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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粮仓管理系统的集成开发
与示范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本报讯 圆园员苑年进入收尾
攻坚阶段袁 物流集团紧紧围绕
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管理措
施袁有条不紊地推进各条线尧各
单位的经济工作袁 全体员工在
前三季度经济发展良好态势的
基础上袁狠抓野梳理冶尧野落地冶和
野聚力冶三项重点工作袁为 圆园员苑
年收好尾尧圆园员愿年开好局打好
攻坚战浴

赶超全年经营目标遥 员至
员园月袁 物流集团的主要经济指
标均按照时间进度完成预算目
标袁营业收入突破 远亿元袁完成
年度预算的 员园苑援缘苑豫曰 利润总额
突破 员亿元袁 完成年度预算的
怨员援怨猿豫袁领跑各项经营业务健康
稳步发展遥 为此袁物流集团领导
班子将 圆园员苑年年末两个月的经
济工作主基调定为野赶超冶袁即瞄
准目标实现袁 力争超额完成曰将

工作抓手定为野对照冶袁即梳理查
找差距袁对照逐项落实遥 要求各
部门尧各单位对照年初签订的目
标责任书尧对照审计监察中暴露
出的问题尧 对照 陨杂韵质量认证
外审中的管理建议袁审查全年预
算执行情况袁有重点尧有针对性
地抓好各项工作袁 为圆满收官
务实工作遥
宏观部署微观落实遥 在 员员

月初召开的经济工作专题会
上袁 物流集团的党政主要负责
人对年底冲刺工作进行了专题
部署袁 分管领导与财务总监对
条线工作进行了点评与重点布
置袁各部门尧各单位快速响应袁
抓好会议精神野落地冶遥 粮油储
备业务在做好 野智慧粮库冶建
设尧推进科技储粮工作的同时袁
全面启动 圆园员苑 年秋粮入库工
作袁排摸梳理仓容袁安排粮食流

向袁调配进粮人员及设备袁尤其
针对杨浦粮库的 圆园员苑 年东北
铁路来粮翻番的特殊情况袁提
前制定接收预案袁 确保秋粮接
收工作增量不降质遥 市场经营
业务在统筹排布仓容尧 罐容的
前提下袁 做好迎接高峰作业的
各项准备袁确保 员园条外轮的集
中到港尧圆园万吨援非粮的中转
收尾尧圆猿园园 余个渊缘 万吨冤集装
箱的高峰接卸等经营业务的圆
满完成遥

营造氛围凝聚共识遥 围绕
经济工作目标袁 物流集团党委
带领工会尧 团委通过开展主题
活动尧技能竞赛等活动袁提振信
心袁凝聚共识袁营造积极向上的
野勤奋工作袁冲刺目标冶氛围遥党
委通过开展 野瞻仰党的历史成
就袁激励党员争当先锋冶主题党
员日活动袁 抓好党员层面的思

想教育袁 以党员带动全体员工
牢记发展责任尧务实进取工作遥
工会通过野技能比武月尧全员健
身月冶等活动袁抓好一线员工层
面的鼓舞干劲袁 以竞赛提升技
能袁以运动激发活力袁形成比学
赶超的良好局面遥团委通过野创
青春尧智行动冶主题活动袁抓好
青年层面的意识激励袁 以团组
织亮品牌尧 优秀青年亮身份的
方式袁团结青年员工发挥才智尧
岗位建功遥

员至 员园月袁 物流集团的物
流吞吐量达到 苑员源援圆怨万吨袁完
成年度预算的 怨源豫袁 同比增幅
达 员园援怨远豫袁 业务的持续增长为
物流集团的发展打了一剂强心
针遥 物流集团广大员工将在良
友集团的领导与支持下袁 乘势
而上尧卯足干劲袁为全面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而奋勇前行浴

员员月 圆怨日下午袁 良友物流集团
在总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安全生
产专题工作会议袁 良友物流集团党政
领导班子尧各部门负责人尧各企业渊单
位冤行政主要负责人尧安全工作的分管
领导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尧 专职安全员
等参加会议遥会前袁组织与会人员察看
野员员援圆苑冶事故现场袁新港公司相关人员
对事故原因进行简要分析遥会上袁新港
公司介绍了野员员援圆苑冶外高桥物流园区
内部交通亡人事故的经过及应吸取的
教训曰物流集团人力资源渊安保冤部针
对该事故教训袁 结合冬季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易发尧 多发的特点以及临近年
终岁尾各单位生产经营任务繁忙的
实际情况袁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物流集
团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要求遥 物流集
团党委副书记尧总裁卢蓉菁在讲话中
对与会人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要求院一尧进一步领会安全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袁 不断增强履职担责意识曰
二尧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袁深刻反思安
全生产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曰 三尧守
土尽责袁守土履职袁必须从严落实安
全管理措施曰四尧完善健全制度袁加强
直接作业环节的安全管理袁守住不发
生各类安全事故的底线遥 良友集团副
总裁尧物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濮
祖跃从作业现场安全操作规程缺失尧
作业现场监护缺位尧 职工规范操作意
识缺乏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事故原因袁
要求各单位认真梳理作业环节袁 举一
反三袁吸取教训袁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遥同时袁他
提出了四点工作要求院一要强化安全意识袁落实安全
生产的主体责任曰二要强调预防为主袁深化安全生产
的专项整治曰 三要强化源头管理袁 提升本质安全管
理曰四要强化安全文化袁抓牢安全底线遥 凤明文

物流集团员工合力冲刺 2017 年各项目标任务

奋战 30 天 打赢收官战
哈尔滨粮食局副局长刘云敏到新港公司调研 费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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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物流集团与良友集团信息中心合作开发
的野智能粮仓管理系统的集成开发与示范项目冶在东
沟粮库召开验收会袁良友集团信息中心尧物流集团设
备工程部尧 山东金钟软件集团及东沟粮库相关人员
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项目实施单位金钟软件集团介绍了智能
粮仓管理系统的开发情况袁东沟粮库介绍了项目的
实施及使用情况袁并对系统进行了现场演示袁对验
收小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遥 验收小组认可了项
目的进展情况袁认定项目通过验收袁并指出袁智能粮
仓管理系统的集成开发与示范项目达到了软件设
计的要求袁实现了上位机平台及手机 粤孕孕远程控制
的仓储管理集中展示袁能够实现粮情检测尧虫害气
体检测等九大功能遥

同时袁经过近 缘个月的实际使用袁该项目操作方
便尧系统稳定袁能较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袁在智慧粮库
建设中具有示范作用和较大的推广价值遥 倪燕文

“重温历史，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继续奋进”
党建主题活动

东沟粮库党员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 倪燕摄新港二支部党员参观国歌展示馆 荣华摄

乐惠物流党员参观陈云故居 夏芳摄

浦江公司党员参观金山卫城遣址 斌君摄

物流集团本部党员参观上海中心大厦 平川摄

杨思粮库党员参观张闻天故居 露峰摄

本报讯 员员月份袁作为物流集团工会
开展的职工技能比武月袁先后举办了第二
届野安诚保险杯冶机电设备技能大比武尧粮
油业务技能竞赛遥

第一项比赛院分为维修和操作两大部
分袁设立了机械维修尧电器维修尧起重机操
作尧叉车驾驶尧散粮车驾驶等五项传统项
目袁增设了电焊技术等新项目遥 为了更好
地适应企业的技术发展袁并鼓励员工野一
岗多能冶袁物流集团在比赛内容上进行了改
良袁设立了维修及操作项目的野全能奖冶遥经
过 猿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袁 一批优秀选手脱

颖而出袁分别获得各类项目的前三名遥
第二项比赛院 来自各企业 渊单位冤的

远缘名粮油保管员踊跃报名尧认真投入袁做
好了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比赛当天袁选
手们依次进行了 野常见储粮害虫鉴别冶尧
野计算机粮情检测与分析冶尧野测试通风机
风量冶尧野粮堆表观风速冶 等四个项目的竞
赛袁围绕野个人单项冶尧野个人全能冶及野团体
综合冶三大奖项展开了激烈角逐遥 历时 远
个小时的紧凑赛程袁以完成质量尧完成速
度等综合因素决出了各个项目的一二三
等奖遥

第三项比赛院 在粮油检测
中心拉开序幕袁 来自 愿家单位
的 员圆名检化验人员参加竞赛遥
此次竞赛共设 野称量尧 定等验
质尧脂肪酸值尧呕吐毒素检测冶

等 源个比赛项目袁分别代表粮油检测的操
作基础尧定等质量指标尧储存品质指标及
食品安全指标袁既考验了检化验员们日常
的检测操作基本功袁也对操作稳定性和现
场发挥有较高要求遥 在所有选手尧考评员
和工作人员们的共同努力配合下袁整场竞
赛耗时 苑小时袁场面忙而有序尧节奏紧凑尧
公平高效袁选手们通过竞赛展现了技术水
平和职业风采遥最终袁嘉定粮库尧浦江公司
渊邬桥仓库冤 的选手获得综合能力一二三
等奖袁东沟粮库尧杨思粮库及新港公司的
选手们也有所斩获袁分获竞赛单项奖遥

物流集团系统组织开展职工野 技能比武月冶活动
竞技展风采 选育工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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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物流集团 野点燃新激
情袁共筑新家园冶企业文化宣贯活动的重
要一环袁于今年 猿月启动的野从心出发冶首
届职工微电影大赛征集评比活动袁得到了
系统内各单位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遥

借助写实的镜头语言袁来自九支参
赛创作团队袁通过专业影视编导的指导

点拨和实拍演练袁完成了从野主创新手冶
到野实力拍客冶的蜕变袁经历一次次交流
学习尧细致打磨尧调整完善遥

至 员员月底袁愿部主题鲜明尧 风格多
样的微电影作品和宣传海报全部 野集结
亮相冶袁用员工喜闻乐见的手段袁真实演
绎广大员工践行企业文化的一个个片

段尧一个个缩影袁集中展现广大员工践行
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真人真事和其中蕴
含的文化力量袁让我们身边的正能量尧企
业文化根基尧让野责任尧激情尧创新尧超越冶
的企业精神播撒传递尧深入人心遥首届职
工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将于明年春节前
夕举办袁敬请期待遥

“从心出发”物流集团首届职工微电影大赛海报评比揭晓

新港公司 《坚守曳 海报设计院瞿艾伦 乐惠物流 《一天》 海报设计：丁宁

龙吴粮库 《小兵日记，我的一天》 海报设计院王翔 杨思粮库 《责任》 海报设计院俞昊翔

东沟粮库《迈向智能粮库之路》
海报设计院刘倪燕

嘉定粮库 《一颗保粮爱岗心》
海报设计院高琳

浦江公司渊 邬桥仓库冤《小红帽》
海报设计院王君斌

物流集团本部《大接粮花絮》
海报设计院金乔森

最 受 欢 迎 海 报

首届职工微电影海报评比活动开展得到
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袁 共收到投票
圆缘缘张遥 选出了野最受欢迎海报冶四张袁分别是
新港公司叶坚守曳尧乐惠物流叶一天曳尧龙吴粮库
叶小兵日记曳尧杨思粮库叶责任曳遥

同时袁 从投票职工中抽取了 员园名幸运参
与者袁名单如下院
新港公司 吴建敏 新港公司 郭荣华
乐惠物流 李 勇 浦江公司 宋春刚
东沟粮库 石春芳 杨思粮库 沈卫军

龙吴粮库 翁亦林
龙吴粮库 孙 旭
嘉定粮库 周 晨
兰笋山庄 沈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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