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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劳动竞赛先进集体（8家）
良友新港公司设备信息部港机维修班
乐惠物流公司仓储部三机操作班
浦江仓储公司业务部粮油保管班
东沟粮食仓库业务营运部生产班组
杨思粮食仓库营运部修建班组
龙吴粮食仓库营运部机械操作班
嘉定粮食仓库营运部修理组
粮油检测中心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最美劳动者（9名）
良友新港公司 柏逸超 乐惠物流公司 孙黎明
浦江仓储公司 宋春强 浦江仓储公司 陈 超
东沟粮食仓库 张从付 杨思粮食仓库 徐惠青
龙吴粮食仓库 李虹根 嘉定粮食仓库 胡国明
上海兰笋山庄 程建林
2016-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红旗班组（5家）

良友新港公司设备信息部综合维修班
乐惠物流公司仓储部三机操作班
浦江仓储公司业务部粮油保管班
沪丰粮油公司业务部三机操作班
嘉定粮食仓库营运部修理组

2016-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文明班组（6家）
良友新港公司设备信息部港机维修班
浦江仓储公司营运部三机挡车班
东沟粮食仓库业务营运部生产班
杨思粮食仓库储备业务部保管班
龙吴粮食仓库仓储部保管班
嘉定粮食仓库业务部粮油保管班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先进职工之家（4家）
浦江仓储公司工会 东沟粮食仓库工会
杨思粮食仓库工会 嘉定粮食仓库工会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优秀工会工作者（4名）
东沟粮食仓库 刘倪燕 杨思粮食仓库 顾继平
龙吴粮食仓库 王 翔 嘉定粮食仓库 高 琳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1名）
良友新港公司 瞿艾伦 乐惠物流公司 徐冠中
浦江仓储公司 龚国仁 东沟粮食仓库 潘华帅
杨思粮食仓库 俞昊翔 龙吴粮食仓库 周跃培
嘉定粮食仓库 沈李娟 徐汇粮食仓库 魏永祥
上海兰笋山庄 邢 刚 物流集团本部 尤镇和
物流集团本部 曹文俊

荣 誉 榜

缘月 怨日下午袁良友物流集
团工会召开主题为野百舸争流袁
筑梦前行冶圆园员愿年工会先进表
彰大会袁各单位工会分管领导尧
工会负责人及先进代表等 苑园
余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宣读表彰了 圆园员苑 年
度物流集团工会各类先进集体
和优秀个人 渊详见荣誉榜冤曰先

进代表分别作了交流发言袁与
在座代表畅谈心得尧共话成长曰
两家光明食品集团级的劳模
渊职工冤创新工作室分享了一路
争创的收获与体会曰 共同开启
名为野凝聚改革共识袁谋求协调
发展冶 新一轮良友物流职工劳
动竞赛集结号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会上邀请

物流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
记甘伟良同志尧 工会主席李志
红同志尧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陆爱民同志尧 新晋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顾晨斌同
志作为嘉宾袁以别开生面的野击
掌冶启动仪式正式拉开野寻找良
友物流工匠冶计划的序幕袁预示
着物流集团致力在平凡的岗位
上展现野匠于心尧精于工尧
品于行冶的追求袁通过未
来 猿至 缘年内找到 员园名
物流集团工匠袁加快打造
一支与企业战略目标相
匹配的高技能领军人才
队伍袁推动创造出一流技
术尧一流品牌尧一流业绩遥

甘伟良书记代表党
政领导向长期以来为企
业建设发展做出辛勤劳

动的职工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袁向
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
热烈的祝贺袁并向与会人员提出
了三点希望院一是要弘扬先进典
型袁永远保持奋发向上的积极状
态曰二是要发挥团队作用袁充分
激发全体员工的主人翁精神曰三
是要胸怀远大目标袁助推企业的
调整发展遥 洁静 文 /镇和摄

良友物流集团工会召开 2018年工会先进表彰会

百舸争流 筑梦前行

高琳是嘉定粮库工会副主
席兼合同尧档案管理遥在日常工
作中密切联系群众袁 做职工的
知心朋友袁依法维护职工利益袁
将工会工作与仓库的中心任务
结合起来袁 让每个职工都知晓
自己要学什么袁 做什么袁 怎样
做遥

以责任之心履行职责遥 她
严格要求自己袁 时刻注重自己
的言行袁 在各方面做出表率作
用袁凡是号召职工做到的袁自己
先做到曰 凡是要求职工要学会
的袁 自己先学会遥 以诚心换真
心袁凝聚职工一条心遥

以进取之心提高业务水

平遥她注重加强学习袁不断提高
自身的政治水平和业务知识袁
通过努力取得了政工师职称袁
并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袁
促进每项工作做细尧 做实袁想
到尧想全遥

以真诚之心做好服务遥 她
深入职工群众袁 关心职工思想

动态袁掌握第一手详实资料袁用
真挚的情感打动大家袁 团结广
大职工群众围绕仓库的中心工
作努力奋斗遥始终想职工所想尧
急职工所急尧解职工所难袁为大
家做实事尧解难事尧办好事袁为
推动智慧粮库建设发挥自己的
力量遥

良友物流集团优秀工会工作者 嘉定粮库工会副主席 高琳

野国以民为本袁民以食为天袁食以
安为先袁粮以储为重冶袁严守野浦双冶愿园
万吨储备粮存储质量关的重责深深
地烙在每一位野金管家冶的心头袁他们
用心照料着每粒粮食袁记录下粮情的
每处细微变化袁努力夯实储量方法和
措施袁牢牢筑起粮食质量防线袁确保
储粮质量和粮食安全遥

野金管家冶就是浦江公司粮油保
管班遥 现有成员 员员人袁平均年龄 猿怨
岁袁是一支富有朝气尧技术过硬的年
轻团队遥 圆园员远年底袁浦江公司代管双
凤公司袁 期间又逢本库轮换大年袁在
不增加人员的前提下袁野金管家冶主动
放弃休息袁不畏高温袁不辞辛劳袁一丝
不苟地把好来粮质量和保管关袁顺利
完成了当年秋粮进仓 缘猿间袁 外高桥

移库大豆 员猿间袁圆园员苑年夏粮进仓 缘园
间的业绩袁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浦双两
地共计 圆园愿个廒间的储粮保管工作袁
平均每人保管 缘援苑万吨储粮工作袁刷
新历年新高遥

野金管家冶立足岗位袁利用裁剪塑
料膜布剩余边角袁为哉杂月接收盒做野外
衣冶袁保护接收盒不受气体腐蚀曰对新进
稻谷运用野探管法冶定点诱捕粮堆虫害袁
既节省手工筛虫的强度袁又有效掌握了
虫害发生情况曰通过手机端数据采集和
传输袁运用红外探测技术袁探测粮情袁提
升智能化粮库的建设水平遥他们积极探
索岗位创新袁 努力为企业降本增效做
贡献遥 一切的成绩只代表过去袁一切
的努力只为更好的发展遥野金管家冶正
全力朝着新目标迈进浴 月莉文

金管家 保粮安

杨思粮库营运部修建班组现有员工 员源名遥
众志成城袁服务主业遥 圆园员苑年袁为确保粮库完成粮食作业

量 远援怨余万吨袁修建班组一方面合理安排作业人员袁做好粮食
进出仓工作袁另一方面严把后勤保障袁每位组员身兼多职袁对
野三机冶设备执行好维修与保养遥
认真维护袁确保安全遥 由于粮食作业任务繁忙袁修建班组

加强了对常用野三机冶设备的保养力度袁使 圆园员苑全年度野三机冶
设备平均完好率达到 怨怨豫以上袁并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工作准
绳袁对安全生产工作常抓不懈袁一刻不松袁全组上下一派安康遥

改革发展袁科技创新遥 组员以野科技尧创新尧增效冶为突破
口袁定期开展野提问题尧想办法冶活动袁培养自身的质疑和探索
精神袁全年共提出 愿项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项目袁其中野仓
房平台安全移门冶获得了物流集团级别的第三名遥

班组学习袁常抓不懈遥 修建班组以争先创优为目标袁检查
开展班组学习与讨论袁 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各类机械类的书刊
杂志袁积极参与技能培训与大比武活动袁开阔视野袁磨炼意志袁
提升水平遥
修建班组立志要以更努力的付出回报企业的培育与同行

的肯定袁不忘初心袁砥砺前行遥 国庆 文

为推进储粮野四新冶技术运用袁
结合智慧粮库建设要求袁在物流集
团支持下袁圆园员源年 员圆月袁以陆爱民
命名的保粮技术创新工作室正式
成立遥

为推进工作室各项工作及活
动地有序开展袁在各级领导的支持
下袁工作室先后在沪丰公司尧嘉定
粮库挂牌袁 设立专门工作场所袁吸
纳单位技术骨干遥各级工会也每年
拨款专项经费袁 支持工作室添置尧
更新硬件曰 行政部门拨付项目经
费袁助力保粮新技术的发展遥 为规
范工作室运行袁建立起叶劳模工作
室管理制度曳袁确立年度工作计划袁
定期交流座谈袁学习现代化粮食仓

储知识袁探讨行业发展遥
无论在大丰还是在嘉定袁工作

室始终坚持探索科技储粮新方法袁
并取得了不俗效果遥 在沪丰公司袁
尝试空调控温试验袁总结叶平房仓
空调控温技术报告曳曰 实施电器改
造袁 提升科技管控水平和工作效
率遥 在嘉定粮库袁立足优化储粮环
境袁重点围绕野怨圆园仓房横向通风冶
试验袁提出了野仓房横向通风改造
中的优化办法冶袁 得到国家粮食储
藏研究院的认可遥

工作室良好的学习工作氛围袁
促进着每位成员的自我加压袁自我
成长遥 在一次次技能比武的磨炼
下袁不少成员获得各类技能奖项和

荣誉袁为工作室描绘出一道道亮丽
的风采遥

野无论身处何方袁都要生根开
花冶这是工作室提出的口号袁也是
成员们对职业发展的要求遥 在探索
科技尧 绿色尧 前沿的储粮技术大道
上袁 工作室将继续传承老一辈粮食
人敬重粮食尧热爱粮食尧珍惜粮食的
行业作风袁 更会解放思想袁 突破桎
梏袁扩宽思路袁探索储粮新工艺袁提
高运用新水平袁培育保粮新队伍袁以
粮食为寄托袁强国富民遥 爱民文

良友物流集团红旗班组 浦江公司粮油保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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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欣粮油检测创新工作室创
建于 圆园员缘年 员圆月 员日袁现有成员
缘名袁是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年
轻团队遥秉承野责任尧激情尧创新尧超
越冶的工作理念袁工作室不断完善
管理制度袁以 悦晕粤杂实验室认可体
系和 陨杂韵质量认证管理体系为行

为准则袁在 孕阅悦粤的闭环管理下提
升工作室整体运行水平遥

围绕粮油储备保管的主体经
济工作袁工作室发挥专业职能袁严
把粮油检测第一关遥每年夏秋两季
的大接粮期间袁全面配合进仓任务
开展食品安全指标检测曰结合季节
业态袁定期开展对进出仓及库存粮
油的质量监控活动袁基本实现接收
样品 圆源小时出结果袁 检测及时率
和正确率达 员园园豫袁在粮油入库质量
把关尧储存品质排摸尧竞价销售出
库等各环节主动作为袁发挥作用遥

工作室还以小口诀的形式编
写野工作法冶袁在系统内推广遥 建立

多维的粮油产品质量监控风险预
防体系袁定期组织开展粮油质量检
验员专业技能培训袁对严把储粮质
量关尧 确保储粮安全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遥叶稻谷出糙率质控样的研
制及应用曳尧叶进仓小麦呕吐毒素检
测方法及流程的研究曳 等项目均获
得良友集团创新创效项目优胜奖曰
成员也屡次获得国家级尧 市级的技
术能手尧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遥
在本职上挥洒汗水袁在实践中

磨练前行袁在失败和成功中不断迭
代袁 以个人进步带动工作室发展袁
以工作室成效助力企业科技创新遥

方欣文

方欣粮油检测创新工作室创建实录

我们是始终坚守在食品安全战线上的卫士

陆爱民保粮技术创新工作室创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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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使命 集聚智力

相关领导为工会各类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颁奖

野 击掌冶仪式启动野 寻找良友物
流工匠冶活动

做知心姐姐 干服务实事

2018年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

沪丰公司 顾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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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
竞赛袁有人笑在开始袁有人
赢在最后遥 参加工作 员远
年袁 若要说有什么特别的
感悟袁 我想一定要做一位
野五有冶青年袁才能不辜负
青春袁才能肩扛重担袁与大
家一起续写企业的新跨
越尧新发展遥

首先袁 要有一颗终身
学习的上进心。只要在企
业中尧在岗位上袁我们就应
该保持一颗谦虚好学尧积
极进取的心袁 这是一名合
格职业人的基本准则遥 我
们要主动融于企业袁 而不
是企业因你而改变袁 所以
我们要学曰 要有被现实磨
平棱角的坚持袁 也要树立
正确的野三观冶袁所以我们
要学曰 要保持高效高质量
的工作袁满怀豪情与激情袁
用实际行动回报企业袁赢
得同事的认可袁 所以我们
要学曰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尧
匹配岗位需求袁 增加技能
和经验袁增长知识和情商袁
所以我们要学遥野活到老学
到老冶袁一个人在学习上花
的任何时间袁 不经意间都
会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给
他回报遥

其次袁 要有一颗奋斗
拼搏的责任心。记得 圆园园缘
年我刚进邬桥仓库袁 大寨
河东面库区的仓房刚刚落
成袁 西面库区的仓房和油
罐刚开始施工袁 当时建的
还是包粮仓袁 现如今不仅

全是散粮仓袁 还配备了各
种储粮新技术遥 这些快速
的发展离不开企业领导的
顶层设计袁 更离不开每位
员工的辛勤付出袁 归根结
底是大家都饱含着一颗强
烈的责任心遥 人生是一场
充满责任的旅行袁 既要对
自己负责袁 又要对企业负
责遥在我看来袁责任就是敢
于对标尧敢于找差尧敢于担
当袁责任就是敢做敢说尧敢
为人先尧甘于付出袁责任就
是严谨自律尧言传身教尧做
出表率曰 责任就是培养新
人尧带好团队尧持续发展曰
责任就是筑牢主业尧 拓展
经营尧两翼齐飞曰责任更是
职工满意尧领导满意尧自己
满意噎噎如果你今天不努
力尧不负责任袁明天你只能
看着强大的他们绝尘而
去遥愿你的努力袁不只是说
说而已遥

第三袁 要有一颗不断
创新的好奇心。在这个跨
界打劫尧 迅速迭代的时代
中袁 总有一种变革针对
你袁 总有一款危机适合
你遥所以袁我们的创新要
敢于大胆突破自己尧突
破传统遥 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袁 对食
品安全的要求提升到了
新的高度袁 而储备粮事
关老百姓的口粮安全袁
可以说是 野百姓吃粮无
小事熏质量安全大于天冶熏
我们不仅要坚守行业使

命熏认真履行职责熏更要保
持与时俱进袁 将先进的信
息技术渗透到传统的储备
粮业务中袁实现技术创新尧
管理创新遥这正是物流集团
当前大力推进的智慧粮库
建设袁年轻朋友们要发挥聪
明才智袁 主动担当创新尧创
优尧创效的中流砥柱袁正所
谓野对人莫说出生迟袁击鼓
扬帆正当时冶遥
第四袁 要有一颗凝聚

团队的同理心。常言道野人
心齐袁泰山移遥冶在企业中袁
小到生产班组袁 大到一家
单位尧一个集团公司袁我们
都是一个团队袁 一定要发
挥团队的力量遥 作为邬桥
保粮团队的队长袁 工作要
做到有宽度尧有深度尧有气
度袁 要主动站在别人的角
度想问题非常必要袁 多沟
通交流尧消除隔阂与误会遥
正如濮董事长在讲话中指
出的院野要以真诚换得真
情袁以平等消除距离袁以赞
美赢得人心袁 以忠告提出

批评袁以主动铺开人脉冶遥
最后袁 要有一颗宽容

真诚的感恩心。记得刚入
企时袁 带教老师和企业领
导要求我 野要做事先学会
做人袁要老老实实做人袁要
踏踏实实做事冶袁正是这样
朴实简单而又务实管用的
教导袁教育着我野为人要诚
恳袁说话要中肯袁做事要诚
信袁做人要懂感恩冶遥 人这
一辈子袁 父母养育之恩不
能忘袁 我们更应该学会感
恩同事的相助之恩袁 感恩
贵人的指点之恩袁 感恩组
织的培育之恩袁 感恩领导
的知遇之恩遥 我与各位青
年朋友一样袁 进入物流集
团之后袁得到了同事相助尧
贵人指点尧组织培养尧领导
提拔遥
青年朋友们袁 让我们

携起手来袁 把握好风华正
茂的大好时光袁专于粮油袁
精于物流袁 用奋斗的青春
继续书写物流集团的新征
程尧新辉煌浴

圆 2018年 5月 10日星期四
综 合

缘月 怨日下午袁良友物流
集团团委召开野新时代袁共奋
斗要要要物流青年在行动冶纪念
五四运动 怨怨周年先进表彰大
会袁 对荣获 圆园员苑年度各级荣

誉的 圆愿个青年集体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袁对荣获物流集团荣
誉的青年颁发了证书遥

会前袁团委在公众号上推
送了团委尧 团支部的工作风

采展示袁 邀请与会领导与青
年通过扫码关注袁 共同回顾
野我们的 圆园员苑冶遥会上袁物流集
团团委书记带领团干部与团
员代表进行了入团宣誓袁庄

严地重温了入团誓词袁 铭记
青春的使命与初心曰 近两年
新入企的五名大学生代表深
情朗诵叶致未来的我曳袁抒发
了对企业关怀培养的感谢尧

对自己成长与奋斗的期许曰
两名青年以第三人称的角度
对 员圆 名优秀青年代表的至
真心声进行了现场朗读袁使
大家从简短的文字中真切感
受到青年们在良友物流大家
庭中的成长成才与感恩之
情曰荣获 圆园员苑年度上海市青
年五四奖章个人的孙成作了
叶用奋斗的青春书写物流集
团的新征程新辉煌曳 主题交
流袁与大家分享了 员猿载的工
作感悟袁 希望大家要做一名
具有上进心尧 责任心尧 好奇
心尧同理心尧感恩心的野五有冶
青年遥

甘伟良同志在讲话中分

析了企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袁并对青年提出了三个
方面要求院一尧青年的理想设
定袁既要志存高远袁也要定位
清晰袁在追求目标的进程中体
现青年的担当遥 二尧青年的学
习成长袁既要谦逊好问袁也要
笃行致远袁在接受培养的过程
中展现青年的作为遥 三尧青年
的改革创新袁 既要勇敢突破袁
也要扎根实际袁在革故鼎新的
历程中彰显青年的活力遥 同
时袁他要求各级团组织要加强
思想引领尧 加强品牌对标尧加
强青年服务袁开创共青团工作
的新局面遥

鑫鑫 文 /亦林 寅锋摄

良友物流集团团委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年先进表彰大会

新时代 共奋斗要要要物流青年在行动

人们常说袁时间会磨平一切袁我们也会在生活中习惯遗忘遥 但一路
走来的你袁一定还记得袁那些刚刚启航时的点点滴滴遥
你一定还记得袁那些年近花甲袁却依然活跃和奋战在保粮第一线袁

为确保一次次粮食进出仓保质保量完成袁不惧酷暑烤验袁甚至不顾伤病
也要冲在阵前的老师傅们遥 因为袁那是责任遥

你一定还记得袁那些为了防止粮食进水受潮袁辗转反侧尧夜不能寐袁
半夜两点冒着倾盆大雨跑去仓房关闭风机的日日夜夜遥 因为袁那是坚守遥

你一定还记得袁为了企业年末结账工作顺利进行袁和财务部的同事
和前辈们并肩奋战袁连续加班 员远个小时的不懈努力袁因为袁那是付出遥

你一定还记得袁那个平日里言语不多尧但每当登上油罐教你计量打
尺袁就滔滔不绝地将工作要诀倾囊相授的赵师傅袁因为袁那是匠心遥

你一定还记得袁为了繁忙的夏粮进仓业务连续高效袁跟随机电班的
师傅们奔赴远在青浦的直属库袁 顶着烈日抢修输送机和输电线路直到
太阳西下的日子袁因为袁那是承诺遥
你一定会记得遥那些为了企业发展而奔忙的阵前先锋袁那些为了自

我提升而发奋的日复一日袁他们袁是你启航时溅起的朵朵浪花袁微不足
道袁却折射着朝阳的七彩光辉曰他们袁是助你鼓起船帆的阵阵清风袁看似
柔和袁却汇聚众力带你行稳致远遥 亦林 文 /亦林寅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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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的青春书写物流集团的新征程新辉煌青春启航 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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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光 荣 榜

浦东新区
2016-2017年度浦东新区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良友新港公司 仓储保管部油脂班青年小组

光明食品集团
2017年度光明食品集团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良友新港公司 仓储保管部油脂班青年小组

良友集团
2017年度良友集团创新创效项目优胜奖
良友新港公司叶 筒仓侧壁授权发放系统曳

2017年度良友集团创新创效项目鼓励奖
嘉定粮食仓库叶 横向通风技术应用与探究曳

2017年度良友集团优秀青年集体
良友新港公司 设备信息部科研技术攻关青年小组

2017年度良友集团青年岗位能手
东沟粮食仓库 陈怡斌
龙吴粮食仓库 翁亦林
粮油检测中心 陈 辉

2017年度良友集团优秀团干部
龙吴粮食仓库 白月明

2017年度良友集团优秀共青团员
良友新港公司 刘 驰
嘉定粮食仓库 胡亚楠

2017年度良友集团优秀青年志愿者
良友新港公司 周 婧
浦江仓储公司 吴炳鑫

良友物流集团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先进青年集体

浦江仓储公司粮油保管班
东沟粮食仓库团支部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优秀团干部
杨思粮食仓库 俞昊翔
龙吴粮食仓库 王 镔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优秀共青团员
良友新港公司 翁善臻
嘉定粮食仓库 张 真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青年岗位能手
良友新港公司 顾 超
浦江仓储公司 陈 杰
沪丰粮油公司 田 辉
杨思粮食仓库 陈晓骏
兰笋山庄公司 杨红红
物流集团本部 颜小强

2017年度良友物流集团优秀青年志愿者
良友新港公司 虞倩雯
乐惠物流公司 张记谆

2017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 浦江公司副总经理、邬桥仓库副主任 孙 成

2017年上海市
五四青年奖章

浦江公司渊 邬桥仓库）
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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