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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领导
莅临966120参观考察

　　5 月 7 日上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务处处

长吴志华、医务处副处长刘瑾、医务处主任科员宋

文、医务科科长林小鹏等一行莅临民航医疗快线参

观考察，医疗快线总经理陈志键给予了热情接待。

　　

　　领导一行先后参观了医疗快线保险事业部及运

营指挥中心，陈志键总经理详细介绍了医疗快线自

主研发的运营调度信息系统，该系统实现呼叫中心

管理，车辆实时监控对讲和工作调度流程等功能。

　　随后，领导一行在会议室就当前医疗转运业务

的发展趋势、合作模式、运营管理、发展前景等方面

展开深入交流。此次来访，更进一步促进了双方在医

疗转运服务上的合作。

北京市红十字会携北京999考察广东966120
深度探讨全面合作可行性

　　调研活动后，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杨

西将副总经理也同来访领导进行了会见和交流。

　　会后在李文华董事长和陈志键总经理陪同下，

大家参观了 966120 运营指挥中心，陈志键总经理详

细介绍了医疗快线自主研发的运营调度信息系统。

之后还参观了民航医疗快线门诊部，并详细了解

966120 救护车及车上专业的急救设备配置，以及保

险事业部及运作模式。

　　2019 年 5 月 16 日，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李宝峰带领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张立军、

办公室主任孙勇军、应急工作部部长张宇，以及北京

市红十字会 999 急救中心院长李立兵、副院长田振

彪、国际发展部主任贾崇跃一行，莅临 966120 医疗

快线考察调研，医疗快线董事长李文华及总经理陈

志键等给予了热情接待。

　　为进一步增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抗击突

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及掌握消防灭火器材的使用方

法。5 月 16 日下午，医疗快线 966120 组织员工参加

了一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培训过程中，陈教官结合近年火灾事故实例，分

析讲解了起火原因及发生火灾后的自救、逃生技能

　　会议首先听取了李文华董事长关于医疗快线运

营 7 年多的情况总结，并提出和北京 999 深度战略

合作的意见及其可行性分析，参会人员就当前广东

以及全国医疗转运行业的发展形势、存在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讨论。

966120组织员工
参加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等，尤其着重于讲解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及起火后

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扑灭火种。

　　通过这次培训，大大增强了医疗快线全体员工

的防火自救意识，提高安全意识和处理突发事情的

应变能力。确保防患于未然，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生

产环境。

　　2019 年 5 月 16 日下午，966120 医疗快线受到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邀请，参加《先进制造产业系

2020 届毕业生群体职业指导讲座》，为一百多名应

届毕业生进行心肺复苏术的培训。

　　966120 医疗快线派出杨楚芳医生讲解心肺复

966120医疗快线为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毕业生
进行心肺复苏术培训

苏术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并利用模拟人进行实操演

练。现场气氛热烈，应届毕业生们踊跃上台进行练

习。通过杨医生简单明了的讲解，为在场的一百多名

应届毕业生培训急救知识，掌握了心肺复苏术的技

巧。

　　这是继广东 966120 和北京 999 联合打造广州

航空医疗转运联盟之后的一次深入交流。在充分了

解了 966120 医疗快线的发展过程和今后发展规划

后，北京红十字会和北京 999 对 966120 医疗快线

的稳步发展表示了肯定，对未来达成更深层次、更广

泛的紧密战略合作关系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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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红十字会李宝峰书记等一行

听取 966120 医疗快线运营情况

李文华董事长对医疗快线运营 7 年多的情况

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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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一图：966120 医疗快线再接再厉，闽粤港跨境高铁转运再次成功实施

详见第二版

北京市红十字会李宝峰书记对医疗转运行业

发展前景提出见解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张立军

对行业规范提出建议

北京 999 李立兵院长对医疗快线运营

提出合理化建议

陈志键总经理对医疗快线发展现况作出回应

陈志键总经理介绍医疗快线运营指挥中心

和运营调度信息系统

陈志键总经理介绍 966120 救护车及车载设备

陈志键总经理介绍保险事业部

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 999 和广东 966120 领导

合影留念

陈志键总经理介绍医疗快线的运营调度信息系统

陈志键总经理介绍保险事业部业务

双方就当前医疗转运业务发展形势进行交流

南方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刘瑾对转运业务提出建议

南方医院医务处处长吴志华给予专业的意见和指导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领导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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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120 正式驻点湛江
为粤西病患提供便捷转运服务

《健康报》 , 2018年9月18日
首席记者 姚常房

地空对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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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4 日，966120 接到来自福建漳州

黄先生电话，其香港亲属因病情变化需要从漳州某

医院转回香港治疗，966120 的评估医生根据与患者

主管医生的沟通得知，患者是一名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支气管哮喘重叠肺气肿、左心衰、慢性肾功能不

全、2 型糖尿病、高血压病 3 级、鼻咽癌放疗后等多种

疾病的危重患者。经过细致分析，认识到病情的复杂

性，且整个转运中病人的氧气供应决不能中断。而家

属和患者本人强烈要求 15 日当天一定要返回香港。

根据综合情况分析，966120 转运团队凭借多年丰富

　　5 月 15 日 966120 接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患者

家属的电话，寻求帮助。事情从 3 个多月前说起：一

位 88 岁的老人家回国探亲，在旅途过程中，不慎突

发脑血管意外，导致肢体瘫痪和言语障碍，目前已经

渡过危险期，急需返回自己的国家继续康复治疗。由

于患者是一名高龄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必须由医护人员陪同下才能

乘坐飞机回家。

　　966120 医护人员收到通知后马上与家属进行

沟通，并安排医护人员到医院对老人家进行了第一

　　澳大利亚大使馆和南方航空公司对 966120 医

疗快线这次的护送工作非常支持，都开通了绿色通

道，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面，办好了赴澳大利亚的医

护人员签证，安装好旅客担架，票务和特殊旅客的申

请也一并完成。而医护人员曾三次到医院检查患者，

确定患者当前状况，并制定好护送方案和应急预案。

　　终于，在 5 月 25 日的凌晨 5 点，医护人员带齐

护送所需的医疗设备、药品和生活物品等接上患者

抵达白云机场，在机场安检人员和南航陪同人员一

路带领和帮助下，稳稳当当地将患者放置在飞机上

的担架上。飞机在 25 日早上 8:20 准时飞上蓝天，面

对低氧状态和飞机颠簸等医护人员均采取了很好的

处理，并定时给老人家翻身，拍背，按摩，喂食等。

10 小时跨越太平洋的长途飞行
966120 医疗快线成功执行国际护送任务

966120 医疗快线再接再厉
闽粤港跨境高铁转运再次成功实施

　　经过漫长的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飞机终于在

当地时间 19:45 安全抵达悉尼国际机场。早在机场

等候多时的医护人员与 966120 医护人员进行工作

交接，并一并将老人家安全护送到悉尼康科德医院。

直至将患者安全送达医院病房时，此次的 B2B（Bed 

to Bed）跨国护送任务宣告胜利完成。

的转运经验和过硬的业务技术，信心满满的答复了

黄先生能够完成此次转运任务。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医疗人员精心准备所需

转运物品，协调多方，无缝对接各转运环节，提前解

决好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根据病情增配了两台制

氧机、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和急救药品，

以确保整个转运的安全性。15 日凌晨四点 30 分，三

名医务人员携带所需医疗设备和药品出发赶往深

圳，转乘深圳至福建漳州的高铁列车，并于当日 11

点 10 分准时到达患者所在医院。再一次对病人进行

现场评估，与主诊医生交接病情，经与家属确认转运

细节等各项事宜后，下午 15 点 27 分准时登上漳州

至香港西九龙的高铁列车，在专业团队的精心和细

致护送下，经过 4 个小时的车程，于傍晚 19 点 25 分

到达香港西九龙，此次高铁医疗转运宣告安全顺利

完成！

　　此次闽粤港跨境高铁转运任务的成功实施，再

一次印证了 966120 医疗快线的经验和实力，利用民

用航班、医疗包机、直升机、高铁、轮船和救护车等工

具，形成了地空一体化医疗转运网络，打通粤港澳跨

境医疗转运核心环节，初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无障

碍转运绿色通道。

　　民航医疗快线 966120 再次成功实施一例闽粤

港跨境高铁转运，同时得到了《中国新闻网》及《广东

交通频道》两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医疗快线能得到

各大媒体的肯定与报道，有赖于各级领导、机构和朋

友们的鼎力支持！医疗快线将加快服务与市场布

局，为更多百姓提供更多样化的优质服务。

胜利完成转运任务

将患者转移至当地救护车上

飞机顺利降落在悉尼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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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现场评估。根据患者目前病情状况，和飞行时间、

气候等多方面因素，安排护送工作必须争分夺秒，避

免患者病情突变或受票务影响等因素导致护送失

败，966120 制定初步护送方案：协调组兵分三路：

一方面与主管医生沟通，获取患者的检查数据和用

药情况，明确患者目前真实病情；另一方面向澳大

利亚大使馆发出请求，申请给予特殊签证通道；最

后向南方航空公司航卫处、担架组、南航营业厅、安

检组等多部门沟通、协调、报备和申请。

在站台等候高铁列车 医护人员在高铁上照料病人

　　2019 年 5 月 12 日，由湛江市减灾委员会主办，

湛江市应急管理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减灾委员

会、湛江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湛江市携手志

愿者协会承办，湛江市红十字会等多家机构协办的

《湛江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5·12 全国防灾减灾

日 " 宣传活动》，在湛江市华都汇购物广场拉开帷幕。

966120 医疗快线作为协办企业，派出湛江办事处的

团队积极参与，并利用模拟人为参与活动的数千名

群众培训心肺复苏和简易伤口包扎，现场气氛热烈，

群众纷纷表示技能实用，并受到一致好评。
　　"5·12" 是全国第十一个防灾减灾日，目的在于

纪念汶川大地震，弘扬防灾减灾文化，增强城乡居民

的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防灾避

险、自救互助技能，提高基层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和

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努力营造全民参

与、全社会关心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让广大人民群

众更加关注和预防身边的灾害，减少身边灾害隐患

及增强自我救护意识，为社会公众更好的认识灾害

和避险自救搭建可参与、学习体验和互动平台，提升

广大群众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966120 医疗快线湛江办事处参与《湛江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 " 宣传活动》 为群众现场培训心肺复苏

966120 医疗快线医护人员培训心肺复苏

工作人员与湛江应急管理局领导合影留念

　　在第 108 个 "5·12" 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为

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民

航医疗快线 966120 开展了护士节的专属庆祝活动，

为一众坚守在前线岗位的白衣天使们献上节日的祝

福。

　　活动上，医疗快线总经理陈志键发表了生动有

趣的护士节致辞以及为全体医护司献上了节日问

候，感谢每一位医护人员对医疗转运服务做出的贡

献。并为两名受到表彰的优秀护士颁发荣誉证书。

5·12 国际护士节快乐！

与优秀护士合影留念 与一众护士合影留念

《中新网》 2019.4.19

《广东交通频道》 2019.4.19

966120 医护人员帮助患者上救护车准备前往机场

将患者担架固定在飞机上

南方航空工作人员协同医护人员将患者送上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