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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勇担当 抗疫复产冲在前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王智汛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天河智慧城企业职工和团员青年不畏艰险、

主动出战，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志愿服务队，积极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和助力复工复

产的最前沿，用责任织就健康防护网、用奋斗筑牢抗疫防火墙、用担当谱写复工复产新篇章，充分

展现了园区企业职工和广大青年维护大局、担当有为、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良好精神面貌。

除夕晚上连夜组队“云复工”、和

几百名程序员在看不见的一线，与时

间赛跑，完成抗疫小程序上线、更新

迭代近 40 个版本、 中英日韩法多语

言系统上线……年前，新冠肺炎疫情

突发，为了协助政府及疫情防控部门

及时有效排查、 监控疫情及信息共

享，大数据助力必不可少。 除夕夜，本

已放假的北明软件接到和腾讯联合

开发抗疫小程序任务， 公司极为重

视，迅速确立项目负责人，并把分散

在全国各地的程序员们快速组织在

一起，建立起一支专门的疫情技术支

持团队，不眠不休地投入到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

健康上报、疫情线索上报、口罩

预约、在线免费问诊、穗康码、健康自

查、在线问诊、扫码出入、防疫行程卡

……每一次更新迭代，都为居民提供

更多的便捷； 每一次新功能上线，都

为抗疫提供更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每

一个稳定运行的日日夜夜，都是一群

人的彻夜守护， 通宵达旦，24 小时轮

班作战。 电话一个接一个，会议连着

开，这是邹梦良及其团队在疫情期间

的常态， 作为穗康码项目总负责人，

开发、测试、安全漏洞扫描到推广、运

营，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在这种高

强度高压力的环境之下，他带领着北

明软件的穗康码项目团队，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的“难题”，用信息化技术扛

起抗疫“防控”大旗。

除夕复工战疫

的“信息支撑者”

邹梦良：高级工程师，北明软件穗

康码的项目总负责人

社区防控的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的

提高， 能够减轻城乡社区工作者工作压

力。针对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的需求，于大

勇和他带领的团队研发了“蜂巢”智感多

维动态防控平台， 通过对出入口进行

“AI+红外热成像”智能改造后，能够达

到批量测温、扫码快速通行，疑似异常人

员自动提醒等功能，大大提升通行率。在

防疫指挥中心后台， 项目建立了一人一

档，对人员出入信息进行动态更新，为全

景透视的人口精细化管理模式打下坚实

的基础，同时还开发了防疫大数据模型，

针对防控需求分类分析挖掘人员信息，

助力精准排查。另外还完成了“疫情防控

三维实景一张图”，以数据支撑社区“战

疫”不同时期精细化治理。目前该平台已

在广州市天河石牌村试点使用。

另外， 于大勇带领的团队还开发了

针对疫情

排查的微

登记小程

序， 打通

群防群控

的“最后

一公里”，

目前该小

程序已覆盖

全国 10 个省、

27 个地区。 此外，公司还推出人员戴口

罩检测解决方案， 实现实时快速追踪无

戴口罩人员并预警， 针对疫情确诊目标

溯源，找到日常轨迹接触者，能发现，早

隔离。 打造疫情防控“有呼必应”综合服

务平台， 建立完整呼应机制对社区诉求

即时响应、对违法线索及时处置、对执法

单独监督考核。

群防群控信息化的“军师”

于大勇：佳都科技智慧城市事业部副总经理

作为一名 90 后， 林远康自 2014 年

进入天河智慧城综合防控大队工作，一

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紧紧围绕团委，圆满

完成团委下达的各项任务， 作出了一定

的成绩。

疫情当前，青年先行。 2020 年 1 月，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 林远康作为新

时代的共青团员，自疫情暴发以来，坚决

工作在疫情防控一线， 守护智慧城每一

个安全角落。他积极响应团委的号召，积

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一线， 投身到智慧

城公交站防疫检查， 提醒车上乘客做好

个人防护措施，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 献 青

春力量 ，

彰 显 了

共 青 团

员 在 疫

情防控第一线

的时代风采。

除了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以外，

他还挤出大量时间坚持自学， 两年来不

仅坚持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十九大精神等一

系列重要论述，还借助“学习强国”平台

系统学习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形成

了学习笔记。

奋战防控一线的“青春力量”

林远康：天河智慧城综合防控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

董希彬自 2011 年大学毕业后就进

入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身

为青年代表的他已经逐渐成为公司的中

坚力量，曾多次评为进步最快员工、十佳

员工、优秀员工等，现任技术管理中心经

理。作为园区内较早复工的企业，南方测

绘在 2 月 10 日复工后到岗率仅 6 成，加

上客户单位处于停工状态， 无法进行有

效业务沟通，南方测绘基于这种形势，及

时调整市场策略，加强技术的线上培训。

作为技术管理中心经理， 董希彬协助南

方测绘组织了多场集团内部的无人机、

房地一体、智能全站等的技术培训，为复

工复产打好技术基础。

董希彬表示，身为年轻人，首先要发

挥干

劲 ，

勇于

拼

搏、吃苦耐劳，既积极主动，更要脚踏实

地，戒骄戒躁，出色的执行和完成领导安

排的工作任务， 将能有效地帮助年轻人

在职场上稳步的发展。 作为一名在南方

测绘工作 9 年的老员工， 他认为自己应

当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要贯

彻执行好公司的战略、决策，落实好具体

工作，积极为领导出谋划策，对集团的转

型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要做好

新员工的培养工作， 有效地传递公司的

文化，监督跟踪公司细节工作的完成。

敢于拼搏的青年“老员工”

董希彬：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管理中心经理

作为网易的党建经理， 陈

敏霞从去年入职以来在工作岗

位上严谨求实， 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团结和带

领党建工作人员敬业奉献， 积

极创新， 促进了网易党建各项

工作的圆满完成。 她认真贯彻

落实省、 市、 区委、 科技园党

委工作安排部署， 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加班加点带领团队认

真梳理历史台账， 对标规章制

度整改存在问题 ， 严格按照

《党支部工作条例》 要求完成

21 个党支部选举换届工作， 加

快完善网易党委架构。

为提高党务工作的效率，

陈敏霞带领团队梳理党员常见

办事流程、 制度近 100 条， 建

立在线服务平台提升团队日常

党务工作效率； 建立党费缴费

平台， 让党员随时在线缴费，

为履行党员义务提供便利， 确

保党费统计工作准确性； 坚持

党的宗旨和群众观点， 带领专

项工作组分阶段推进历史离职/

失联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

在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方

面， 近一年来， 陈敏霞带领团

队组织开展了丰富的党建活动，

包括党建共建活动、 党员实践

教育、 廉洁教育活动、 主题学

习教育、 社区节日慰问、 公益

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党群共建活

动，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增进了党员之间的团结合作，

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为企业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

其中 《传播公益爱心彰显党员

本色》 主题党日案例获得广东

省“两新” 组织党建优秀创新

案例。

党建与企业文化

结合的“实践者”

陈敏霞：网易党建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