生厅 / 卫健委批复成立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

司的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的高度评价。

　　以上是对民航医疗快线运营 6 年多以来提交的

成绩单的肯定。民航医疗快线已成为空地一体化医

疗转运领军企业，一直探索建立行业标准、规范市场

秩序，力争在破解双向转诊和医疗资源有效下沉这

两大国家医改难题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8 月中旬的某一天凌晨，966120 客服部接到一

位刘小姐的来电，用带有紧张又语无伦次的声音讲

述着她的需求：急需医护人员从成都医疗护送她年

仅 27 岁的弟弟回南京专科治疗。医疗团队负责人马

上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详细了解、评估：该患者是一

名已经患有慢性白血病 9 年的年轻小伙子，现已疾

病的终末期，目前在成都华西医院急诊科抢救，现在

循环系统衰竭，正用着较大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来

维持着血压，还伴有高热、肺部感染、极重度的贫血，

血小板只有 3*10^9/L，而且右侧鼻腔还持续着出血。

鉴于家属要求回南京的强烈意愿，966120 医疗护送

组制定了详尽、周全的护送方案，同时制定两套备选

方案以备万一。同时所有的护送方案与家属沟通到

位，并都得到家属的认可。

　　即日下午，966120 医疗护送组乘最快的飞机飞

往成都，一抵达成都，医疗护送组马上驱车到成都华

西医院，现场对患者再次评估病情，了解患者最新的

病情现状，发现患者状态很差，全身浮肿，呼吸促，心

率快，见到我们，只说了一句话：我想活着回南京！

就为了这句话，医疗护送团队决心更大了：一定安

全护送患者回南京。为保证第二天的护送顺利，和主

管医生探讨后连夜加强了患者的治疗：输注血小板、

千里护送，只为您安全

　　8 月底，当医疗快线工作人员收到来自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中标通知书时，标志着近半年的准

备工作没有白费，激动不已。事情可以追溯至春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出《采购非 120 急救医疗

转运服务项目》的招标邀请，这是国内首家医院的非

急救医疗转运公开招标项目。966120 医疗快线获悉

后紧急成立筹备小组，由医管中心、车管中心和保险

事业部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针对招标要求进

行多次开会讨论和深入剖析。医管中心为了能够为

患者和医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与多家供应

商比较性能和安全性后，决定采购过床垫、升降式担

架床等设备；而车管中心也多次现场视察进行反复

预演，将各种可能预见的情况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为项目中标奠定坚实基础。经过各部门近半年的努

力，最终击败多家竞争对手，一举成功拿下该项目，

标志着 966120 医疗快线获得众多专家的认可，是医

疗快线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9 月 9 日上午，医疗快线的车队精神饱满地停驻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生殖医学中心的门

口，为院本部与妇科生殖医学中心之间提供 " 床到床

" 的非 120 急救转运服务。每一台驻点的 966120 救

护车都配备高规格的医疗设备和急救用品，务求为

每位患者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转运服务。

966120 医疗快线喜获国内首
家医院非急救医疗转运公开
招标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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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和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东道路信息发展

有限公司签署 5G 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5G+ 机场高速民航医疗救护体系。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是目前唯一获得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正式批复、合法开展非 120 急救

转运业务的公司，是广东省首家立体医疗转运提供

商。民航医疗快线旨在为病患者提供本地及跨省市

就诊、转院、回家等非急救转运服务，满足患者个性

化需求，在全国范围内首开先河。实现这类龙头医疗

行业的 5G 垂直应用尤为重要。5G 网络具有移动增

强型带宽大、超高可靠低时延、广连接等特点，在 5G

网络环境下，移动终端的上网速率可达 4G 网络的

10 倍，峰值速率甚至可达百倍以上，然而 5G 机场高

速医疗救护的意义远超于此。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充分发挥

5G 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开启 5G 救援模式
——打造“5G+ 机场高速民航医疗救护”体系

技术优势，联合广东道路信息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基

于 5G 的急救医疗救护及智能交通项目，助力民航医

疗快线信息化加速升级，为民航医疗快线的急救车

辆提供基于 5G 的应用及安全辅助驾驶服务，从而提

升安全快捷管理水平等。此外，三方还将按运营级标

准建设“人、车、路”全面协作的智慧医疗快线商业运

营流程，为每一台 966120 救护车上部署先进的 5G

车辆安全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视频监控系统、精准

GPS 定位系统、生命信息远程监控系统，开启急救

“高速”通道，打造 5G+ 全方位的医疗急救体系，助力

广州创建 5G 智慧医疗示范城市。

加强抗感染、抗心衰等。同时医疗护送组给患者打

气，鼓励患者一定配合治疗，坚定必胜的信心。第二

天，救护车准备到位，患者较昨天病情有所稳定，体

温已降至低热状态，医疗护送组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马上出发直奔高铁站，安检、上复兴号，接上氧气、上

监护、调整体位等所有治疗有条不紊地进行，漫长的

10 个小时的高铁行驶，经历过患者精神焦虑、紧张、

烦躁的状况、心率跳至 160 次 / 分、血氧饱和度下降

到 70% 等危急情况，医疗组都对症处理、解决，危急

状况得以缓解。

　火车一抵达南京高铁站，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接

上患者，马上送至南京明基医院急诊科。多年一直跟

踪患者病情的老主任已等候多时，在熟悉的地方见

到熟悉的医生，患者和家属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将

患者安全送达，并得到更专业的治疗，是 966120 团

队每次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为此付出再多的艰辛和

汗水都是值得的。

　　近日，《中国急救医学》和《中华危重病急救医

学》两本国家核心期刊对民航医疗快线发展模式给

予了高度评价，分别发表了《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

发展战略与规划布局》和《重视研究危重患者转诊转

运工作 - 刍议“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两篇论文，作

者是卫健委特聘专家、国内知名急救专家武秀昆。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发表《重视研究危重患者转诊转运工作 - 刍议“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中国急救医学》发表《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布局》

《中国急救医学》 2019 年 9 月 第 39 卷 第 9 期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9 年 8 月 第 31 卷 第 8 期

966120陆地+高铁转运骨折病人回沈阳

　　8 月 25 日，966120 调度中心接到王先生的求

助来电，其母亲和小姨两位骨折病人需要从广州送

回沈阳继续治疗。接到任务后，966120 医疗团队通

过综合评估，并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决定选择陆

地 + 高铁的转运方式来执行此次转运任务。

　　966120 分别派出两辆救护车从广州市正骨医

院出发送往广州南站，然后乘坐前往北京西站的高

铁，从北京西到沈阳市正骨医院则由沈阳方面的救

护车完成。

　　任务确定后，966120 医疗团队在 8 月 26 日中

午安排两辆救护车出发前往广州市正骨医院护送病

人至广州南站，并与高铁站沟通，安排绿色通道。及

后与沈阳救护车方面取得联系，并沟通好高铁的到

站时间和交接地点。在 26 日晚十点顺利到达北京西

站，在站台与沈阳急救团队进行病情交接，并沟通路

上的注意事项及处理措施，两位骨折病人在 8 月 27

日早上 7 点顺利到达沈阳市正骨医院，正式宣告此

次转运任务完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