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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第  2 期《Life 杂志》，本期将全面关注可持续发展。

这是《Life 杂志》首次面向外部读者。我在此欢迎新老读者与我们一起，关
注 Getinge 的头等大事之一 ― 可持续发展。
无论哪个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都非常重要。Getinge 直接面对的是用

以挽救生命的医疗器械。对我们来说，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要
恰当权衡，绝不能影响质量和患者安全，这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我看来，大家需要长期关注可持续发展。它的覆盖面遍及全社会，然而，

我们需要因地制宜采取行动，不能一刀切。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不一定
会成为另一个地方的问题。

在后续内容中，将向您介绍 Getinge 面临的挑战及各类可持续发展活动。
聆听 EcoDesign 的合作团队讲述他们如何让更多人得以承担医疗卫生费
用，了解我们与 WaterAid 和 Pratham 的合作。
很多人都在思考可持续发展⸺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能做出更

多的贡献。尤其是当下，全球疫情肆虐。谈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个人的建
议是要有担当、敢行动。如果大家各抒己见，可能更容易摒弃偏见，更全面
地了解需要改进之处。此外，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个人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以及对于我们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并尝试在工作中采用相同的行为。大
家齐心协力，定会有大改变。 

尽情享受阅读为您带来的愉悦吧！

权衡长期 
计划

Lena Hagman， 
Geting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Quality Regulatory Compliance & 
Managing Director Cardio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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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世界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寿命延长，共有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日趋紧张。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心血管疾病等由生活方式引发的疾病是 
人类的主要死因之一。这些都是现下及未来，Getinge 希望能够 

帮助解决的一些难题。

当前和未来 
的挑战 对医疗卫生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全球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对先进的医疗卫生需求
不断增加。全球人口逐步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
需要有效的医疗护理。这影响了全球的医疗卫生
系统和国家预算。Getinge 与客户并肩同行，全力
以赴促进更有效的医疗卫生条件，腾出资源救治
更多患者。在该领域，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效
率，让每个手术室每天能够多做一台手术。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球资源的开采量
增加了两倍多。例如，非金属矿物使用量增长了 
500%，矿物燃料使用量增长了近一倍。按照这个
速度，到 2060 年，全球原料使用量将翻一番，达
到 1900 亿吨。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这样做当然是
不可持续的。而且，它会影响生物多样性。
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  Getinge 的一个

承诺。举例来说，在产品设计和开发中我们奉行 
EcoDesign 原则。我们的目标是，尽量降低公司
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

全球变暖加速
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变
暖的重要原因。联合国表示，如果不减少排放，到 
2030 年，全球气温可能会上升 3.2°C（与《巴黎协
定》设定的最高 1.5°C 的目标相比）。作为一家全球
化公司，Getinge 希望行动起来，继续努力减少生
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以及公司车辆的排放量。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 United 
Nations: Global Resources Outlook 201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ash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Baseline Report 2019.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联合国确定了 17 个重要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SDG)，解决
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Getinge 全力支持，并已从五
个方面确定了如何实现可持

续发展。

目标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各
年龄段人群的幸福感。 

目标 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目标 6 
为所有人提供水资源和 
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 
可持续管理。 

 

目标 8 
促进普惠性和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就业，并让 
所有人获得体面工作。 

 
 

目标 12 
确保采用可持续的 
消费和生产模式。

缺乏洁净的水资源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于医疗卫生事业也至关
重要。每天，全球都有成千上万人因为无法用上
洁净的水而生病。许多医院也缺乏洁净用水，使
患者在求医时存在感染风险。

Getinge 坚信，拯救生命是这个世界上一项极
为伟大的工作。为此，医疗卫生专业人员需要以
安全、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工作。Getinge 是帮助实
现有效感染控制的龙头企业，我们与各个机构合
作，帮助社区和医院获得洁净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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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nge 视角

我们每天都听会到可持续发展这个词。那么， 
如何才能像 Getinge 这样，让整个企业，真正地接纳它？ 
按照 Corporate Head of Sustainability Ralf Uwe  

Schmitt 的说法就是，在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

6

Getinge 视角

GETINGE 非财务目标简述

环境影响
•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物
• 减少公司车辆的排放物
•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耗

具体到产品
• 提高客户满意度
• 减少有害废弃物
• 消除无害废弃物

社会责任
• 尽可能减少职业意外事故
• 提高员工敬业度
• 促进多元化、包容性，以及机会均等化

“公司内部的变化非常鼓舞人
心。如今，我们有个独一无二的
机会，可以去做更多。”

他们成立委员会，安排每季度的跟进工作，还有其他活
动。在 Getinge，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让可持续发展倍受关
注，而今它已成为日常决定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领导层
全心投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日渐融入每个人的行为方式
之中。
“公司内部的变化非常鼓舞人心。现在，我们有一个特有
的机会，可以去做得更多⸺因为我们拥有全体人员、那
些爱岗敬业的同事们的共同支持，”Ralf 谈到。

“2019 年，我们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标准。疫情当
前，我们已经发现，疫情过后很多事情都将发生变化。一
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我们也感受到了数字化
的力量。现在，也许该勇于开拓，进一步实现我们的远大 
抱负。” 

可持续发展是
日常决定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想阅读最新的
Sustainability Update 

Report 2019？请扫二维码， 
并点击链接。

一
切在于参与。如果员工心意相通⸺自下
而上，并自上而下--看到自己在这项战略
上有发言权，而且领导层正在推动这项战
略向前发展，他们就会问自己，怎样去改
善，”Ralf 说道。

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期间，他在狭小的家庭办公室通
过视频接受了此次采访。当他谈到两年前参与开发实施 
Getinge 可持续发展项目时，这个狭小的空间似乎完全无
法容纳下他的那份热忱。
“我们那群人矢志不渝、同心协力。就像往水里扔了一块
石头，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形成了
同心圆。”

Getinge Sustainability Program 2019-2024 是公司未来
几年在环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发展蓝图和宣言。它
明确了 Getinge 表现得将更为出色的领域，制定了降低能
耗、减少废弃物和排放物的目标。但它不仅仅是一份文件。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它会推
进地方的各种倡议，比如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或选择
绿色能源。
项目开始之前，Ralf 进行了几次研讨会，以及股东会谈，

与团队承认一起，向公司的代表们了解，他们觉得自己可
以做些什么来提高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增加相关活动。随
后，将这个任务清单和 KPI 提炼成一个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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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idWaterAid

洁净的水源、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这是实现可持续医疗卫生事业、 
降低细菌和病毒传播风险的几个基本要求。但事实上，很多医疗卫生 
机构无法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于是，Getinge 与 WaterAid 展开了合作。

一切始于 

洁净用水

人
们的健康需要洁净的水源、干净卫生的厕
所和良好的个人卫生。这些对于每个人、
每个地方，还有医疗卫生机构来说都应该
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基本的一部分 ―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全球四分之一的医疗卫生机构缺乏洁净用水，在不发
达国家约占 45%。因此，每年有数亿人因医院获得性感染 
(HCAI)致病，”WaterAid Sweden Chief Executive Cecilia 
Chatterjee-Martinsen 谈到。
几十年来，感染控制已成为 Getinge 业务的核心部分。

我们为消毒供应中心提供世界先进的无菌再处理解决方
案，涵盖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和灭菌。
 
“非常荣幸能够协助 WaterAid，尤其是当下疫情蔓延，给医
院、患者和护理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Geting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Human Resources and Sustainability 
Magnus Lundbäck 说。
“在此次合作中，我们将传递自己的
见解和知识，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改善
世界贫穷社区的洁净用水、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情况。让所有患者和医护
人员拥有本应享有的条件。”

目前，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求医过程中致病，原因是
医院没有洁净用水，医护人员无法用水和肥皂洗手，也无
法对医疗器械进行灭菌。

“确保患者安全并让他们远离感染，如果无法提供洁净用
水，这一点根本无法做到。因此，人们濒临死亡、医疗卫生
系统走向崩溃、抗菌素耐药性不断上升。这真的让人无法
接受，而此次与我们合作，表明 Getinge 下决心要改善这
种状况，”Cecilia 谈到。

WaterAid 帮助全球部分极其贫困社区的数百万人用上
了洁净水。
“和这样的公司合作，真的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
会让全人类做出更多的努力，有助于根据当地的需求制定
实用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我们到全世界极为艰苦的地
区，帮助那里的民众用上洁净水，改善卫生条件，永久改变
他们的生活，”Cecilia 说道。 

每分钟，都会有一名
新生儿因缺乏安全水
源，以及不良的环境卫
生而感染致死。2016 
年以来，WaterAid 不
断努力改善坦桑尼
亚  Iramba Kiomboi 
H o s p i t a l  用水安
全。照片中，助产士 
Daniel Paulo 抱着一
名新生儿。

资料来源：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ash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Baseline 

Report 201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burden of health 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worldwide.
Magnus Lundbäck，Geting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Human Resources and  Sustainability。

WATERAID 
— 脚踏实地

WaterAid 成立于 1981 年，
在 34 个国家/地区设有 

团队。

他们的使命是，帮助全球
极其贫穷地区的民众获得
洁净用水、改善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条件，进而改
变人们的生活。

他们促使政府修改法律，
让国家和国际政策制定者

心系当地民众。

该机构努力改变人们的态
度和行为，与其他组织合
作，共享知识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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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  N a r i n d r a 
正站在马达加斯加 
Alaotra Mangoro 
Ampasika health 
c e n t e r  新建的厕 
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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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Wate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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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9 岁的 Bhoirobi Kotoky 来说，Pratham 的学习营激发了 
她对教育的热情。她甚至决定，将来自己也要成为一名老师。

Pratham 学习营， 
梦想诞生地 

多
年来，Getinge 致力于和 Pratham 合作，
这是第一个在印度教育领域取得长期化、
大规模成功的重要机构。整个合作通过
一项名为“Swedish Industry for Quality 
Education in India”的倡议进行，重点扶持

在校儿童，并坚信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有力且可持续途径。
九岁的 Bhoirobi Kotoky 曾参加过 Pratham 的学习营，

她和家人住在阿萨姆邦的乔哈特区。对于每次 Pratham 
的代表成员 Munmi Lalim 来学校上课，她都有着美好的 
回忆。
“学习营真的太让人兴奋了，我们会分成不同小组，
进行各种语言和数学活动。我总是盼着  Munmi Lalim 
来，”Bhoirobi 说道。

以前，大部分学习都是
从个人层面进行的。学
习营为 Bhoirobi 和其他
孩子搭建了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结识新朋友，
一起学习、共度快乐时
光。
“在其他孩子面前，我
可以更加自信地表达自
我，更好地理解怎样去

相互合作、相互学习。”
在学习营中，最受欢迎的活动有字母和数字猜谜、用稻

草和一捆小棍完成数学任务、在地板上进行思维导图活
动，还有围绕各种话题进行小组讨论。

“我最大的爱好是看漫画书，Munmi Lalim 来我们学校
之前，我很难理解这些故事和其中的许多单词。现在，就容
易多了，甚至会通过这些故事进行反省。我还开始自己写
一些故事，”Bhoirobi 笑着说。

放学后，Pratham 还在村里安排了各种社区活动，比如练
习唱歌和跳舞、开展图书馆活动。当然，非常欢迎家长的 
支持。
“多亏了 Munmi Lalim，我才开始参加学习营，有时会和
爸妈、两个小弟弟一起去，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能让他
们参加，真是太好了； 我们和学校里的朋友一起学习、画
画，玩得很开心。”

Bhoirobi 很开心 Pratham 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在Munmi Lalim 这些老师的支持下，我看漫画的爱好
才得以坚持到现在。我梦想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名老师，
给孩子们带去我曾经得到的机会。” 

PRATHAM 简介

于 1995 年，由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 (UNICEF) 和孟买 
市政管理机关创立。

在印度，尽管 96% 的  
6-14 岁儿童会去上学， 
但教育水平很低。Pratham 
希望解决这一问题。

Pratham 在梵语中代表 
“第一”，是第一个在印度教
育领域取得长期性、大规模
成功的重要机构。

Pratham 教学方法是按照
知识水平，而不是年龄， 
来组织孩子学习。

坦桑尼亚 Iramba 区 Kiomboi District Hospital 助产士 Daniel Paul 说，现在，在接触母亲和宝宝
前后，我都可以随时洗手，很方便。

Pratham 学习营为 
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让他们结识新朋友， 
一起玩耍和学习。

在 莫 桑 比 克 
B o a n e  地区的 
Mulotana health 
c e n t e r，过去只
能用脏水清洗医
疗设备（见图）。现
在，诊所可以在雨
季使用储水桶收
集雨水来用。

WHO (2015)

每分钟， 
都会有一名 
新生儿因缺乏 
安全水源，以及 
不良的 
环境卫生 
而感染致死。

WaterAid calculations based on Prüss-Ustün 
et al. (2014) and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

rics and Evaluation (2018)

污染的水源
和脏乱的厕所 
导致每两分钟就有
一名不满 5 岁的
儿童死亡。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third edition, volume 2, (2016)

卫生干预措施之一。

倡导 
良好的 

个人卫生是极为 
经济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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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的 Peu Aranhya 护士在洗手池边洗手。柬埔寨马德望 Thmor Kol Refer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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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jett平价的医疗卫生服务

世界各地的很多医院都倾向于选择有价格优势的设备。Getinge 
希望通过专注于打造平价的解决方案，承担起帮助这些医院的

责任。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移动手术床的推出。

“为世界各地的医院提供平价产品，帮助他们挽救更多的
生命，是我们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Getinge 
Senior Director Global Product Management for 
Surgical Workplaces Frank Alles 说道。

2019 年，Getinge 推出两款全新的移动 (OR) 手术床： 
结构坚固的多功能 Maquet Lyra 以及 Maquet Meera CL。
后者是已经推出的 Maquet Meera 手术床系列中最精简
的款式。

Maquet Meera CL 在德国拉施塔特生产，Maquet Lyra 
在中国苏州的工厂生产。Frank 补充道： 
“这两款全新 OR 手术床都是运用质
量价值工程方法打造而成。部件少而
优、注重的必要功能都是医院所需的全
方位产品应具备的，由此为客户提供平
价产品，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此外，这些移动  OR 手术床结实耐用，组件和附件与 
Getinge 制造的其他产品兼容，这也实现了公司在环境方
面的可持续发展。

“长久以来，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使用寿命长。即使是像 
Maquet Lyra 这样的基础款产品，也能满足您对手术床的
所有期望，对于不需要手术床附加功能的医疗卫生机构来
说，具有超值性价比，”Getinge Product Manager Mobile 
OR Tables Dominik Birkner 说道。他补充说：
“通过使用结构坚固、用户友好的可持续性部件，我们可
有效控制潜在问题的发生。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可
以迅速修理，而且一点也不贵。”
手术床及其附件的模块化设计，让新款 OR 手术床可用

于大多数类型外科手术。比如：
手术床底座非常重要，我们改善了底座的稳定性，使其

适用于对患者和手术床都需要施加强作用力的骨科手术。

Frank Alles，Geting 
Senior Director Global 
Product Management for 
Surgical Workplaces。

平价解决方案

大力承担 
社会责任 

打造 

Maquet Lyra 腿板适用于泌
尿外科和妇科手术，也可安装
在 Maquet Meera 系列的所
有手术床上。
“采用标准化接口，不仅延
长了客户现有 OR 手术床的
使用寿命。部件和附件还可与
以后的产品兼容，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可持续性，”Dominik 
解释道。 

两款全新的移动式手术
床：Maquet Lyra（上图）
和 Maquet Meera CL 
（下图）。

Dominik Birkner， 
Getinge 移动手术
床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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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jett 产品设计

关注地球资源，不仅仅是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物。在 Getinge，可
持续发展始于研发，这意味着在产品设计时，就在运用 EcoDesign 原
则。Maquet PowerLED II 手术灯是代表性产品之一。

EcoDesign 基本上是指从设计阶段开始，考虑
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其中涵
盖方方面面，从原材料的提取到生产、配送和
使用，再到回收和处置。
“我们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便运用 EcoDesign 

原则，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材料用量、确保产品可回收利用，
帮助客户减少能源、水和其他消耗品的消耗量，”Geting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Dieter Engel 解释道。

EcoDesign 的一个范例就是 Maquet PowerLED II 手术
灯。在设计阶段，研发团队专注于优化光学元件和电子元
件，以减少电力消耗，因为这是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排放
二氧化碳的主要原因。
在 Maquet PowerLED II 的产地法国阿登，R&D 团队开

发了一套流程，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计算环境指标，并以简
单、有用的方式展现出来。所有这些都着眼于细节，这对于 
EcoDesign 至关重要。
本着对细节的这一态度，他们打造出了全新包装的 

Maquet PowerLED II，进一步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Getinge Process Engineer Stéphane Pendaries 解释说：
“我们以前使用大量的泡沫橡胶，既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费用也很高。现在，我们采用的新型包装，只需使用少量泡
沫橡胶。这样一来，不仅时间和成本降低了，而且更有利于
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客户更容易打开产品的
包装。”

归根结底，很难说清楚是哪一项改进成就了 EcoDesign。
诸多点点滴滴的改进汇集起来，才形成了生态可持续发展
的产品。成功的关键是像阿登团队这样注重细节 - 在每次
开发新产品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
“这种方法既具有生态优势，又能带来商业效益，”Dieter 
说道。
“改善产品生态足
迹要从分析我们的现
状着手  ―  使用的材
料、能源消耗、相关运
输状况。对生命周期
进行彻底评估、明确
现有产品的生态足
迹，是改善未来产品
的基石。” 

Stéphane Pendaries，Getinge Process Engineer。

GETINGE 践行 
ECODESIGN 的更

多范例

医疗设备的连接工具
连接工具可以更快速地
诊断故障、更高效地提供
服务，帮助减少 Getinge 
服务技术人员的出行需
求，从而减少服务车辆的

排放物。

GSS610H 蒸汽灭菌器
2019 年 GSS610H 蒸汽
灭菌器面世，它可以提供
稳定可靠的结果，总拥有
成本低而且可预测，同时
冷却水的消耗量更少。

― 着眼于细节并 
放眼于未来

Eco 
Design 

Dieter Engel，Geting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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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思维可持续发展思维

对于 Getinge 这样的全球化公司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制定全盘战略、通过
相应的 ISO 认证，还涉及地方的各种举措。例如 Getinge 在新泽西和新罕布什尔
的工厂，回收利用、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就是可持续发展思维很好的例证。

循环利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文
化观念转变、废弃物减少，而且相比去年，
胸腔引流装置回收率提高了一倍。 这是美
国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 Getinge 团队
在一年半时间里取得的一些可持续发展
成绩。

对 Sustainability Engineer Mindy Pierett 而言，在运营中
坚持绿色环保，并不意味着降低效率。
“恰恰相反，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它是梅里马克工厂争
取 ISO14001 认证过程中的指路明星，三月份我们拿到了
这项认证。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还考虑不断改善整个工厂
的可持续发展工作，”Mindy 说道。
一年半前 Mindy 着手开展工作，她先是发现，有大量的

胸腔引流装置（用于在手术或受到外伤后清除心肺周围的
空气和体液）因质量检验不合格被扔进垃圾桶。
“我发现，我们每年在丢弃 64 吨引流装置。64 吨！ 这不
仅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
们的垃圾处理费也因此翻倍。”

引流装置的主要成分是 ABS 塑料，但
也含有不锈钢弹簧、聚丙烯，内部焊接
硅振动，因此该材料会被污染，几乎不
可能回收。Mindy 千方百计在北美寻
找愿意回收的机构。
“我寄出了不计其数的引流装置样
本，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给 5-10 
家可能的回收商打电话。大家都觉得
这近乎不可能，但最终，我在新罕布什
尔州找到了一家合适的回收商。”
由于与工厂仓库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形成了物流网络、制定了顺畅的流
程，二月份第一批引流装置被回收。

“自此，已经回收了 20,000 多件引流装置。垃圾量因此
减半，现在我们只要每周收一次垃圾，而不是每周两次。通
过这种方式，我们保护了地球、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
本，”Mindy 解释说。

她做事果敢、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对梅里马克员工的
敬业精神也非常满意。
“推动工厂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对每个
人进行了培训，我很高兴看到这些问题与员工切实相关―
可持续发展是头等大事，它日渐成为我们企业文化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在早期阶段，Mindy 就已经让整个管理层参与其中，她

认为这是让更多人紧随其后的成功因素。
“有一次，我们的 Managing Director  Chad Carlton 暂
停了会议，走到塑料回收站跟前，拿起一个带盖的空汽水
瓶。他把盖子拧了下来。为什么？因为瓶子和盖子不应该一

起回收。”
这件事流传开来，梅里马克员工在

丢垃圾时会先想一下再继续。员工在
回收物品时会互相帮助，有时候这可
能会让人觉得很幽默。完成了所有培
训和倡议后，Mindy 还感觉到，人们
很乐意在感到疑惑时向她请教各种 
问题。

“员工希望做正确的事，他们会问，如
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回收什么，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形成
了一种合作、友好的氛围。毕竟，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在各地推行可持续发

展，才能得到每个人的全力支持，大家共
同努力。” 

Getinge 的胸腔引流装置 
用于在手术或受到外伤后 
清除心肺周围的空气和体液。

我
们还能做些什么？Getinge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 Specialist Joseph 
McElwain 不停地在问这个问题，同时非
常关注 Getinge 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生产
工厂获得最新 ISO 认证的情况。

一年半前，新项目启动，它的主要目标是拿到 ISO14001  
认证。
“我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今年三月份我们获得了这项
认证。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我觉得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来推动生产基地向更环保、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Joseph 解释说。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分工作 ― 找出有待改进之处、与同
事携手创造不同。
“过去 20 年间，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他们需要努力

开展环保宣传。这也是社区工作的一部分，公
司要承担起关爱地球的责任，”Joseph 说道。
刚开始调查，Joseph 就发现，新泽西工厂有

很多树立可持续发展思维的方式。

“为了达成减少 Getinge 工厂占地面积的目标，新泽
西的这些工厂正在合并，于是我们选择将办公家具捐给
社区。如今，在当地学校和社区的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它
们。”
另外一个想法是 Purchasing Director Brian Snyder 和 

Food Service Director Michael Degen 提出的。
“我们在韦恩的餐厅发现了减少塑料垃圾的巨大契机。
从一月份开始，我们已设法替换了很多物品，比如塑料盘
子、塑料杯子、塑料袋和塑料吸管。转而使用更加环保的纸
制品，”Brian 谈到。

餐厅员工也鼓励来访者不要拿太多的餐巾纸，这样垃圾就
少了。餐厅参观人员的反应非常积极。
“我认为，这促使我们大家更加谨慎地对待负面的环境
影响。能够减少我们的碳排放量，感觉真好，而且我们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Joseph 说道。

Joseph 和同事们展望未来，正在研究着加大回收力度。
“我们有义务共同探究如何让我们的行动更加具有可
持续性。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Joseph 总结道。 

― Wayne 和 Merrimack 说做就做

新泽西州韦恩

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

Joseph McElwain，Getinge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 
Specialist。

Mindy Piere�，Getinge  
Sustainability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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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服务

最新动态

运用 Applikon 培养系统，寻找新冠肺炎
疫苗
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需要迅速开发新冠肺炎疫苗，并进行血清
学检测，确定某人是否感染了病毒并有了免疫力。在寻找新冠肺
炎疫苗过程中，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NL) 利用昆
虫细胞开发出了“纤突蛋白”。在代尔夫特，Getinge 新收购的公司 
Applikon Biotechnology 利用我们的生物反应器，在不同条件下进
行他们的实验，帮助他们确定合适的过程条件。一旦找到理想的环
境，就可以大量生产。Getinge 通过提供设备和员工支持，助力新冠
肺炎候选疫苗的开发。这也彰显了我们的热情。

在紧急剖腹产手术过程中讲解电路板的
故事
在妈妈经历了几个痛苦的日夜后，小 Isak 降生了。一开始，Getinge 
员工 Jacob Dahl 只能在一旁无助地看着，直到他在手术室里发现
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可以帮助他和伴侣在紧急剖腹产过程中转移
注意力。那就是 Getinge Maquet 手术床和 Flow-i 麻醉机。
“我对 Flow-i 了然于心，即使手术过程中不需要，但看到它在一
旁，我也觉得很欣慰，我百分之百地确信，如果我心爱的人需要它，
它一定会奏效，”Jacob 说道。
他开始向 Emelie 介绍其背后的技术，逐步深入到了电路板的各

个细节。
“她对正在进行的手术还是感到不安，但听到我介绍 Flow-i 时的
声音，情况有了一些改观。她马上放松下来，我也觉得更冷静了。” 
剖腹产手术进行的很顺利，今天每个人都表现的很好。

新冠肺炎资源中心
Getinge 的网站上有一个“COVID-19 疫情速递”版块，医疗卫生专业人士
可以在这里了解有关如何使用 Getinge 产品治疗患者的帮助和指导，以
及其他的实用信息和建议。其中一例就是在应用程序上集中存放呼吸机
培训内容。利用 Ventilator Training Alliance 应用程序，医疗卫生专业人
士可以获取全球诸多呼吸机制造商的呼吸机培训资源，包括操作指导视
频、手册、故障排除指南，以及对治疗因新冠肺炎引起的呼吸窘迫患者至
关重要的呼吸机操作专业知识。

Getinge 全球

Getinge 的数字化服务 Getinge Online 将人、 
产品和数据联系起来。服务团队和临床医生更加 
积极主动，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的效率得以提高。

多
年来，Getinge 一直确保无菌再处理设备
达到高级别水准。Getinge 对新推出的麻
醉设备和呼吸机客户门户采用了通用品
牌 Getinge Online，进一步加强了数字化
服务。

“即时访问设备数据、远程排除故障，可以避免了不必
要的出行，医院能够尽量延长麻醉机和呼吸机的正常运

行时间，服务变得更加可持续。功能强大的仪表盘可以
分析麻醉剂的使用情况，帮助医院减少麻醉剂的使用，
从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Getinge Director Service and 
Connectivity Strategy Annica Jamten Ericsson 说到。

G e t i n g e  O n l i n e  是 
Getinge Care 服务的一部
分。该数字平台能够安全地
将服务和设备数据从相连
的 Getinge 设备传输至服
务器。这些数据根据不同设
定权限，通过 Web 门户呈
现给客户。
“由于可以分析数据并
获得见解，客户的生活会
更加轻松。在服务需求方面
的特定视角，以及远程获得
专家支持，提高效率的同
时，还降低了成本，”Global Product Manager Connected 
Services Acute Care Therapies Anna Redwood 补充道。

Annica 总结说： 
“最终，Getinge Online 也会惠及患者。在错误可能发
生前，及早预警以便主动干预，有助于降低取消手术的 
风险。” 

大数据意味着更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即时访问设备数据、远程 
排除故障，服务变得更加可 
持续。”

Getinge 推出更大尺寸的 Advanta V12 球囊
扩张覆膜支架
15 年来，Getinge 的 Advanta V12 球囊扩张覆膜支架因使用方便、技术成
熟、手术效果可靠而深受医生信赖。现在，该系列新增了大直径产品，为客
户的血管手术带来了更多的治疗方案。长期临床资料显示，与裸金属支架
相比，该支架系列的通畅性更佳。详情请见 Getinge 网站。

Annica Jämtén Ericsson， 
Getinge Director Service and 
Connectivit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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