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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高职工斩获高新区
职业技能大赛多项殊荣

7月底，威高组织职工参加了
由威海市高区总工会、科创局、
建设局联合举办的2021年度高新
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据 悉 ， 本 届 高 新 区 职 工 职
业技能大赛设钳工、焊工、数控
机床、维修工、砌筑工、网络与
信息安全管理员、电工、数控车
工、数控铣工等16个比赛工种，
共有31个代表队的152名选手参加

比赛。
经过激烈的竞争，威高选手

脱颖而出，成绩喜人：张志军、
孙旭宁、孙凤阳、荆晓包揽数控
车工前四名，王明辉、邓建宁、
王建龙包揽数控铣工前三名，丛
凌玉获得钳工第一名，孙明利获
得电工第二名，张元科、姜红芬
分获花饽饽比赛第三、四名。

                   （威高集团）

抓牢疫情防控不松懈
近期，新冠疫情波及诸多省

市，疫情警钟再起敲响。为切断
可能的传播途径，各方力量迅速
集结筑牢疫情防控防线。有人坚
守核酸检测岗、有人把好风险防
范关……威高人义不容辞，冲锋
在前，从奋战在一线的医药人、
积极供应物资的销售人到酒店餐
饮的防疫工作全面升级，大家全
力以赴从严从实密织新冠病毒疫
情防控网。 

医药公司：时刻做好应对准

备

8月5日凌晨两点，威海市
中心医院威高物流配送中心的仓
库里，刚入睡不久的任学琴被电
话惊醒。“好的，马上备货。”
此时，地下躺着的同事也迅速起
身，都没来得及整理各自凌乱的
头发，火速投入到搬货配货中，
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叫苦，没
有一个人叫累，这支年轻的队伍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威高人的责任
与担当。

就在前一天的下午，因涉
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
者，威海市中心医院即刻实行了
全面封锁，任何人员不得出入。
威高医药公司驻威海市中心医院
办事处第一时间接到命令后，冷

静地迅速做出反应。“既然疫情
随时有可能出现，那我们第一时
间就得准备好应对疫情的一切物
资。”医药公司副经理夏黎明经
理即刻着手调配医院的抗疫物
资。

结合以往的抗疫经验，针对
现有可能会出现短缺的物品，他
们火速联系各个供应商，通知其
迅速准备并送往医院；鉴于疫情
状况不明朗，本着对医院、对病
人、对自身负责的态度，公司驻
院办科室配送人员顶着高温与闷
热，套上厚重的防护服，戴上防
护镜、帽子与口罩，第一时间将
物品配送到了各个科室；标本配
送人员整装待发，穿梭于各个科

室之间收集标本，并第一时间将
标本送达医院检测点，以最快的
速度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医院控制
疫情发生或传播的风险；同时公
司药品配送人员也是昼夜轮班，
配送药品，成功保障了医院在特
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药品供
应。

烈日下，大家齐心协力，
手动推车将防疫物资一件件拉到
仓库，汗流浃背，脸被灼热得通
红；突如其来的大雨又淋湿了衣
服和发髻，大家冒着倾盆大雨，
以最快的速度把物资卸下来并
推往仓库。截止目前，威高医药
公司共计为威海市中心医院供应
包括防疫口罩、400余箱防疫物
资。

医用材料公司：烟台告急 

连夜行动

“陈姐，烟台山医院临时
接到紧急任务，急需4000套防护
服、2000医用隔离面罩。”8月3
日，医用材料公司的陈莲莲在忙
碌了一天后，刚准备到楼下做核
酸检测时，接到了负责烟台山医
院业务的江俊程经理的电话。

自8月1日开始，烟台市确诊
多例新冠肺炎病例，烟台市区内
全市民陆续开始做核酸检测，医

院急需防护物资。彼时已是晚上
9点52分，陈莲莲马上电话汇报
山东大区刘平平经理。10分钟过
后，刘平平经理回电，由于烟台
疫情紧急，已同医用材料感染防
护公司于庆祝经理共同协商，特
事特办，开仓调货！

晚上10点多，由于仓库防
护服仓位较高，100多箱防护服
靠人力搬会耽搁时间。于庆祝第
一时间联系叉车司机韩军，各自
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公司仓库。
到公司仓库后，于庆祝带领员工
仅用半个小时，就把医院所需的
4000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和2000
件医用隔离面罩装上车。安辰公
司江俊程经理和司机师傅于凌晨
1点将防疫物资从威海威高医用

材料仓库送至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耗材库房，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
急。“威高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
的企业。”当晚，烟台山医院物
资科杜科长在看到急需的防疫物
资在医院应急仓库摆防整齐后伸
出了大拇指。

食品餐饮公司：竭尽全力做

好餐饮供应

“近期受疫情影响，导致
医院留滞人员骤增，餐厅任务加
重，支援人员不辞辛苦、为广大
医护人员及病人做上可口的饭
菜，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从
8月5日-8月8日，食品餐饮公司
陆续收到了多个来自医护人员、
病人的感谢信和锦旗。

文登市中心医院封闭管理
后，餐厅每日用餐量由3500人次
骤增为15000人次，但这个数字
没有让威高餐饮人员放松一丝一
毫。作为后勤保障者，他们克
服一切困难为医护人员提供强有
力的膳食支持；不眠不休、连续
多日吃住在餐厅；嗓子沙哑、沟
通协调仍不能断；超负荷工作、
保障业务有序开展。他们始终秉
承“良心、诚心、忠心”为价值
观、以“客户永远是对的”为营
销服务理念，加强标准化和质量

管控，从食材选择、加工过程、
安全管理等方面注重饮食安全，
更以让每位医护人员和病人吃到
营养均衡、健康美味的食物为主
旨，注重荤素搭配，提升服务质
量，对待客户亲如家人。

“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可口
的饭菜、贴心的服务，更感谢你
们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打败共
同的敌人。在你们眼里，我们是
医生，你们是服务人员，但在我
们眼里，我们就是同一个壕的战
友，感谢你们！” 文登中心医院
肿瘤科的一位医生动情地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威高血液净化产业集团党
总支组织各支部全体党员以“学
理论、转观念、强素质”为主
线，开展“永葆初心，永担使
命，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党员
活动，到郭永怀英雄事迹陈列馆
参观，重塑英雄战魂，增强全体
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组
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持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高
质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
强基层组织力，激励广大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

接力奔跑，以新形象、新境界、
迈向威高新征程！

活 动 当 天 ， 虽 然 天 公 不 作
美，风雨交加，但集中乘坐大巴
车前往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每个
党员内心都是火热的，充满了无
限的崇敬之情。

到达参观地后，血液净化产
业集团总经理张存明强调，所有
党员必须遵守参观规定并保持纪
律性，要细心学习深刻领悟，要
把科学家的经历及爱国情怀转化
到工作上，为国家和威高做出应
有贡献。

在参观地，大家了解到郭永
怀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
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义无反顾投
身于祖国核事业的建设。“永萦
江山堪称民族脊梁，怀志九霄不
愧中华英魂”是对他们伟大而光
辉一生最生动的注脚！

回程路上大雨滂沱，党支部
领导带领党员唱起了红歌，歌声
嘹亮，信心满满，感恩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期 间 ， 党 支 部 领 导 要 求 广
大员工在今后学习党史的过程
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和方法论，“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充分总结
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
历史趋势；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高度自觉和担当，直面挑
战，抓紧机遇，乘势而上；以信
念为舟，政治为帆；以党章党
规、系列讲话为指路灯塔；为梦
想乘风破浪、为威高的发展贡献
力量、也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
斗！

威高血液净化产业集团董事
长宋修山，威高血液净化产业集
团党总支书记陈晓云分别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希望各位党员继
续保持初心，将红色精神、红色
教育结合威高精神对标在今后的
岗位工作中，知行合一，坚决贯
彻威高集团的各项工作部署，确
保在下半年的核心工作中发挥党
员先锋作用，争取在上半年的业
绩基础上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 个 时 代 有 一 个 时 代 的 主
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
国共产党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要向英雄学习！
学习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学习
畏艰苦的奉献精神；学习爱岗敬
业精神！

通过参加本次活动，党员干
部对红色革命历史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激发了内心爱国爱党的
情怀。     （血液净化产业集团）

永葆初心  永担使命  永远跟党走
血液净化集团党总支组织开展党员学习活动

酒店管理总公司党支部召开
第三季度党员扩大会议

8月5日，酒店管理总公司
党支部召开第三季度党员扩大会
议，支部党员及中层以上管理者
参加。宣传委员张红卫带领大家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支部书记李舫对上半年党建

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成绩，
指出了不足，并对下一步党建工
作重点进行了部署。

今年以来，酒店管理总公
司党支部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全面推进思想建设、能力建
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树立

党建工作在酒店发展中的导向作
用，形成“抓党建、促经营”的
共识，为党建工作深入推进奠定
了思想基础。

李舫指出，支部要加强党建
工作，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从百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从

百年奋斗中汲取前行力量，坚持
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自我提升，开拓
创新，推动酒店高质量发展。

           （酒店管理总公司）

医药公司员工核对药品清单。

餐饮公司员工送餐。

图为整齐堆放在烟台山医院

的防疫物资。

建工产业集团各党支部
召开践行威高文化专题组织生活会

8月，建工产业集团各党支
部按照控股党委开好民主生活会
的工作要求，分别组织召开了践
行威高文化专题组织生活会。建
工产业集团党委及各公司一把手
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通过12场组织生活会，共整
理总结179名中高层干部自身改
进意见491条、他人评议改进意
见975条、组织改进意见297条。

今年5月7日，建工产业集
团党委组织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
活会暨践行威高文化座谈会，董
事长王毅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为建工产业集团开好民主生
活会做了榜样。

会后，建工产业集团党委总
结提炼了会议经验，复制推广至
各党支部。会议提出，要将党建
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对标

《威高文化手册》中的核心文化
理念以及对领导干部的能力、操
守、作风等要求，以“会前有准
备、会中有记录、会后有反馈”
的闭环管理，保障会议落到实
处、会后有改善提升，确保会议
成果切实推进建工产业集团的经
营发展。

此次组织生活会上，参会干
部们深刻反思自身的思想观念、

关键能力、行为模式，诚恳提出
自身、他人、组织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并给出中肯的改进意见。

建工产业集团践行威高文化
专题组织生活会自开展以来，有
力地推动了开放内省、担当实干
的文化氛围打造，进一步增进了
干部之间的沟通与信任，有效提
高了组织向心力、凝聚力。

        （建工产业集团）

7月30日，中国卫生人才培
养项目护理管理子项目院级培训
签约仪式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医技
楼八楼会议室隆重举行。

会上，滨州市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夏家林与威高管
理学院副院长朱葳蔚签署合作协
议。

《中国卫生人才培养项目护
理管理子项目》是顺应我国护理
队伍建设和医改新形象诞生的，

致力于提升我国医院护理管理水
平和专业技术能力，探索建立和
完善适合我国护理岗位培训制度
的一项重要举措。

根据协议，威高将用一年半
时间，为医院护理管理者进行18
门管理课程系统培训，帮助医院
提高护理管理水平，积极推进护
理管理人才培养工作规范化和信
息化进程建设，全面推动医院护
理事业发展。（医用制品公司）

中国卫生人才培养项目护理
管理子项目滨州市人民医院

签约仪式启动

生基医疗产业集团获多项市级
质量奖项

近日，在威海市企业家联
合会等六家单位联合组织的威海
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和质量信得
过班组评选活动中，生基医疗集
团检验耗材公司设备维修QC小
组、生物科技公司的生化车间和
组装车间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
出，分别获得威海市优秀质量管
理小组二等奖、质量信得过班组
三等奖。

生基医疗集团通过制定一系

列激励和奖励政策，鼓励员工积
极创新，为职工创新营造良好工
作环境。

此次获奖极大激发了广大员
工参与质量改进与创新活动的热
情，生基医疗集团将继续大力弘
扬创新精神、工匠精神，鼓励员
工发挥能动性，更好地解决生产
经营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
升企业质量效益。
        （生基医疗产业集团）

北京仁和医院与威高
携手共建智慧信息化医院

8月1日，威高讯通公司与北
京仁和医院合作的SPD项目试运
行，开启双方业务战略合作的新
篇章。

威 高 讯 通 充 分 发 挥 在 医 院
供应链延伸方面的专业经验和实
力，从供应商管理、货位管理、
订单管理、扫码出库、高值追

溯管理等制定操作规范和流程，
为北京仁和医院提供院内物流配
送项目优质定制服务，打造“全
流程、精益化、智能化”的医疗
耗材供应链管理，提升医院对医
疗器械的管理精度、资金使用效
率，助推北京仁和医院智慧信息
化的发展。      （讯通公司）

威海学子威高行活动圆满结束
为帮助2022届学子提前了解

威高校园招聘，创造优先就业机
会，威高集团携手威海市人社局
于8月21日举办了“威海学子威高
行”活动。

威高对省内重点高校威海籍
学子发出邀请，来自山东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烟台大学等12所
高校的20余名学子参加活动。

学子们参观威高展厅和现代
化办公环境、车间，详细了解威

高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公司
产品等方面情况。参观的同学对
威高丰富的产品种类、精良的技
术、完善的解决方案、承担的社
会责任表示敬佩。

通过座谈交流，威高集团招
聘负责人就威高的人才培养政策
和校招整体情况进行介绍，通过
自由洽谈后初步达成意向6人，
对威高2022届秋季校园招聘具有
重要意义。         （威高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