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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专题简报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处 

 

编者按：2020 年新春伊始，突如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全国汽车维修行业组织的中国汽车维修行

业协会高度重视，心系行业及广大汽修企业，遵照国家疫情防控有关

工作要求，积极组织会员单位、协会机构人员和行业同仁，积极行动，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敬的先进事迹，协会秘书处收

集整理了部分材料，以此宣传、鼓励在疫情战役中所体现的正能量，

我们坚信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一定能够打赢！ 

 

一、 中汽修协秘书处发出《关于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仪书》 

新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严峻斗争，正处在刻不容

缓的紧要关头，遵照交通运输部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中国汽

车维修行业协会向全国汽车维修行业发出致全体会员单位和业界同

仁的《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呼吁会员单位、业内同仁

全力配合助力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号召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1. 提高认识，增强防疫防控意识 

2.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3. 持续服务，全面保障行业应急能力 

4. 严恪落实复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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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6. 积极反馈防疫工作突出事件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齐心协力，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战役！ 

倡议书通过协会官网(www.camra.org.cn)、微信公众号、微信工

作群、QQ 工作群等渠道发布，并定向传送到会员单位、地方协会和行

业同仁，同时公布收集反馈抗击疫情体现正能量的先进事迹、节点事

件，联系信箱：camra63313302@sina.com。 

秘书处除了发出倡议书，还利用在假期中和全国汽修企业开工不

足之机，发挥协会在行业中的引领作用与服务企业的职能，协会通过

开展直播交流、线上培训教学和定向赠送线上教学资源的方式，同时

会邀请行业知名专家为汽修企业出谋划策，解答相关疑难问题，帮助

防控疫情下的汽修维修企业一起共度难关。 

 

二、 温州建立战“疫”运输车辆故障应急抢修突击队 

2020 年 2 月 7 日，在战“疫”工作到了关键时刻，为了确保防控

疫情运输车辆正常投入运行，温州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党总支在温州

市交通运输局社会组织联合党委指导下，建立了一支由温州市机动车

维修技术专家人员组成的《战“疫”运输车辆故障应急抢修突击队》。

具体做法如下: 

1. 将突击队队员分成四组,分别以区域划分,在出队繁忙时,可

灵活机动进行分合操作。 

http://www.camra.org.cn/
mailto:camra63313302@sina.com


 4 / 16 
 

2. 各队员未出队的情况下在家或单位 24 小时待命,如有具体请

假情况，需要提前半天通知队长。 

3. 在接到出队情况时,由队长统一下达指令,一般情况 1 小时内

到达,并主动联系故障车主〔单位〕指定维修地址。 

4. 抢修防控疫情运输和公务车辆的故障,主要服务范围为电瓶、

起动、轮胎、车灯和一般电路等小修,排故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小时为宜。 

5. 本次突击队各队员均是为抗击疫情的蔓延献爱心做奉献，且

均为自愿报名参加，对抢修故障车辆不收任何维修费用〔不

包括数额较大的配件〕。要求出队时各队员必须做好自我防范

措施,如有费用均由协会承担。 

6. 为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展开,经党总支研究决定：任韩政权同志

为队长、饶军同志为副队长、蔡修良、颜孙科、郑晓锋、翁景

坚为各组组长。具体联系人：韩政权,手机：13858827880 

7. 各队员认真履行职责,尤其是党员要全力投入防控疫情战“疫”

中去,为使防控疫情运输车辆的 正常运行尽一份绵薄之力。 

 

三、 战役情保民生，北京地区部分汽修企业开始复工 

自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及各会员

单位高度重视，自觉认真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相关规定，积极应

对，联防联控，做了大量工作。 

2 月 10 日前，企业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停工，有少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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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特殊任务的企业和远郊区的企业根据具体情况承接了部分车辆的

维修，保证了社会车辆正常的出行。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各单位

加强防疫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保证防护和职工、客户的健康。 

截止到 2 月 10 日 11 时，本市备案机动车维修企业 3129 户，暂

无人员感染情况报户，暂无人员感染情况报告，已恢复营业 391 户，

有 36 户企业安排了应急抢修人员值班，本行业共有 5442 人上岗，切

实保障市民的修车需求。相比较 9 日，复工企业增加 267 户，应急维

修减少 69 户，上岗人员增加 3813 人。复工企业中大部分业务量保持

低点运行，根据客户情况随时调整生产。 

 

四、 英雄卡车人洪佃军：驰援的路上我不孤单！ 

随着武汉新冠状肺病毒疫情的逐渐蔓延，各种医疗物资、生活用

品相继告急，全国各地人们一同支援，奋战在抗疫一线，众多欧马可

卡友，毅然决然踏上征程，肩负起运输各类物资的重任，在最需要他

们的时刻挺身而出，彰显出欧马可卡车人心系灾区的决心与信念，竭

尽所能的为抗疫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一群可敬的英雄！ 

欧马可英雄卡车人：用户洪佃军的抗疫日记写道： 

今天上午我接到了一车运到湖北十堰竹山医院应急隔离病房物

资的任务，1300 多公里的路程。经过我一天一夜的努力，一夜无休，

马不停蹄。以最快最安全的速度，在第二天下午终于把物资安全送达

目的地。 

在这里特别感谢欧马可平顶山服务站的全体员工，车在路上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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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听说是运输救援物资，河南区域的售后服务经理马上安排了最

近的服务站，维修师傅顾不上吃饭，第一时间先给我修车，不到一个

小时就把车修好了，当我去结账的时候服务站和我说不要钱，不光是

欧马可不要钱，就是别的品牌的车辆只要是去支援武汉的，我们救援

都不要钱，危难时刻见真情，欧马可彰显大爱！ 

平凡中的坚持，危急时的守护，困难面前的挺身而出，特殊时期

的全力以赴。疫情和困难出现的时候，温暖与爱同在！ 

 

五、 抗击疫情——五通宏运在行动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北京市各行业也陆续迎来复工，但疫情的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北京公交作为北京的重要民生服务行业一直奋战在

疫情防控的一线。五通宏运作为北京公交的外协保障单位也与公交保

修分公司于2月3日同日复工。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前，为保障复工后疫情的防控，五通宏

运也针对疫情做了详尽的防控及工作安排。 

总经理张丹在1月28日即以微信方式向公司群里下发了应急管理

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要求每位员工认

真阅读学习，掌握当前疫情的防控知识，并在群里接龙回复；公司在

春节假期中及时采购了足量的消毒液、口罩、护目镜及紫外线消毒灯

等物资，为保障防疫、保护员工做好前期准备；公司向员工发布了《疫

情期间工作安排》、《针对疫情消毒指导》、《疫情期间食堂用餐临

时制度》等一系列关于疫情期间的举措及布置；公司复工第一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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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员工参与公司内部全面消毒（包括：生产车间、办公室、接待室、

仓库、厂区院落等）；与公交保修分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向公交

集团上报外协单位人员信息、防控举措、供方承诺书等。主动配合公

交集团对外协单位人员的体温测量、卫生防护、车辆消毒等检查；出

厂产品、工件做到全面消毒，保质保量的安全送到客户单位。 

五通宏运的员工在领导的带领下，为保证北京公交的正常运行，

面对疫情克服了各种困难，提前结束假期参与复工，也为抗击疫情，

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秩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六、 面对疫情，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党委吹响集结号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国务对新冠肺炎

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交通委以及属地相

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精神，科学有序地做好学院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控工作，为有效遏制疫情在学院的传播和蔓延，

保障师生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学院党委将在委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面对疫情深刻认识并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七、 北京福润汽车复工保障应急响应 

地处延庆区的北京福润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3日开始

恢复性保障汽修服务，工作时间：8：30AM-4:30PM，开工工位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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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全体员工的健康安全，公司要求员工必须佩戴口罩、勤洗手，

上班时第一时间测量体温，上岗前进行消毒。公司通知外地员工暂时

在家休息做好安全防护，等待上班通知。对已返厂外地员工自觉进行

隔离。对到店维修车辆，在厂门口进行车辆消毒，要求客户必须佩戴

口罩、并测量体温。在接待、维修过程中业务员会与客户保持安全距

离。截止到2月10日汽车维修86台次。 

 

八、 汽修企业复工这样抗“疫” 

湖南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发出倡议，企业在科学、有序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严格按要求完善复工的相关手续，有序复工

生产。由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比较严峻，大多数维修企业不具备抗

击大风险的能力，能继续推迟复工的企业尽量推迟复工，并做好员工

和客户的思想工作，齐心协力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此期间仍有部分企业一直奋战在防疫阻击战的第一线，制定了《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组织力量主动承担了医疗、卫生、公安、消防、

环卫等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防疫工作车辆和防疫应急物资、生

活物资运输车辆的维修、救援等后勤保障任务，协会建议他们在做好

自身安全防护的同时，继续做好冠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后勤保障工

作。2 月 10 日，湖南各大企业正式开始复工复产，汽车 4S 店也已全

面开门复工，绝大多数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也复工生产。 

2 月 10 日，针对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关键时期，湖南省汽车维

修与检测行业协会向全省市州协会、会员单位、维修企业发送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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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继续做好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倡议和企业复工期间的建议》，并提

供了《摸排情况登记表》，对员工和顾客的身体状况进行登记，为湖

南省汽车维修与检测企业的复工提供建议与帮助 

 

九、 我已到岗，在线服务，隔离病毒，保持服务和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发生以来，北京祥龙博瑞集团坚决

贯彻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和祥龙公司的部署要求，将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生

产经营，组织所属各单位精心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经营工作，做到两

手抓、两不误。 

祥龙博瑞领导班子综合分析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形势，提出“停工

不停业务”的工作方针，在扎实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集

团完成了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汽车经销商影响的调查，在

此基础上指导所属各单位通过 AI 技术、远程服务、互联网等非接触

方式继续开展经营活动，努力将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祥龙博瑞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指导所属各 4S 店结合汽车销售

及售后服务工作特点，多措并举、创新服务，安全、平稳、有序、高

效地安排好企业经营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力服务首都百姓生活，

为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十、 湖北省发布疫情防控应急运输车辆维修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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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4 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运输保障处发布《关于发

布湖北省疫情防控应急运输车辆维修点的通知》，要求省运管局、省

高管局，厅信息中心、各市州交通运输局、联网收费中心按照《湖北

省疫情防控应急运输车辆维修点一览表》要求，督促辖区维修企业做

好应急运输车辆维修服务保障及疫情防控工作，协调防控指挥部为各

维修点人员及时返岗通行提供便利。并已将《湖北省疫情防控应急运

输车辆维修点一览表》提供给高速公路 12122服务热线、当地 12328

服务热线，督促做好咨询服务。 

湖北省疫情防控应急运输车辆维修点一览表，包括企业名称路段

／市州、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备注（服务

项目）等，覆盖全省共计 184 个汽修企业。 

 

十一、 抗击疫情，保障防疫物资运输，仨兄弟在行动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此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配合交通运输

保障工作，有效保障疫情防控各类物资运输，为无数投身防控一线进

行物资运输的“逆行者”们提供有力的服务和保障，作为中国汽车维

修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北京仨兄弟科技有限公司所属的三兄卡车平台

向紧急启动了针对物资运输车辆的“守护行动”，倡议全国的卡车维

修工接力保障防疫物资运输，如遇防疫物资运输车辆需要救援时，守

护者承诺：第一时间前往救援抢修，做到接活，不抬价。司机朋友可

以通过守护热线：400-0000-613 或者仨兄弟 APP 第一时间联系到守

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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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行动”发布后，各地卡车修理工纷纷响应，争当守护者，

踊跃参与到行动中来，愿意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全国的抗疫贡献自己

的力量。 

 

十二、 众志成城防疫情——青岛机动车维修行业在行动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青岛市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与检测分

会的会员单位积极投入疫情防控攻坚战中，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的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一) 战疫情 交运汽车修理志愿行 

2 月 2 日，交运汽车修理公司迅速成立的三支志愿者队伍分别在

麦德龙停车场东南门、弘诚体育场南门和市立医院上海路门前，开展

“战疫情 交运修理志愿行”活动，向往来市民提供免费医用酒精全

车消毒、免费汽车技术咨询，以及 10 项免费现场检测等服务，并且

面向广大市民新推出了电话预约免出发费上门服务（五公里内），继

续接受电话预约到店服务及 24 小时道路救援服务，市民可拨打服务

热线 96650、81929999 预约。 

(二)  为“大家” 公交汽车维修当先锋 

“我自愿加入阻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工作，服从厂内安排，不

计报酬，全力以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青岛公交维修分公司夏庄路保修厂党员干部主动请缨，申请到防控疫

情一线，投身疫情防控、车辆小修抢修和拖车抢修任务，保证市民春

节期间的顺利出行。自疫情防控攻坚战打响以来，青岛公交维修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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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引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先后成立 9 支共计 200 人的

党员突击队，投身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中。  

(三) 保畅通 鑫裕公司应急保障做得细 

鑫裕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长年承担着驻军、水务、疾控、医院、移

动、联通、环卫等事关全市民生保障应急抢修任务。疫情发生后，公

司第一时间就成立了以总经理张治军为组长的防控应急领导小组，24

小时安排人员值班，确保全市公共应急任务得到保障。2 月 2 日，海

军某部一辆支援疫情的全顺救护车在码头内途中抛锚，由于该车装备

的为 24V 特种型号电瓶，无库存，市面较少，且配件市场不营业无新

电瓶可换，在此情况下，维修工李国林往返多处仓库行驶 70 多公里，

终于将该车电瓶采购到，保证车辆正常运行。截至 2 月 3 日，公司共

为全市驻军车辆、防疫车辆、环卫车辆、救护车辆、城管执法车辆、

办事处等防疫车辆维修保障 57 台次；出车外出救援 9 台次，为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四) 抢时间 瑞锦龙公司连夜突击改装疫区车 

2 月 1 日，瑞锦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接到武汉策之源物业咨

询有限公司急需改装两台厢式货车支援疫区的任务。时间就是生命，

任务就是命令。公司党支部连夜召开党员大会，要像入党宣誓时的誓

言一样，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用高于生命的行动冲上去捍卫党和人民，

行动起来严格执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措施。同时，公司

成立了以总经理刘瑞平为队长的抗疫情突击队，连夜做方案，各个工

种密切配合、相互衔接、加班加点、日夜奋战，按时限要求完成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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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支援疫区厢式货车的改装任务，践行了党员突击队为国分忧，为国

贡献的郑重承诺。 

(五) 设热线- 科波拉为新能源汽车排忧难 

疫情发生后，科波拉汽车咨询服务（青岛）有限公司从媒体报道

中获悉，国内有多家汽车企业纷纷捐献车辆用于支援抗疫工作。作为

国内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专业培训服务企业，为履行企业和社会责任，

发挥自身专长，公司决定：自 2020 年 2 月 2 日 15 时起，为在全国各

地参与抗疫工作和服务，执行防疫执勤任务，以及异地往返的新能源

汽车（包括纯电动、油电混合动力、增程式车辆），开通 2 部远程技

术支持热线——线路 1: 176 0326 2737，线路 2: 150 2008 9548，

免费提供车辆使用咨询、远程技术诊断、就近维修网点查询等服务，

以配合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打赢疫情战做出务实贡献。 

 

十三、 福田奥铃 拉起抗疫保障线 危急时刻显身手 

1 月 29 日，正月初五，17 时 15 分，福田奥铃深圳汉东服务站接

到一辆东风牌环卫消毒车救援电话。17 时 40 分，维修技师便抵达故

障车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大学城。40 分钟后，抛锚车辆故障排

除。 

1 月 30 日 12 点 47 分，大年初六，河南京港澳高速确山服务区，

当地服务站接到用户的救援电话，前往武汉运送的紧急医疗物资——

呼吸机，变速箱漏油停在服务区。因京港澳高速及服务区封闭，服务

站技师凭客户转发的一张武汉市武昌医院的通行证照片进入，带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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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齿轮油和工具，四十分钟到达。检测后免费加了两桶齿轮油并告知

司机可以行驶。工作人员同时联络安排河南信阳服务站，准备接待进

行快速维修，快速保障了车辆及时把紧急医疗物资送到武汉市武昌医

院。 

江西上饶，货运司机老程送来表扬信，他的车运输途中出现故障，

通过奥铃救援服务及时脱困，感言奥铃 “防疫”期间的服务承诺，

真实有效。 

1月 31日上午 10 点 30分，湖南衡阳福瑞服务站接到救援电话，

湖南省医疗废物转运车，已经出三包期，衡阳福瑞服务站为用户免费

外出救援和处理故障。服务人员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帮助用户处理了

故障，保证了湖南医院医药废物正常运送。 

开年之际、非常时期，福田奥铃承诺，只要是为疫情运输物资等

服务的中轻卡，只要拨打福田奥铃 24 小时服务热线：4008199199，

都可获得“3 小时达”无偿援助服务。不畏风雨、以路为家的数百万

卡车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们有力支撑着全国人民生活生产生

活医疗物资的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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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辽宁省公布汽车维修服务行业抗疫情保畅通（第一批）公

益企业名单 

为了给疫情防控期间各项运输任务提供有效保障，充分发挥

行业协会职能，辽宁省道路运输协会维修与检测分会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发起了《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抗疫情畅通的倡议活动，活

动开展以来，得到省、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各地

区汽车维修服务行业诚信企业和门店踊跃加入。 

截止 2 月 9 日 8：00 第一批辽宁省汽车维修服务行业抗疫情

保畅通的公益企业共有 143 家，公益企业面向广大抗疫保障车辆

及车主用户提供如下公益性服务项目：1.提供免费的车辆电瓶故

障救援服务（2 公里范围内）；2.提供免费的到店车辆故障诊断服

务；3.提供车辆空气/空调系统除尘、维护、更换的作业（免除工

时费）。 

 

十五、  北京协会、温州协会、石家庄协会等向会员发出倡议书 

2 月初，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温州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石

家庄市机动车维修协会等向全体会员和业界同仁发出了《认真做好疫

情防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倡议书》。  

协会在倡议书中呼吁全体会员单位和业内同仁全力坚决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要求去做，全力配合助力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号召会员单位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协会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结合当前防空疫情的大趋势、结合汽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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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对全体会员提出加强疫情防空、持续开展服

务、履行汽修行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倡议。 

石家庄协会还组织 6 家汽修企业开展防疫期间的车辆应急救援

和保障服务的突击队。 

协会提出会员单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在重大疫情面前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认真落实上级要求和各项措施，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带头做到不随意传播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并教

育企业职工保持良好心态，不造谣不传谣，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