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月 愿日下午袁 良友集团
在物流集团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召开干部大会袁 良友集团党政
领导张斌尧濮祖跃尧邹隆轶尧吴
伟峰尧柯勇出席会议袁良友物流
集团党政领导尧 全体中层管理
人员参加会议遥会上袁良友集团
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邹隆轶
宣读了良友集团党委关于物流
集团部分班子任免职的决定袁
吴伟峰副总裁兼任物流集团董
事尧董事长袁卢蓉菁同志任物流
集团党委书记尧法定代表人曰与
会领导濮祖跃尧吴伟峰尧卢蓉菁
分别作了表态发言遥
卢蓉菁同志围绕 野不舍与

感谢袁 服从与信任袁 责任与担
当冶进行了发言院一尧不舍与感
谢遥 既是对濮祖跃董事长因退
休而不能与物流集团全体员工
继续并肩奋斗的不舍袁 也是对

他带领物流集团不断创新发
展尧屡创辉煌业绩的深深感谢曰
二尧服从与信任遥坚决拥护集团
党委对物流集团董事会与领导
班子的任命袁 感谢组织的培养
与信任袁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
继续得到上级领导和物流集团
两级班子的支持与帮助曰三尧责
任与担当遥 要从四个方面继续
努力院一是厚积底蕴袁传承好物
流事业袁促进企业永续发展曰二
是实现目标袁牢记业绩是尊严袁
体现市场化下的业绩提升曰三
是营造氛围袁 体现积极向上的
企业文化袁提倡以奋斗者为本曰
四是带好队伍袁 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袁 为企业发展提供可持续
的人力资源支撑遥
吴伟峰副总裁在发言中感

谢组织与领导的信任袁 并表示
感受到一份新的责任与担当曰

要更加注重学习尧注重实践袁关
心关注物流集团新一轮的战略
规划和企业定位袁 关心关注政
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的进一
步完善与提升袁 关心关注物流
集团基层企业的建设与发展袁
注重学习研究袁注重服务企业曰
要明确目标袁爬坡奋进遥将全力
支持物流集团党政领导班子的
工作袁 相信在良友党政的坚强
领导下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
一定能够继续发扬攻坚克难的
精神袁 一定能够凝聚创新驱动
的动力袁 也一定能够更好地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遥

濮祖跃副总裁在讲话中对
企业多年的教育培养和物流集
团两级班子与全体职工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曰在 源园余年的职
业生涯中袁 与大家共同经历了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袁共
同见证和推动了储备粮管理从
包粮仓到散粮仓的改造升级尧
储粮技术的信息化应用与升
级尧野四新四散冶 技术的深入推
广对降本增效的促进与提升以
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曰 物流
集团的未来袁 只有不断发展才
有生命力遥要认识自己的企业袁
注重发展的理念袁牢记野粮油储
备是立企之本冶尧野现代物流是
发展之根冶两句话院一尧野粮油储
备是立企之本冶包括储备规模尧
储备数量和储备质量袁 储备规

模是一代又一代良友人努力争
取的袁要用智慧去规划好曰储备
数量要真实袁 要保质保量完成
储备粮的轮换和保管任务曰储
备质量要可控袁 要做好储备粮
进出库和储存过程等各个环节
的质量控制遥二尧野现代物流是发
展之根冶不仅要做大做强物流业
务袁更要提高服务质量袁做好经
营业务袁不断提高盈利能力遥

张斌副总裁在讲话中指
出袁 物流集团是一个具有优良
传统的企业袁工作很扎实袁尤其
在今年资源调整的关键时期袁
能够自我加压袁 创造良好的业
绩袁 为集团的经济增长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曰 希望物流集团继
续发扬艰苦奋斗尧 努力拼搏的
精神袁 做好企业资源调整转型
期的规划袁进一步深化改革尧深
化转型袁 做好储备业务和经营
业务曰要在开展野大讨论尧大反
思冶活动中袁向同行业的先进企
业虚心学习尧寻找差距袁进一步
在技术尧质量尧设施尧管理上对
标先进袁 并转化为进一步发展
与提升的动力曰 要进一步严把
储备粮的验收关尧保管质量关袁
履行好保障上海地方储备粮安
全的职责曰 要积极为集团出谋
士尧出经验尧出方法尧出干部袁向
集团输送人才袁 为集团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遥

鑫鑫文 /洁静摄

L I A N G Y O U W U L I U

上海良友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第 53期 2018年 6月 15日 远月 苑日上午袁 山东省粮食局副
局长李伟一行 苑人在上海市粮食局副
局长沈红然尧 良友集团副总裁吴伟峰
的陪同下袁到新港公司参观交流袁物流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甘伟良接
待并参加交流遥 李伟副局长首先实地
参观了新港公司港区遥随后袁在物流集
团五楼会议室袁 李伟副局长一行观看
了物流集团和外高桥物流园区的宣传
介绍片袁 甘伟良同志介绍了物流集团
的生产运营情况袁 新港公司与会领导
介绍了新港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袁双
方在交流中对沪鲁两地的储备粮政策
及管理尧 粮食物流园区的建设及整体
运营等情况进行了深入沟通遥

鑫鑫文 /陈量摄

圆园员愿年对于良友物流集团来说袁 是改
革转型尧奋进前行的攻坚之年遥 物流集团党
政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团结一心尧迎难而
上袁在年初就抓早部署袁分解落实目标任务袁
努力在出击市场增效益尧转型创新增动力上
实现新突破遥 为了全面实现野双过半冶目标袁
在 缘月初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袁分析前四个
月的经营状况袁 布置 缘至 远月的攻坚任务袁
各单位有针对性地推进经营和储备工作袁保
障工作接地气尧措施有成效遥

守住匠心袁创新突破引领发展遥 良友物
流人始终在开发新市场尧钻研新技术上保持
着一份匠心遥 今年袁物流集团深入推进现代
物流的市场化业务开拓袁力争达到仓容资源
占用最小化尧中转装卸收益最大化遥 新港公
司紧扣港口物流主线袁 挖掘了 悦匀杂国际粮
商等有潜力的大客户袁 开拓了美国高粱尧加
拿大豌豆尧葵花籽粕等新品种袁新增作业量
近 员怨万吨遥乐惠物流尧浦江公司在市场中拼
出了业绩袁引进了 猿家纯中转新客户袁浦江
公司还创新采用保底业务量的框架合作模
式袁前 缘个月两家单位已完成 员源援远愿万吨中
转量遥在开拓市场的同时袁坚持科技创新袁改
善生产工艺袁提升运作效率遥 新港公司针对
作业需求袁 开展卸船作业辅助松料装置尧抑
尘溜管等科研项目袁促进降本增效遥 乐惠物
流深化软托盘技术在船进库的袋装货物中
的应用袁自制设备提升物流效率遥

秉持初心袁依法治企促进发展遥 只有依
法治企袁才能行稳致远遥无论是储备粮业务尧
市场经营业务袁 还是企业内控和安全管理袁
物流集团都秉承着老粮食国企依法依规的
一份初心遥储备粮管理针对今年新增的稻谷
和大米野铅冶尧野镉冶袁玉米野呕吐毒素冶等指标袁
检测中心添置设备袁邀请专家培训袁提高全
体检化验人员的技能水平遥针对参差不齐的
来粮品质和代储库管理水平袁物流集团制定
了野火车皮尧铁水联运等来粮验收流程冶等多
项制度和操作规范袁加大对代储库的培训和

检查袁保障进仓粮食质量袁截至 缘月底袁已完
成 源远援苑万吨秋粮入库任务袁 对不合格粮坚
决予以退回遥按照国家粮食局野一规两则冶要
求袁着力提升绿色储粮能级袁加快横向通风
技术尧食品级惰性粉杀虫技术等生态储粮技
术研究遥 同时袁在安全管理上袁以野一法一条
例冶为准绳袁抓好转变理念和强化监管袁推行
安全生产痕迹化尧可追溯管理遥 各单位依法
依规进行安全自查袁 物流集团进行巡回督
查袁列出问题清单袁限时整改袁前 缘个月共进
行安全检查 员苑远次袁整改隐患 猿怨源条遥 强化
对租赁场所的监管袁引入客户前必须进行安
全评估袁建立涵盖安全告知书尧设施设备清
单等 员缘项内容的 野一户一档冶 安全管理档
案袁为生产经营保驾护航遥

坚定信心袁立足长远转型发展遥 物流集
团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平稳有序地推进
资源调整袁还要抓好新项目建设袁为转型发
展打基础尧强信心遥一方面袁充分预估资源调
整过程中的潜在隐患袁物流集团制定客户清
理政策袁相关单位根据实际制定清退工作方
案和维稳工作预案袁物流集团以月度推进会
的方式袁每月月底专题开会总结布置月度清
退工作袁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遥另一方面袁
按照集团野两进两单冶要求袁抓好泰和 猿园万
吨新建储备粮库建设袁 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袁
完成了代理公司和初步设计的比选招标袁进
行了环境影响评价袁 为物流集团园区化尧规
模化的转型发展增添动力遥

圆园员愿行至中局袁 物流集团的经济运行
情况良好遥 截至 缘月底袁物流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猿援猿远亿元袁 完成预算指标的 源苑援愿豫曰利
润总额和主业利润均超预算时间进度完成遥
物流集团将抓好 远月的黄金时段袁继续保持
转型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尽责思为的工作作
风袁传承依法依规尧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袁力
争在传承中创新袁在创新中突破袁为全面冲
刺野时间过半尧任务过半冶尧圆满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扎实工作尧奋勇前行浴 鑫鑫文

物流集团上下齐心冲刺“双过半”

匠心筑梦 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新突破为进一步营造依法治企尧 强化安全生产
的企业文化氛围，促进依法治企和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物流集团党委将在各企业
（单位）、各部门中全面推进“开展依法治企，
落实安全责任”专项宣传工作，并在《良友物

流》报上设置“开展依法治企，落实安全责
任”宣传专栏，将各单位、各部门的有关宣传
信息集中反映报道，旨在通过专题宣传，凝聚
全体员工共识，为培育依法依规、安全运行的
长效机制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开展依法治企 落实安全责任

远月 缘日袁物流集团举办 圆园员愿年度
合同管理培训袁邀请上海国畅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尧执业律师王越授课袁结合真
实案例袁针对常用合同文本的主要风控
点尧部门风控重点分工袁讲解了合同签
订尧 履行及处理纠纷时的重点注意事
项曰并指出袁要通过合同管理袁及时发现
并提前预防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袁达到
避免纠纷尧赢得诉讼尧执行到位的合同
管理目标遥 培训对学员进行了集中考
核袁 对考试合格者将颁发合同信用管理
培训合格证书遥 一滨文 /摄

防控法律风险 强化依法治企

为了进一步强化野依法治企冶理念袁
弘扬安全文化袁普及员工安全知识袁增强
员工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袁 确保安全生
产管理野依法尧依规尧依标冶运行袁不断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袁远月 员员日下午袁 良友
物流集团在岚皋粮库多功能会议室举办
安全生产知识讲座袁 邀请市级消防专家
胡刚老师进行叶安全渊消防冤管理的任务
和责任曳专题讲座袁来自物流集团各企业
渊单位冤尧各部门的全体职工代表尧各企业
渊单位冤安全部门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共
员员园余人参加培训遥

胡刚老师从解读党内近期颁布的第一部
有关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尧如何依法加强安全
管理尧如何依法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及消防安全
管理人员的职责等方面作了精彩的阐述遥学员

们认真听讲袁受益匪浅袁纷纷表示袁胡刚老师的
讲座内容丰富尧语言平实尧案例生动尧信息量
大袁 对今后做好安全消防管理工作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和操作性遥 凤明文 /露峰摄

远月 员员日下午袁良友物流集团在岚皋粮库会议室召
开一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袁会上袁职工代表认真听取了
良友物流集团叶圆园员苑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报告曳袁同时
履行代表职责袁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袁全票通过了物
流集团 叶圆园员愿年度企业内部工资分配改革的实施意见曳
等三项议案遥 物流集团党委书记尧总裁卢蓉菁同志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袁同时对职工代表提出要求院一是要
主动履行职责袁发挥代表作用曰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袁平
稳有序推进曰三是要主动融入发展袁提升自身价值遥

会后袁工会与人力资源部联合举办了一场面向全
体职工代表尧专兼职安全员的叶安全渊消防冤管理的任
务和责任曳专题教育讲座遥 洁静文 /露峰摄

物流集团圆满召开一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

提升管理能力 强化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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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以来袁 乐惠物流紧盯半年
度目标任务袁以市场经营拓展为重点袁
强化物流服务品牌内涵袁 全力以赴搞
好企业终端活遥至 缘月底袁已完成物流
吞吐量目标 源苑援猿愿豫袁完成运输量目标
缘员援猿圆豫袁营业收入尧利润等均达预期目
标遥 为吸引更多的中转项目袁 今年以
来袁公司以改进物流工艺为切入点袁在
多个项目中尝试优化设备工艺和流
程袁提高物流运作的效率遥

尝试使用软托盘技术遥 上半年乐惠物流尝试在船
进库的袋装货物中袁采用软托盘技术袁利用软托盘上附
带的吊带袁实现码头中转进库环节的快装快卸遥采用软
托盘技术后袁 整船卸货进库的时间从原来的 怨小时缩
短至 远小时袁装卸人员也从 员远人缩减至 源人袁成本得
到有效控制遥

自制设备提升物流效率遥配合软托盘技术的使用袁乐
惠物流还自行制作了叉车吊装架袁利用吊装架可轻松将软
托盘及货物进行进库堆垛袁不仅减少了人工装卸做板的环
节袁也提高了堆垛的质量和效率曰自行制作移动式散货装
运箱袁增加散货落船速度袁单日作业量增长 苑倍左右遥

小改小革减少安全隐患遥 乐惠物流还通过改变设
施设备的一些野小举动冶袁减少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袁
体现出企业的人文关怀遥 为了解决一线工人在夏季集
装箱作业时闷热的问题袁 乐惠物流对鼓风机进行了改
进袁 制作了鼓风机加长架袁 并通过自制小推车便于移
动袁改进后的鼓风机可直接落地吹到箱体内袁也减少过
往车辆和行人碰擦的安全隐患袁 不仅得到一线员工的
赞扬袁也给客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遥 中慧文 /摄

圆园员苑年袁 在物流集团的支持
下袁 东沟粮库成立了科技创新小
组袁多个科技项目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遥为了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技术
的应用袁 圆园员愿年袁粮库科技小组更
加积极地投入到新的研发工作中遥

作为物流集团智慧粮库的试
点单位袁粮库没有现成可参照的成
功经验袁一切都要靠大家在实践中
不断摸索遥科技小组人员利用业余
时间查阅大量的资料尧 成功案例袁
征询专家意见尧开展小组讨论遥 通
过不断地学习与积累袁结合粮库实
际袁 提出了今年主攻的两个项目院

叶完善储粮保管系统曳和叶开发智能
化设备操控系统曳遥

科技小组成员都是年轻人袁正
是野上有老尧下有小冶的人生阶段袁
虽然家中幼小的儿女和老迈的双亲
需要他们照顾袁 但为了智慧粮库的
建设袁 他们的身影却更多地出现在
仓房内尧码头上尧机房里尧电脑间噎
噎输送机自动纠偏袁 一次次的反复
实验曰司磅间无人值守袁一遍遍反复
探讨曰粮面现状可视系统袁一趟趟反
复调试曰储粮信息全面采集袁一点点
反复完善噎噎他们流淌了多少汗
水袁付出了多少心血袁经历了多少考
验袁 战胜了多少困难袁 我们不得而
知袁但是袁我们坚信袁支持他们坚持
的动力是企业领导的关心支持尧同
事们的无私帮助以及彼此间的荣辱
与共袁更是源于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尧
对事业的热爱尧对成功的渴望遥

圆园员愿年将过半袁 两大项目已
初显成效遥相信在科技小组成员的
共同努力下袁一定会达成作业流程
标准化尧信息采集自动化尧仓储保
管智能化尧业务管理集成化的管理
目标浴 士勇文 /倪燕摄

今年袁嘉定粮库在物流集团的指导下袁
深入推进野粮堆横向通风冶技术研究袁促进
现代绿色储粮技术的高效运行遥

解析传统储粮通风控温方式遥 平房仓
粮堆通风形式多为地上笼和地槽竖向通
风袁存在一定的缺陷院一是入仓前袁铺设地
上笼工作量较大袁 接缝处理不当存在风道
漏粮现象曰 二是出库作业易造成地上笼损
坏袁维护费用较大曰三是地槽由于沉降袁导
致气密性能和防潮性能达不到熏蒸和低温
储粮要求袁且存在通风死角遥

横向通风技术可实现增效降耗。为解
决传统通风控温方式的不足袁 粮库成立了
科技保粮创新工作小组袁 在弄通技术原理

的基础上袁开设试验仓房袁配置设施设备袁
并进行储粮试验与数据积累袁 开展横向通
风技术的试验研究遥 在试验仓房里袁粮食保
管期间袁只需在粮面铺设一层塑料薄膜袁适
时开展负压通风降温袁 未发现局部发热点
和通风死角袁 能够高效保障储粮安全遥 同
时袁利用横向通风环流熏蒸系统袁磷化氢浓
度可满足平房仓粮堆熏蒸的要求袁 熏蒸效
果良好遥 试验证明袁横向通风具有良好的通

风均匀性袁既达到储粮通风与熏蒸的要求袁
又减少了通风能耗袁 可节约费用 源源怨缘元 辕
间袁实现降本增效遥

截至 缘月底袁粮库已将横向通风技术应
用于 猿间仓房的 苑远愿园吨储粮保管上袁 创新
小组还将继续努力袁向行业标杆看齐袁不断
探索智慧粮库建设袁 促进绿色储粮技术应
用袁以科技保粮尧创新应用为粮库冲刺野双过
半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世明文 /摄

安全生产是维持企业平稳
有序的永恒主题遥上半年袁龙吴
粮库根据物流集团有关要求袁
将落实依法治企尧 安全工作要
求摆在突出位置袁 不断提升安
全工作能级袁 夯实安全管理基
石袁保障企业改革发展遥
全覆盖落实规范管理遥 源月

起袁 为确保已完成腾让的粮库
原海狮尧 东辰地块设施拆除依
法依规进行袁 粮库安全生产领
导小组牵头袁 组织制定进场施
工人员培训及应急处置方案袁
分 圆批对 猿园 余名外方施工人
员进行工前安全培训袁 重申基
本作业及切割尧 动火等特殊作
业的规范要求袁 提高安全意识袁
从源头上防控风险遥 同时袁先期
对施工区域内的消防水源等应
急防范设施进行确认袁指派厂区
消防员和专职安全员轮流值守尧

巡视袁 第一
时间防范突
发事件袁做到
安全教育培
训全覆盖尧
现场安全管
理无死角遥

法制化
指导作业开
展遥上半年袁
粮库结合全
面开展 野一
法一条例冶 专项检查的契机袁对
本部及 源个代储库进行了专项
排查整治遥 安保部结合实际袁对
标机构配置尧 人员培训等 员员大
类 缘缘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
自纠遥 在现场排查过程中袁检查
人员本着野全覆盖尧零容忍尧严执
法尧重实效冶的总体思路袁对粮仓
清理尧 粮食烘干等 员缘项生产作

业守则的执行落实袁 及药剂管
理尧消防安全等 苑个事故易发环
节进行重点排查袁 严查事故隐
患袁做到既查既纠尧即知即改袁确
保粮食作业安全有序进行遥 至 缘
月底袁 粮库本部及各代储点累
计完成粮食进出仓任务 源援苑万
余吨袁基本实现时间过半尧完成
任务过半遥 亦林 文 /摄

圆园员愿年袁 中美贸易摩擦跌宕起伏袁对
美国农产品进口造成重大制约遥新港公司
主动适应袁力争做好野市场经营冶这篇大文
章袁以市场开拓促进企业野终端活冶袁全力
冲刺半年度目标任务袁主要经济指标基本
可完成野时间过半尧任务过半冶遥

积极引进开发袁 筑牢散粮业务基础遥

公司大力拓展新客户尧新品种袁
引进国际大粮商要要要美国 悦匀杂
公司袁员至 缘月完成高粱外轮中
转 员员万吨曰达成与南通通梁的
豌豆外轮中转业务合作袁员月份
试水 员万吨后袁确定了二尧三季
度的 苑万吨中转业务遥 同时袁积
极融入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认真

做好对外援助 怨愿远圆吨大米中转项目曰紧
抓集箱物流发展趋势袁 承接进口小麦尧葵
花籽粕等掏箱业务袁员原缘月完成 源援愿苑万吨
接卸袁同比增长 员员援苑豫曰完成 员援远远 万吨装
箱业务袁同比增长 员猿愿愿援苑怨豫遥

建立采供联合袁 油脂业务企稳回升遥
公司着力发挥野毛葵油集散地冶功能袁推动

产业链合作遥 牵头搭建完成院益海嘉里与
金龙鱼工厂尧家惠油脂尧金太阳等生产企
业以及国药嘉远尧上海邦吉等进口商与多
力尧南通嘉吉尧华东代工企业的采供联合
体合作遥 员至 缘月袁 完成葵油接卸 愿援员万
吨袁同比增长 远远源援员缘豫袁市场份额出现企稳
回升的良好趋势遥 同时袁密切关注高品质
油脂的进口需求袁不断拓展业务规模遥 前
五个月完成高品质油脂吞吐量 圆员援缘猿 万
吨袁同比增长 员愿援愿豫遥

远月袁公司将保持野围绕市场做文章冶
的战略定力袁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袁厚
植业务量基础袁努力冲刺野双过半冶目标袁
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好基础遥

费凡文 /逸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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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好辖区内 愿园万吨储备粮油袁浦
江公司渊邬桥仓库冤秉承野依法依规依标治
企冶的思路袁采取有效管理措施和科学保
粮方法袁筑牢储备粮油安全屏障遥 截至 缘
月底袁实现粮油储存量 苑缘援苑万吨袁同比增
长 远员援圆源豫袁粮食宜存率尧损耗率均较好完
成了考核指标曰经营业务上袁经营收入与
经营利润均超时间进度完成曰非关联纯中
转业务量达 苑援愿愿万吨袁 完成考核指标的
远园援远圆豫遥 浦江员工正上下同欲抓落实袁齐
心助推野双过半冶遥

实现制度全覆盖尧流程全受控遥 浦江
公司坚持以国家和行业规章制度为指导袁
在实践中对标相关法律法规袁依法依规依
标执行落实曰坚决执行上级集团储粮管理

制度袁在粮油出入库尧储存环节的
管理中实施 陨杂韵体系曰 不断完善
储粮安全管理的制度和流程袁为
粮油安全储存保驾护航遥

坚持领导带头干尧 全员共参
与遥 浦江公司领导坚持以上率下袁
形成野职责明晰尧分工负责尧有机
统一冶的安全储粮责任体系院一是
主动担当袁定期开展粮食库存尧安
全自查袁 成立总经理挂帅的领导
小组和分管副总挂帅的工作小
组袁组建五个专业工作自查小组曰二是主
动开拓袁不断升级散粮保管标准化袁让标
准化成浦江野代名词冶曰三是主动承诺袁检
验人员自愿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袁严把出

入库质量关曰四是主动作为袁一线人员根
据不同季节和时间节点自觉落实各项保
粮措施袁做好野传尧帮尧带冶袁确保储粮常年
安全遥 孙成文 /君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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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先进、共谋发展”全员大讨论、大反思活动
当前，良友物流集团上下全面开展“对标先进、共谋发展”全员大讨论、大反思活动，通过前期的对标学习，实现了理念上的触动和提升，各企业（单位）将

学到悟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努力冲刺“双过半”、实现“终端活”。

渊 系列二冤

依法治企在储备粮管理中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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