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野中福 怨号冶东北海轮在浦江公司
渊邬桥仓库冤码头岸线抵港袁圆园员愿至 圆园员怨跨
年秋粮进仓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袁 仓库通过
野强健主心骨尧凝聚向心力尧绘就同心圆冶等
措施袁举全员之力助推接卸任务圆满完成遥

提振精气神袁筑牢思想根基遥为凝聚团
队干劲袁两级班子召开野提技能尧扬士气尧凝
人心尧促接粮冶专题业务推进会袁现场把脉
开方袁合理规划部署袁全面启动 员源援圆圆万吨
的秋粮入库作业遥 党总支尧 工会联合发起
野大接粮再抓实冶主题活动袁通过推进会尧微
信交流尧宣传横幅等多种阵地袁构建点面结
合尧上下联动尧全员互动尧整体推进的工作
格局袁 筑牢思想根基遥 同时袁 党总支开展
圆园员愿年度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袁挖掘大接
粮活动中的先进典型袁通过表彰会尧小故事
等不同载体进行宣贯袁 让昂扬向上的工作
热情和勇当先进的内驱动力成为秋粮进仓
的野精神食粮冶遥

抓牢质量关袁合理安排进仓遥今年的秋
粮具有野品种多尧数量大以及集装箱尧江船尧
海轮等集中到库冶的复杂特点袁仓库上下沉
着应对袁各条线迅速进入野作战冶状态遥业务
部主动与客户沟通袁根据急先顺序尧见缝插
针袁合理安排泊位袁做到来船即装即卸袁确
保秋粮进仓和贸易中转尧 主业出仓齐头并
进曰粮油检化验团队合理调配本部尧双凤两
地取样工作袁针对检验数值临界样本袁额外
增加扦样和化验袁对不合格粮坚决退回袁守
牢粮食安全大门遥

合力大接粮袁保障作业高效遥营运部试
点推进野一人多岗冶用工模式袁让有操作证
的修理和叉车工交叉到线路运作曰 设备管
理员深入现场袁及时检查维护起重尧输送设
备袁保障设备完好曰野小宋技师工作室冶发挥
创新创效作用袁 对存在缺陷的设备加以研

究改进袁让输送机调整伸缩限位尧输送带磨
损降低尧输送机 郧孕杂定位等一项项野金智
囊冶投入业务运作中曰仓储部完成了 圆园余
间仓房的储粮入库袁检查了粮温粮情袁做好
保粮基础工作袁保障进仓粮食储存安全遥

初心是储粮安全袁 匠心是踏实敬业遥
各部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尧 加强现场管
控尧提升技术革新等袁在短短 源源天内就顺
利实现了 苑援缘万吨的秋粮进仓遥 浦江人始
终相信袁只要我们怀揣野坚守初心袁永守匠
心冶的信念袁相信浦江的未来将更加可期尧
更加灿烂浴 田敏文

浦江公司（邬桥仓库）

坚守初心 永守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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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月 员远日袁上海市国
资委党委副书记董勤率组
织处尧综合协调处及有关
专家一行对新港公司开
展春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袁
实地查看了新港公司长
江码头尧打包车间尧平房
仓尧筒仓区尧中控室尧油罐
区和海狮油脂公司小包
装生产车间等作业区域袁
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措施
落实及重要设施设备运
行情况袁 听取了新港公
司尧良友集团尧光明食品
集团近阶段安全生产情
况汇报遥 光明食品集团尧

良友集团尧物流集团及新
港公司有关领导陪同检
查遥 董勤副书记对新港公
司一段时间以来在安全
生产方面所做工作及取
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
定袁对全力做好春节期间
安全保障及下阶段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院一要以
更高的要求持续抓好本
质安全袁二要以落实野苑垣员
机制冶为抓手提高动态安
全管理水平袁三要对各种
明患尧隐患零容忍袁确保
度过一个平安尧 祥和尧欢
乐的春节遥 费凡 文 /摄

为有序推进岚皋粮库资源调整工作袁经与石泉街道及相关政府
部门的充分沟通与周密部署袁2018年 12月 31日上午 9点整，物流集
团、岚皋粮库会同石泉街道相关部门组织成的联合工作组等 150
人，到礼泉路地块开展关停行动。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上午 11时，该
地块清退整治行动成功完成，客户基本全部搬离，剩余的个别客户均
处于可控状态。2019年 1月，礼泉路地块乙号门已砌墙关闭。

鑫鑫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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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圆园员怨年元旦袁 当人们还沉
浸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时袁 良友物流集
团的员工却坚守在岗位上袁 保障各项业
务正常运行袁 用辛勤的工作迎接新的一
年遥 元旦三天假期袁物流集团共有 员愿员人
次参与加班袁完成物流吞吐量 猿援猿远万吨遥

岁末冬初袁正值秋粮入库的高峰期袁
来自全国各地的稻谷尧 大米船密集靠泊
各粮库码头袁等待进仓遥 自去年 员员月初
启动 源愿援源万吨秋粮入库工作以来袁面对
入库量大尧 仓容吃紧尧 质量要求提升的
野三重冶困难袁物流集团员工齐心协力尧攻
坚克难袁物流仓储部根据新增铅尧镉等重
金属指标的要求袁 梳理制定了新的秋粮
进仓验收注意事项袁并通过内外挖潜袁高
效布局入库仓容遥 各粮库严格按照制度
流程袁严把秋粮入库质量关袁合理安排进
仓作业和保粮工作袁 有效应对船舶集中
靠港袁保障储备业务有条不紊地开展袁顺
利完成了 员援缘万吨储备粮的进销任务遥
其中袁邬桥仓库尧东沟粮库的线路尧业务
及后勤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尧坚守岗位袁粮
库党政领导深入一线看望节日生产和值
班的员工袁上下齐心完成了进出仓计划遥
沪丰公司员工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稻谷
进仓工作袁抓进度尧赶时间袁放弃节日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袁 全力以赴推进储粮通
风尧进仓等各项业务工作遥 杨思粮库尧嘉
定粮库在确保来粮质量符合进仓要求的
前提下袁按照进仓作业流程袁控质量尧抢
进仓袁 抓紧时间开展储粮进出仓和小麦
淌筛作业袁圆满完成节日作业计划遥

同时袁新港公司尧乐惠物流公司及浦江公司的物
流业务也异常繁忙袁在保障作业效率尧提升服务质量
的基础上袁加快货物进出港速度袁用繁忙的业务为新
的一年开了个好头遥 新港公司内外贸业务齐头并进袁
元旦当天就迎来了野丘比特冶号 圆援远圆万吨毛菜油和毛
葵油双油品外轮的靠泊袁 这是新港公司 圆园员怨年接卸
的第一条外轮袁大家都铆足干劲袁提前准备就绪袁海关
放行后袁立即开始两线作业袁排布线路进入不同油罐袁
在元旦当天就完成了 员万吨的接卸任务遥在接卸外轮
的同时袁还同步进行了散粮中转尧平房仓与筒仓倒仓
等多项作业袁为新年新气象博得头彩遥 乐惠物流公司
合理安排好第三方物流及储备粮作业的人员及线路袁
与铁路及上下游物流客户密切沟通袁猿天假期有 苑猿
人次加班作业袁完成各类物流运作 猿园源员吨袁确保了新
年各项物流业务开好局遥浦江公司面对接踵而来的各
类物流作业袁 在做好储备粮进出及粮油保管的同时袁
全力推进贸易中转作业袁猿园至 猿员日两天累计完成作
业量 员园园员愿吨袁开启了浦江经济建设的新篇章遥

新年第一课 提振精气神
物流集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袁
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袁近
日袁物流集团党委根据上级党委精神袁在物
流集团系统党组织内全面开展了 野新年第
一课冶主题党日活动袁为新一年党风廉洁教
育开好头尧起好步遥
根据党委的部署袁物流集团各基层党

组织通过主题党日活动袁 认真组织党员
们学习了叶光明食品渊集团冤有限公司领
导人员六条铁规曳和叶光明食品渊集团冤有
限公司巡察工作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两个
文件遥 物流集团各级党员干部坚持以上
率下袁 带头深入学习理解掌握两个文件
的重要精神遥 学习中袁各基层党组织书记
利用 孕孕栽形式袁 为广大党员逐字逐句解
读叶巡察工作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袁党员们
仔细聆听袁认真思考领会袁并对光明食品
集团的两个制度进行了专题讨论遥 良友
新港尧嘉定粮库等一些上夜班的党员袁为
了赶上新年第一课袁特意放弃休息袁提前
赶到单位参加学习遥

通过学习袁使广大党员认识到两个文
件对于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袁落
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重要
意义袁感受到上级党委尧纪委坚持不懈正
风肃纪袁 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的信心和决
心袁 从而增强了贯彻落实两个文件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遥 同时袁广大党员深刻
领会了两个文件的重要内涵袁 明确了相
关的具体要求袁 为确保两个文件落地生
根尧见行见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遥 党
员干部们一致表示袁 要坚决拥护和遵守
野六条铁规冶袁要把野六条铁规冶作为廉洁
从严的高压线袁 做到手握戒心尧 心存敬
畏袁当好政治纪律的明白人袁遵规守纪的
带头人遥

党员们纷纷表示袁 作为一名基层党
员袁 在新的一年里和今后的工作中要不
忘初心袁坚定理想信念袁把锤炼坚强党性
作为终生的野必修课冶袁参照野六条铁规冶
的要求袁切实增强忠诚意识尧大局意识尧
规则意识和担当意识袁 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袁做到守纪律尧讲规矩袁明
是非尧知行止遥 同时袁支持和配合上级纪
委开展巡察工作袁 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落到实处袁共同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袁为
把良友物流集团打造成 野粮油储备流通
的领先者和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现代物流
产业集团冶袁努力实现集团野五年再造一
个光明尧十年构建实力光明冶的目标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障遥 秋蔚文

日前袁良友集团召开“杨浦油库修理改建项目”现场验收会，物
流集团汇报了项目实施情况，设计、监理及施工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
项目相关情况，杨浦区民政局领导对项目的顺利完成表示感谢和祝
贺。集团资产投资部验收组在实地踏勘项目现场、检阅相关档案资料
并听取福利院的使用意见后，对项目的建设实施进行了总结，充分肯
定了各方所做的工作；验收组通过评议认为项目达到了预期改造目
标。至此，该项目顺利通过了总体验收。 曹琼 文 /摄

嘉定粮库开展小麦淌筛作业 袁强摄

上 海 市 国 资 委 党 委 副 书 记 董 勤

检查指导新港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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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集团首创实干袁全面完成 15.2万吨小麦淌筛任务

物流集团召开 2018年党风廉洁建设大会

圆 2019年 1月 31日星期四
综 合

0182

物流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袁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会

物流集团召开纪念建党 97周年党员大会，党委书记作主题党课

物流集团召开二届工代会暨二届一次职代会 物流集团召开第二次团员大会

物流集团召开 2018年先进表彰大会暨迎春恳谈会

物流集团召开野 进博会冶大安全工作
再落实会议

物流集团全面推进野 质量管理百日冶主题活动

物流集团平稳有序推进四家单位资源调整工作袁清退率达 78.3%

物流集团开展两级管理人员 野 近距离感知创新前沿袁携
起手共谋企业发展冶对标培训

物流集团领导关心慰问一线员工

物流集团系统党员参观学习 野 勇立潮
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展览

物流集团举办职工设备尧保管尧检化
验技能大赛

物流集团职工积极开展纪念良友
成立 20周年系列活动

物流集团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
年先进表彰大会

物流集团启动 野 寻找良友物流工
匠冶主题活动

物流集团攻坚克难袁实现 700余万吨物流吞吐量物流集团紧扣新要求袁全面完成 100余万吨储粮轮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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