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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月 员日袁 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静
波一行 远人在良友集团副总裁柯勇尧 上海市粮食局
办公室副主任邓峰的陪同下到新港公司参观交流遥
在会议室袁 陈静波董事长一行观看了外高桥粮食储
备库及码头设施项目录像宣传片袁 听取了新港公司
领导关于外高桥物流园区及新港公司基本情况的介
绍袁并前往新港公司生产作业区域袁现场了解了公司
的运营及管理情况袁 双方还就中美贸易摩擦对行业
和粮油物流中转的影响作了深入交流遥

费凡 文 /摄

中国供销粮油公司
领导到新港参观交流

入夏以来袁气温节节攀升袁又恰逢夏
粮入库和物流运作的高峰袁持续的高温给
企业生产运行带来严峻野烤验冶遥 为进一步
创造和谐安全稳定的夏季作业环境袁切实
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和业务的安全运行袁
良友物流集团党政工从思想上尧 组织上尧
措施上尧 服务上等四个方面齐抓共管袁全
面落实防暑降温各项措施袁全力保障企业
和员工安全遥
思想重视到位遥 物流集团高度重视防

暑降温工作袁 强化各级领导的防暑降温责
任意识遥物流集团党委书记尧总裁卢蓉菁率
党政领导前往每个单位进行高温慰问袁检
查安全防护和防暑降温落实情况袁 将清凉
用品和关心关怀送到一线员工的手中尧也
送到他们的心里曰 党委要求下属企业领导
带领党员到一线送清凉袁 形成一个移动的
清凉用品野发放站冶曰工会于 苑月初下发野认
真做好夏季劳动保护和防暑降温工作冶的

通知袁购买防暑降温用品袁组织职工代表进
行夏季安全生产巡视袁 开展夏日安全生产
形势教育尧隐患随手拍等系列活动袁形成高
度重视尧迅速落实的野思想防线冶遥
防范工作到位遥 物流集团要求各单位

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袁积极应对高温天
气给生产运行带来的困难袁业务安排野抓
两头尧 避高温冶袁 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
间袁严控高温作业袁对职工休息场所的空
调等降温设备进行维护保养袁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的事前布置袁防野暑冶于未然遥 加强
高温期间的安全检查袁密切关注一线作业
人员的工作状态袁重点对现场作业尧露天
作业的人员袁加强高温现场有关防暑降温
物资的配置和防范措施的落实遥 同时袁为
职工发放清凉饮料尧熬制绿豆糖等袁有针
对性地为员工加餐清凉解暑食材袁多渠道
进行防暑降温遥

企业落实到位遥 各单位按照物流集团

的统一部署袁结合业务实际情况袁采取多种
措施袁落实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工作袁确保
企业和员工高温季节生产尧生活安全遥新港
公司在高温时段尽量安排门机尧 油脂车发
等有空调降温条件的作业袁 采取搭班尧换
班尧缩短户外作业时间等多种方式袁防止单
人长时间户外作业遥 乐惠物流公司利用早
晚气温较低时段进行作业袁 在库区各作业
点安置水桶袁开展防暑降温健康讲座袁使职
工掌握防暑知识和抢救办法遥浦江公司渊邬
桥仓库冤 面对高温和夏粮大进仓的双重考
验袁采取领导班子带头送清凉尧加强现场巡
查频次尧备足防暑降温物资等多项措施袁保
障员工安全和作业高效遥 仅 苑月就检验粮
食 员员猿批次袁退回不合格粮 缘苑员猿吨遥 东沟
粮库全力保障员工的午间休息袁 在休息间
安装空调尧 风扇等袁 为一线员工备足饮用
水尧清凉油尧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遥 岚皋
粮库加强对库区各单位尧 各班组防暑降温
工作的监督检查袁 对降温设备进行检修调
试袁确保用电安全遥杨思粮库提早每日作业
时间袁 一线作业员工坚持每天 苑点前到岗
作业袁粮库坚持每天为员工发放大麦茶尧盐
汽水等袁 为员工高效开展小麦入库和淌筛
作业提供安全保障袁做到生产尧防暑野两不
误冶遥 嘉定粮库为熏蒸班组添置冰柜袁及时
补充清凉饮料曰充分利用宣传栏尧微信群尧
横幅等袁 让员工了解防范中暑的基本知识
和应急方法遥

骄阳似火袁热浪灼人袁高温还在持续遥
然而袁有企业的保障措施尧有领导的关怀备
至尧有同事的相互支持袁良友物流人的工作
热情依然不减袁 在炎炎夏日里形成了一道
战高温尧保粮安尧畅物流尧齐奋斗的靓丽风
景线袁 见证着良友物流集团上上下下的创
业激情和保粮决心浴

鑫鑫 文 /费凡摄

良友物流集团布置落实防暑降温工作

将措施落到实处 把关爱送到心田

本报讯 针对今年第 员源 号台风
野摩羯冶 将于 愿月 员圆日夜间在浙江温
岭沿海登陆的情况袁 良友物流集团高
度重视袁愿月 员圆日上午袁 物流集团成
立防台风应急工作组袁并于中午 员圆时
启动防汛防台芋级应急响应袁 将防汛
防台指挥部设在龙吴粮库袁进行 圆源小
时值守遥

良友物流集团副总裁祝伟越于 愿
月 员圆日晚上分别前往龙吴粮库尧杨思
粮库检查防汛防台情况遥同时袁物流集
团要求各单位针对野风暴潮冶三碰头的
严峻形势袁制定防汛防台措施袁各单位
分管领导必须亲临一线和靠前指挥袁
强化责任落实袁加强值班检查和巡逻袁
随时处置各类应急情况袁做好应对野摩
羯冶的各项措施袁确保一方平安遥

各企业渊单位冤迅速响应袁全面落
实抗台备战工作袁愿月 员员日至 员圆日袁
良友物流集团共有 员源愿 人次参与防
台值守袁有效保障了台风期间的企业
安全遥 新港公司将大型港机的垂直壁
用防风钢索固定袁 并设置红白警戒
线曰对房门窗尧室外用电尧防风网罩加
固尧露天堆场油布堆放尧雨水泵房设
备状况尧防风防雨物资准备等进行全
面检查曰 关闭长江码头钢闸门指令袁
值守人员在风雨中坚守企业平安遥乐
惠物流公司积极组织好人力物力袁停
止码头和露天场地的作业袁放下码头
吊车吊臂和灯塔袁 关闭防汛闸门等曰
安排值守人员进行巡查袁及时清理下
水口的垃圾袁确保平安度汛遥 浦江公
司渊邬桥仓库冤对浦江尧双凤两库的
消防设施尧 排水系统尧 照明设施尧应
急器材等进行了逐一检查袁 及时发布台风信息和
库内动态袁联动出击全力袁保障库区安全遥 东沟粮
库值班人员积极响应到位袁 落实好各项防汛防台
措施袁 全力确保职工群众生命安全和企业财产安
全遥 岚皋粮库加强台汛期间的库区巡逻袁通明沟尧
查隐患尧保排水袁直至警报解除袁确保粮库安全遥杨
思粮库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袁 对重点关键部位进行
检查及加固袁 并指派管理人员参与代管点的防汛
防台值守袁有效保障了粮库及松江尧金山代管点库
区的一切正常遥 龙吴粮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袁
备足防汛防台物资袁加固防水闸门挡板袁通知并监
督码头作业方及靠驳船只及时做好安全防范措
施袁在本库及各直属库尧代储点加派人员值守尧加
强巡视袁确保万无一失遥 嘉定粮库值班人员及时到
岗进行现场巡视袁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曰严格落实起
重机吊臂放下尧仓房天棚检查尧代管点水位测量等
措施袁保障粮库安全遥 冠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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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物流集团 野质量管理百
日冶主题活动袁落实野八个一冶活动措施袁愿
月 员源日至 员缘日袁 粮油检测中心开展了
野严把关袁统标准袁提技能袁控质量冶专项实
操培训袁物流集团所属 员园家企业的 员苑名
粮油质量检验员参加了培训遥检查中心结
合近期夏粮小麦入库的实际情况袁以小麦
入库验收指标的质量把关为切入点袁开展
了小麦野不完善粒冶和野呕吐毒素冶两个项
目的实操培训遥

在野不完善粒冶项目培训中袁检测中心
通过对典型样品的现场比对袁使检验员对

小麦生霉粒尧病斑粒等各种较难判断的不
完善粒有了统一的认识袁校准了感官评判
标准袁也对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
题进行了分享交流遥

在野呕吐毒素冶项目培训中袁检查中
心专门邀请了北京华安麦科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的两位技术专家对检验员的实验
操作进行了现场指导和点评分析袁 并总
结了酶联法测呕吐毒素的操作技术要
领遥 检验员们在培训中认真听讲尧动手实
践袁培训氛围热烈尧效果显著袁大家纷纷表
示袁 要将培训成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 野质量管理百日冶主
题活动精神袁坚守粮食安全大门袁严防不
合格粮入库遥 方欣 文 /丽萍摄

乐惠物流公司通过两级管理人员会
议学习了活动要求袁 进一步明确活动目
的袁落实了活动相关负责人员遥

浦江公司渊邬桥仓库冤在开展野战高
温尧大接粮尧提品质尧保粮安冶劳动竞赛的
大背景下袁掀起野质量管理百日冶活动热
潮袁 公司党政班子及时向两级管理人员
传达物流集团百日活动精神袁签署了叶质
量管理责任承诺书曳袁助推百日活动取得

实效遥
杨思粮库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袁组织中

层管理人员学习活动实施方案袁 并对从
野严格执行质量规范尧坚决清退不合格粮尧
规范储粮作业的质量监管冶等三个方面作
出布置遥

龙吴粮库召开质量管理工作专题会
议袁学习活动方案袁进一步明确小麦入库
的六个野严格冶的质量管理要求院一要严格

落实夏小麦质量验收标准袁二要严格遵循
入库粮食检验野规范化冶尧野流程化冶尧野职责
化冶标准袁三要严格执行物流集团小麦入
库验收注意事项袁四要严格优化小麦入库
工作的调度安排和各环节衔接袁五要严格
遵循代储点就地划转粮食 野一票否决冶原
则袁六要严格确保流程合法合规袁杜绝不
合格粮食入库遥

中慧田敏 露峰亦林文

为全面贯彻落实良友物流集团“质量管理百日”主题活动，近日，各企业（单位）结合各自实际情

况，传达学习物流集团“质量管理百日”主题活动推进会的精神，布置相关工作，有效推进活动开展。

抓牢依法治企 筑牢质量大堤

粮油检测中心开展粮油质检员专项实操培训

各企业（单位）有序推进“质量管理百日”主题活动

开展依法治企 落实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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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部是团的最基层组织袁是团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团日活动是团支部组织优化服务
功能的重要载体，在推动青年成才、服务青年成
长、凝聚青年人心、促进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活力，激发广大职业青
年的创新和创造热情，增强团支部的活力、吸引
力和凝聚力，日前，良友物流集团各个基层团组
织积极响应良友集团团委“青春建功大粮商，激
发活力展作为”团支部团日活动创意大赛的号
召，根据各自企业青年的特点和实际，组织青年
们开展头脑风暴，开展团日活动的创意设计，并
精心制作了团日活动海报。下面，就让我们一同
来看看他们不一 YOUNG的精彩！

青春创意不一 Y O U N G

愿月的炎热虽暑旱之甚袁 酷热
难当袁 却没有消殆浦江人在骄阳下
挥洒汗水的热情袁 他们秉持着为国
保粮安的初心曰纵使汗流浃背尧闷热
难耐也无法动摇浦江人坚守岗位的
决心曰他们用心捍卫着 愿园万吨粮食
的质量安全袁 彰显出浦江人特有的
那份担当情怀遥

当野战高温尧大接粮尧提品质尧保
粮安冶劳动竞赛的号角吹响袁当码头
储备与经营业务面临繁忙野双碰头冶袁
当烈日下面对高温的无情炙烤袁他们
心怀对企业的感恩之情袁对岗位的坚
守执着袁 在 苑月炎夏出色完成了浦
江尧双凤两地储备粮进销及内移作业
量 苑援园远万吨袁 经营性粮食中转作业
量 源援源圆万吨袁 检验进出粮食 员员猿批
次袁退回不合格粮 缘苑员猿吨遥他们用心
驻守着野浦双冶粮食安全根基袁守护老
百姓野舌尖上的安全冶遥

为了全力保障员工和粮食 野双
安全冶度夏目标袁浦江公司党政领导
班子谋思于心袁见之于行袁推出一系
列暖心措施袁确保职工在为企保粮安
的同时袁 感受到最贴心的温暖和关
怀院一是加强安全教育宣贯力度遥 通

过微信尧培训尧板报等多层次宣传载体袁关注关爱员
工的劳动安全曰二是实施线路作业错时制度遥 遇到
高温天气袁业务部及时调整作业时间袁避开中午高
温时段曰三是加强安全隐患检查力度遥 高温期间袁多
次组织专项安全检查袁加强日常安全巡查袁认真排
查灭火器材尧 消防泵等应急物资与设施的情况袁做
好预防措施袁努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曰四是提升后
勤保障服务等级遥及时掌握生产岗位职工的身体状
况袁送上清凉油尧花露水等防暑降温物品遥 高温天
气袁 浦江公司党政领导轮流带队到生产作业区袁慰
问奋战在烈日下的职工袁送上企业的体恤和关爱遥

有信仰才坚定袁 浦江人的信仰便是对粮食安
全承诺的兑现和对储粮品质的坚守袁 用初心铸再
次启航浴 田敏 文 /君斌摄

七月起袁申城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火热的
季节袁而杨思粮库也迎来了一年中最为繁忙
的作业季节遥持续的高温没有阻挡住杨思员
工完成各项进出仓任务的决心袁广大员工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毫不松懈尧 奋勇争先袁为
赢得夏粮入库战役的胜利全力以赴遥

奋战高温袁保质保量稳进度遥 高温给作
业任务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袁 但这并不能阻
挡杨思员工圆满完成进销任务的决心遥 在
粮库党政班子的带领下袁 杨思员工上下拧
成一股绳袁全力参与进出仓作业遥 为确保每
日进出仓产量袁减少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袁
业务部门及时调整作业时间及人员安排袁
提早每日作业时间袁 参与线路作业的员工
每天坚持 苑点前开始作业袁保证作业量遥 同
时袁为确保粮食质量安全袁全面落实粮食进
仓检验标准袁加强检验质量管控袁尤其对呕
吐毒素等安全指标做到全程管理袁 确保来
粮质量安全遥自 苑月 员日至 愿月 圆园日袁粮库

共计完成进出仓作业 圆援猿远万吨遥
防暑降温袁关心员工稳健康遥 为保证员

工的身心健康袁把对员工的关爱落到实处袁
在高温到来前袁 粮库综合办就与工会协商
确定了 圆园员愿年度的防暑降温工作方案遥 高
温时袁开展多种形式的野送清凉冶活动袁每天
给员工发放大麦茶尧盐汽水等饮料袁配备藿
香正气水尧人丹等防暑用药品袁并对员工休
息室的空调尧冰箱等设施设备进行了
检修袁确保正常运转袁保证员工有良
好的休息环境袁进而以更好的精神和
身体状态投入到高温天的各项生产
工作中去袁确保粮库高温季节生产作
业的安全高效遥

安全宣传袁防暑提示暖人心遥 为
进一步消除高温作业的安全隐患袁粮
库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管理人员
专题会议袁在思想上强化危机感和紧
迫感袁大家集思广益尧查找漏洞尧制定

预防措施袁加强现场巡查袁加大监督力度遥
业务部门与营运部门一手抓生产袁 一手抓
好员工防暑降温工作袁做到生产尧安全野两
不误冶遥 粮库综合办制作了高温防暑降温与
安全生产专题展板袁各班组利用班前尧班后
会强调高温天气下的防中暑措施袁 督促高
温岗位员工及时饮水与充分休息袁 教育员
工班后注意休息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上岗袁
确保生产平稳有序遥

流火的 苑月虽已过去袁 但 愿月的申城
依然炎热袁 杨思员工依然奋战在夏粮接卸
的第一线袁相信在大家的通力协作下袁一定
能顺利完成大接粮工作遥

露峰文 /摄

端午佳节刚过袁 嘉定粮库内河来了两
条小麦船袁 拉开了今年夏粮小麦入库的序
幕遥 一上班袁业务部检化验室接到调度工作
指令袁迅速启动入库来粮检验程序袁安排检
验员上船扦样遥

扦样是质量检验尧 判定工作中最重要
的环节遥 顶着闷热的日头袁检验员赵玉华提
着 圆米长的野粮探子冶直奔船只袁熟练地在
船头尧船中尧船侧尧船尾四个区域分别扦样遥
按照规定袁缘园园吨以下的小船散粮扦样四区
各不少于两个扦样点袁 而小赵他们为了提
高样品的精准度袁自我加压袁将扦样点增加
到十几个点袁然后混合均匀为一统样袁装入

事先准备的样品袋中遥
早在夏粮入库启动之前袁粮库业务

部就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袁 对各项前
期准备工作进行了布置落实院 精细排
摸上报入库仓容袁 全面做好现有空仓

房的清理尧打扫尧消毒尧布设通风道等工作袁要
求相关条线的人员必须严格尧 规范执行来粮
质量检化验的工作流程遥

在物流集团召开夏粮入库专题会议
后袁粮库业务部马上进行了传达落实遥 组织
业务人员认真学习掌握良友集团关于 圆园员愿
年市级储备粮夏粮小麦入库质量标准要求
的文件和物流集团下发的 叶小麦进仓验收
注意事项曳曰制定下发了叶嘉定粮库粮食渊小
麦冤检化验尧作业流程图曳袁让工作人员更加
直观了解尧明晰操作曰同时袁特别强调验收
的注意事项院来粮取样实行双人规范取样袁
代储库必须同步严格执行曰 严格按照物流

集团有关呕吐毒素项目检测的检测要求袁
进行自检或送检袁 达到完全符合标准要求
才可入库遥 另一方面袁强化来粮入库过程中
的质量监管袁发现质量异常尧超标的袁坚决
予以退货遥 在粮库今年的第一批来粮检化
验中袁 针对某一小项没有达到入库质量标
准的情况袁粮库进行了复核检验袁并经粮油
检测中心和物流集团物流仓储部确认袁不
完善粒超过集团规定要求袁 未达到入库标
准袁粮库予以退货处理袁共计 远船 员苑远愿吨遥
制度和流程严密尧执行和落实严格是夏

粮小麦入库质量的保证袁也是对员工工作责
任心的考验袁尤其是检化验室袁责任大尧任务
重袁但是在粮库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袁他们
勤奋工作尧一丝不苟袁合理安排业务袁不断提
高工作效率袁当好粮食安全的野守护者冶袁确
保夏粮入库与小麦淌筛的检化验工作有条
不紊地开展遥 伟峰 李娟文 /寅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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