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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促发展袁迈步从头越曰砥砺再出
发袁携手筑良安遥 圆月 怨日下午袁良友物流
集团在兰笋山庄锦绣厅召开 野聚心同行
赢创未来冶圆园员愿 年先进表彰大会暨迎春
恳谈会袁 物流集团系统党政工团班子成
员尧先进集体尧先进工作者等 员怨园余人欢
聚一堂尧表彰先进尧喜迎新春遥 会议分上
下半场袁 上半场会议由物流集团党委副
书记尧纪委书记甘伟良主持袁表彰了荣获
圆园员苑 年度物流集团野四好冶领导班子的 源
家基层企业和 员缘名野先进工作者冶袁同时
借此契机发布了物流集团企业宣传片遥
经过前期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和紧锣密鼓
的拍摄工作袁 这部凝聚着物流集团各级
领导班子尧 整个创作团队和广大参演人

员心血的企业宣传片终于和全体良友物
流人正式见面了袁怨 分钟的片长里全方
位展现了良友物流集团的综合实力尧独
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尧 员工奋发进取的精
神风貌袁 是物流集团展示公众形象的一
张活色生香的企业名片遥会上袁良友集团
副总裁尧物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濮祖
跃作了热情洋溢的新年致辞遥 在休息片
刻后袁以野春的序章冶小乐队联奏曲目拉
开了下半场会议的序幕袁 全场观看了富
含薪火相传寓意的 源 分钟短片后袁 物流
集团系统职工们用丰富多彩的表演形
式袁呈现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遥从
网红舞蹈尧好声音野四强冶男声合唱尧近身
魔术尧到吐露岗位心声的歌曲串烧尧穿越

经典的时装表演噎噎每个节目的创意指
数都让人大快朵颐袁大呼过瘾袁尤其物流
集团党政领导的题野字冶拜年袁将字串联成
新春祝福送给在场所有嘉宾袁 预示新一
年袁物流集团展真才尧谋实事尧顺潮流尧敢
创新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贯彻 圆园员苑年的野从心
出发冶职工微电影大赛的结果悉数揭晓遥远
个单项奖尧苑个影片奖的颁奖典礼和精彩
片段回顾袁将汇演推向高潮遥 良友物流人
的生活不只码头和仓房袁 还有诗和远方袁
在 圆园员苑年的尾声袁 我们以欢聚一堂的形
式吹响新年号角袁我们相信幸福都是靠奋
斗出来的袁 良友物流人将迈步从头越袁撸
起袖子加油干浴 洁静文

良友物流集团召开 2018 年先进表彰大会暨迎春恳谈会

聚心同行 赢创未来

圆园员苑年袁浦江公司渊邬桥仓库冤经营班子在
物流集团的正确领导下袁 弘扬企业精神袁 紧扣
野调整尧创新尧发展冶的主线袁唱响野三个匹配尧三
个创冶的主旋律袁发挥野一体两翼冶引领作用遥 在
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袁 粮油储备
不断筑牢根基曰 经营中转物流业务不断多元发
展曰双凤公司资产接收业务运行平稳有序曰企业
运行不断提质增效袁 各项经济指标和任务全面
并超额完成袁 扎实推进了浦江品牌价值和社会
形象的全面提升袁为野打造实力浦江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遥
一年来袁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齐心一致共创

野四好班子冶遥 面对野三线冶运作的新挑战尧新机
遇袁班子成员对标野四好冶袁砥砺前行袁提升自身

素质曰立足运用袁解决实际问题曰立足长远袁谋划发展规划遥 在廉
洁自律尧强化素质尧提高能力尧指导实践尧拓展思路上袁充分发挥
班子的集体引领作用遥 以野专题学习尧课题调研尧指导工作冶的学
习风格袁不断完善中心组学习质量与效果曰以野联动力尧服务力尧
创新力冶的作为风格袁积极探索企业发展之路曰以野共商事宜尧共
破瓶颈尧共谋发展冶的办事风格袁合理布局野三线冶运行曰以野兵团
作战尧突击小队尧迂回作战冶的拼搏风格袁筑牢粮油储备安全屏
障曰以野港口优势尧多点联动尧渠道共享冶的服务风格袁逐步建立与
独山港及周边地区多元发展网络袁取得了野三线冶安全运行袁条线
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遥
一年来袁我们不断提升企业改革发展的内在质量袁增强管理

人员的执行力尧 管理能力和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
决策能力遥党总支以先进性要求助推野四好冶创建袁完善党性教育
实践体系袁顺利开展野投身改革当先锋袁服务职工作表率冶尧野圆梦
浦江要要要寻找最美丽的你冶尧野我心中的浦江要要要我该怎么做冶尧
野串职工门尧知职工情尧凝职工心冶尧野飘扬的党旗尧闪耀的党徽冶尧
扬帆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精神等实践教育活动袁强化
党员干部的素质和先觉关爱行动袁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遥
作为班子一员袁在创建野四好班子冶活动中袁我深感肩上担子

不轻尧职责重大袁我严格按照上级党委和物流集团领导要求袁加
强学习和开展工作袁自觉提升野党性意识尧核心意识尧大局意识尧
看齐意识冶袁努力践行野两学一做冶袁不忘初心袁做到学习常态化尧
一线实践化遥以野目标导向尧任务导向尧问题导向尧责任导向冶的工
作思路袁及时把物流集团的工作指令和要求尧拟订的工作思路与
二级班子成员沟通袁达成共识袁形成一盘棋的工作氛围袁主张深
入一线了解尧调研尧指导尧解决问题的管理思路袁发挥党员干部立
足岗位尧履职尽责袁努力培养一支野善于管理尧团结进取尧作用领
先尧素质较高尧作风过硬冶的干部职工队伍遥

迈入新的一年袁浦江人使命在肩袁豪情满怀袁誓在新时代坐
标中袁实现稳步发展遥

野 先进工作者冶代表 良友新港 周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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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源优势 服务口岸经济
圆园员苑年中国进口粮油市场呈现出

野总量控中有增尧需求多变多元冶的趋
势遥 我作为良友新港市场部业务负责
人袁按照野加快形成大豆尧酒用高粱尧非
转油脂的区域贸易集散优势冶 营销策
略袁寻求各方合作袁寻找各种机会袁通
过各种方法袁较好完成了全年指标袁实
现物流吞吐量首次突破 缘园园 万吨袁达
到开港以来的业务量最高值遥 数据的
背后是每一位新港人的汗水遥

实施野多元化冶合作战略遥 这些年
的工作积累袁我发现袁新港的市场营销
不能是简单的揽货袁而应该收集全产业
链的信息院提供从源头到终端的各类服
务袁让各环节立体化对接遥 以葵花籽油
中转为例袁 我们从最初只提供中转服
务袁到为客户提供从上游采购尧中转配
送尧终端客户资源尧国际国内价格走势尧
国际港口的发货情况和国内港口尧企业
的库存情况等一系列信息资源遥国内的
葵花籽油进口商和终端需求商在新港
中转或提货袁不仅能享受优质的中转服
务袁还能得到很多信息遥 时间一长袁野良
友新港冶的品牌度在油脂圈内得到了认

可袁 客户就会主动将葵花籽油
放到新港中转袁 逐步形成了葵
油集散中心的雏形袁 成为中国
进口葵油的主要港遥

实施野多形态冶业务战略遥
新港的港口业务以大宗农产
品为主袁存在低利润尧高风险
的特性袁大多数进口商为了降
低风险袁都会选择期货套保配
合遥 年初袁我们得知大连商品
交易所将新的黄大豆 圆 号期
货交割品种袁准备开始寻找符
合要求的期货交割码头遥我带
领市场经营部从资料准备到
效益分析袁各项材料综合论证
可行后袁作了野成为期货交割
码头的利弊冶专题汇报遥 公司领导大力
支持袁立即与大连商品交易所联系袁最
终通过联合考核袁成为第一批黄大豆 圆
号期货交割库遥

顺应野一带一路冶深度发展倡议遥
野一带一路冶的沿线国家多是以集装箱
形式和中国发生粮油饲料贸易遥 我们
通过深入研究野一带一路冶进口贸易发

生的国家尧品种和数量袁积极引进进口
集装箱中转业务遥 在国检部门的支持
下袁 进一步增加了饲料和油脂接卸品
种和规模袁促成 圆园员苑年的集箱业务量
持续增长近 员员豫遥

今后袁我们团队将继续披荆斩棘尧
勇往无期遥 我们坚信袁良友新港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辉煌遥

野 先进工作者冶代表 沪丰公司 王宝华

春华秋实 一如既往

圆园员愿年 苑月袁我将光荣退休遥离开
我所热爱并为之付出的企业袁 内心依
依不舍袁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感激遥 一滴
水只有投身大海才不会干涸袁 一棵草
只有投入大地的怀抱才能装扮春天遥
感谢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尧
支持与帮助袁 感谢新老同事们一直以
来的陪伴和关照遥

六年前袁 我从东沟粮库初次赶往

江苏异地袁在沪丰公司负责业
务营运工作袁对于一直从事粮
食保管工作的我袁是一个全新
的挑战遥责任当头袁压力当前袁
我告诉自己不能退却袁在重新
梳理工作责任和内容的同时袁
不断虚心向野老法师冶以及同
事学习求教袁不分昼夜地详细
记录操作技巧袁通过不断实践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
与方法遥 现在袁凡是有线路作
业袁风雨无阻袁我总是第一个
到现场袁安排好开工袁协调解
决过程中各类问题袁保障业务
有序运行袁线路结束后再确认
收尾清扫遥 有时白天忙不过

来袁 晚上就利用业余时间抓紧调运统
计和各类费用报表的登统整理遥 根据
公司设备运行能力尧 装卸队的日作业
情况袁我适时地灵活调整作业时间袁优
化作业线路和班次袁 促进班产量不断
提高遥 在业务高峰的那些日子里袁半个
多月不回家袁 守在作业现场做好调度
工作对我来说习以为常袁 这是对企业
对自己的责任袁更是对工作的尊重遥

野有活干是幸运的袁干好活是幸福
的遥 冶作为沪丰人袁我为企业的进步与
发展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袁 作为共
产党员和部门负责人袁我牢记使命袁不
仅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袁在
圆园员苑年期间袁 公司系统实施薪酬结构
调整改革袁沪丰推进绩效考核尧创建安
全标准化三级企业袁 我都积极参与其
中曰同时学会保持野静坐常思自己过袁
闲谈莫论他人非冶的平和心态袁团结部
门与身边的员工袁 大家多沟通尧 多了
解尧多体谅袁将部门员工的心拧成了一
股劲袁时刻传递出正能量遥

春华秋实袁不知不觉已在粮食系统
学习工作了 源圆个年头袁 回首每一步袁自
己是幸运的袁有经历袁有收获袁有感恩遥爱
企如家袁又何尝不是企业把我哺育袁助我
成长袁造就我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呢钥

怀着坚守带着坚韧袁 我将站好最
后一班岗袁请领导和同事们放心袁宝华
将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地干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袁回报企业袁回报所有关心自己
的同事与朋友遥 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
企业能突破难关持续发展袁 衷心祝愿
大家明天会更好浴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

“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先进集体

东沟粮食仓库

邬桥粮油仓库（浦江公司）

乐惠物流公司

沪丰粮油公司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先进工作者

良友新港公司：周宇建、汪健年

乐惠物流公司：王育才

浦江仓储公司：袁红兵、宋春强、田海平

沪丰粮油公司：王宝华

东沟粮食仓库：陆燕华

岚皋粮食仓库：顾剑锋

杨思粮食仓库：王耀明、沈慧芳

龙吴粮食仓库：徐 樑

嘉定粮食仓库：滕志华

上海兰笋山庄：朱春刚

物流集团本部：周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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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导演院顾继平尧俞昊翔叶 责任曳
最佳剧本院胡亚楠叶 一颗保粮爱岗心》
最佳摄影院瞿艾伦《坚守》
最佳剪辑院金乔森《大接粮花絮》
最佳配乐院田敏叶 小红帽曳
最佳演员院陈耀叶 一天曳
飞跃影片院杨思粮库叶 责任曳

龙吴粮库叶 小兵日记-我的一天》

嘉定粮库叶 一颗保粮爱岗心曳
最佳影片院新港公司叶 坚守曳

“从心出发”首届职工
微 电 影 获 奖 名 单

2018年物流集团先进表彰大会暨迎春恳谈会风采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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