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风采

联影作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理事单位及
国产高端医疗设备的标杆企业，无论是在艰难的爬
坡阶段，还是进入平稳的发展时期，一直坚持参与
社会捐助，开展慈善活动，履行社会责任，坚守民
族品牌梦想。

ぁぁ长年赞助教育事业，助力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高端医疗设备市场被外资

垄断，导致国内人才培养缺乏真正产业平台基础。
面对落后的国内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联影不仅开启了
“厂中校”、“联合培养”等校企合作新模式，而且从
未间断向高校及基础教育开展捐助活动。先后捐助
70 余万元，在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设
立“联影奖学金”、“创新基金”、“青年教师基金”，
或赞助医疗器械创新设计大赛等，以鼓励在各工程
学科领域有突出表现和创新的优秀学生、优秀教师。
同时，2017 年，联影还突破体制机制，与上海交通
大学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上海交通大学 - 联影医学
影像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未来将投入数亿元，用于

人才引进、设备配置等。
自 2018 年开始，联影还积极关注基础教育，助

力学子成长成才。2018 年 5 月向云南省楚雄州双柏
县的大麦地中学捐赠了千余册崭新书籍和成百套学
生住宿用品物资，总价值 5万元。同年 9 月，向嘉
定区教育基金会捐赠 30 个小型机器人（价值 6000 

元），用于开展基础教育的科技教学工作。同年 12 

月，向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资助 2 万元，用于支持
当地优秀贫困学子“走出大山” 公益行动。2019 年
6 月向嘉定区教育基金会捐赠一套高端医学影像设
备模型，总价值 4万元，为中小学生开展科普教育
课堂提供支持。

ぁぁ积极捐助脱贫事业，开展扶贫帮困
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扶贫帮困事业，同

时协助上海市“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对口支援
政策落地，在有关部门的协调帮助下，联影多次向
边远贫困地区捐助高端医疗设备。

2017 年 8 月，联影向青海省果洛州人民医院捐
赠一台高端 CT，价值 340 万元，帮助当地筛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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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联影向全国贫困县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捐赠一台落地

DR，价值 150 万元，助力国家卫计委对口扶贫项目，为提高

当地卫生基础条件作出显著贡献。

高效应对突发事件，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战提供
强大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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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优秀贫困学子“走出大山”公益行动。2019 年 6 月向嘉定

区教育基金会捐赠一套高端医学影像设备模型，总价值 4

万元，为中小学生开展科普教育课堂提供支持。

积极捐助脱贫事业，
开展扶贫帮困
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扶贫帮困事业，同时协助上海市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对口支援政策落地，在有关部门的

协调帮助下，联影多次向边远贫困地区捐助高端医疗设备。

2017 年 8 月，联影向青海省果洛州人民医院捐赠一台高端

CT，价值 340 万元，帮助当地筛查诊断包虫病这一高发高

危害性寄生虫疾病，极大地缓解了地区因设备陈旧缺乏而

导致百姓病情贻误、疫情不受控制的困难局面。2017 年 9

月，联影向全国贫困县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捐赠一台落地

DR，价值 150 万元，助力国家卫计委对口扶贫项目，为提高

当地卫生基础条件作出显著贡献。

高效应对突发事件，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战提供
强大科技支撑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联影向武汉、北京、南京

等多地定点医院捐赠价值 2620 万元的智能 CT、DR 等医

疗设备及防护用品；后携手股东上海联和投资与上海信投，

为武汉 “方舱医院” 捐赠价值 5000 万元的方舱 CT 设备及

相关服务；与上海联和投资共同向疫情严重的河南捐赠价

值 5000 万元的 CT 设备及相关服务。前后共捐赠了价值

1.1 亿元的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相关服务及医用防护物资。此

外，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还以个人名义向家乡湖北省麻城

市捐款 160 万元，并捐赠价值 40 万元的防护物资，大力支

援家乡人民抗疫防疫。

与此同时“战斗仍在继续”，疫情在全球呈蔓延之势。为助力

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全球携手抗疫精神，联影想方设法，积极

调动资源，参与国际救援。联影的服务工程师、培训专家们

收拾行囊，重新出征，穿越一道道严密把关的国境线，抵达

疫情最肆虐的国家，展开人道主义救援。在美国疫情最严重

的时候，联影车载智能 CT 率先开进重灾区。向全美提供了

第一台为新冠疫情专设的 24 小时全天候车载 CT。此外，联

影也陆续向欧美、亚太、中东非在内的全球各大州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紧急提供了援助。

如果说医疗设备的及时供应是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的缩

影，此次科技抗疫的‘中国速度’则是国产医疗设备产业创新

能量的集中爆发。山川无恙，英雄凯旋。在疫情面前，无人可

以置身世外。联影作为医疗产业的一份子，我们不断向内寻

找，深挖潜能，突破极限，向科技要答案。我们也将向外探

索，与一线医生、公卫专家、科研合作伙伴们密切合作，加速

创新成果落地，为推动自主可控贡献核心力量，让中国先进

的产品与技术走向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