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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良友物流集团“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
乐惠物流公司党总支

浦江公司（邬桥仓库）党总支
沪丰公司党支部
岚皋粮库党支部

2018年度良友物流集团先进工作者
良友新港公司 邓浩忠
良友新港公司 林乾瑞
良友新港公司 施伟琦
乐惠物流公司 孙黎明
浦江仓储公司 袁红兵
浦江仓储公司 姚云艳
浦江仓储公司 宋春强
沪丰粮油公司 陈志强
东沟粮食仓库 韩惠明
岚皋粮食仓库 袁慧清
杨思粮食仓库 张 军
龙吴粮食仓库 姚建国
嘉定粮食仓库 杨伟良
上海兰笋山庄 庄育英
物流集团本部 袁玉英

员月 圆怨日下午袁良友物流集团在兰笋
山庄锦绣厅召开野起航 圆园员怨冶先进表彰大
会暨职工迎春歌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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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园园
余人参加遥会议表彰了 圆园员愿年度物流集团
野四好领导班子冶尧野先进工作者冶尧野质量之

星冶和野管理之星冶曰先进代表作交流发言曰
物流集团党委书记尧 总裁卢蓉菁作新年致
辞曰随后的歌会呈现了 员源个精彩节目遥

物流集团召开 2019 年先进表彰大会暨职工迎春歌会

圆园员愿 年乐惠
物流班子统一思
想袁在班子人员精
简 袁 经营指标提
升袁监管要求不断
升级的压力下袁我
们以干事创业的
激情袁以时不我待
的担当袁发挥引领
作用袁带领全体员
工袁全面完成各项

经营管理目标遥
以野 四好冶班子为引领袁发挥集群效应袁提高

驾驭能力
乐惠班子以目标为引领袁 打破围墙袁 发挥合

力袁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根遥 一是明确企业定位袁
发挥团队优势遥 乐惠物流班子牢牢锁定野仓储垣物
流冶的企业定位袁努力打造有品牌尧有效益尧有质量
的终端活企业袁梅林内外贸的运作量创历史新高袁
非关联中转业务超额完成遥二是注重学实结合袁提
高驾驭能力遥 开展季度经济分析会袁找短板袁寻方
法袁求突破袁通过在碰撞中达成共识袁提高工作驾
驭力遥三是注重一线实践袁解决疑难杂症遥 在新业
务的开展中袁为新流程尧新费率尧新操作规程提方
案袁通过加强管理袁改进门禁系统袁解决内部车辆
乱停乱放现象曰通过项目小组跟踪袁规范物流服务
单价袁优化物流平台遥
以经济发展为主题袁打造品牌创新工艺袁提高

经营业绩
创建野四好冶班子是否取得成效袁工作业绩是

最好的试金石遥一是走市场增盈利遥通过走周边码
头仓储企业袁利用网络营销平台袁走访区招商办等
多通道营销战略袁成功引进山东威高尧灿辰食品尧
中铁公司等近 愿园园园余平米大型仓储物流服务项
目袁实现仓储单价新标杆遥二是重品牌强服务遥 我
们将客户的需求转换成我们的追求袁 通过自建集
桩箱作业移动棚解决雨天作业货物受潮的问题袁
客户的满意度得到全面提升遥三是改工艺提效率遥

通过尝试使用软托盘技术袁作业效率提高 员 辕 猿袁装卸人力节约
猿 辕 源曰自制叉车吊装架袁实现叉车吊架对软托盘货物进库直接
堆垛袁制作高空作业防坠支架袁为物流运作做好安全保障遥

以共创和谐为目标袁夯实管理底板袁提高职工满意度
一是利用网络技术袁 形成快速沟通反馈机制遥 发挥新媒

体袁根据不同性质建立多个微信群袁实时传达企业的信息和沟
通协调事宜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二是围绕工作核心袁推进绩效延
伸遥 制订年度尧季度部门工作分解表袁新增部门安全环境绩效
考核办法袁做好绩效考核细化量化袁突显绩效对责任的倒逼机
制遥三是坚持野以人为本冶袁提高职工满意度遥 我们坚持以人为
本袁从员工最关心尧最迫切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入手袁完善领导
与职工沟通交流制度袁开展野接地气袁强根基袁促和谐冶职工座
谈会袁认真倾听心声袁解疑答惑袁实现班子与员工思想与行动
上的同步曰深化野串尧知尧凝冶活动袁班子成员走进困难职工尧先
进职工尧业务骨干家中袁送去企业的关爱袁体现爱与尊重的企
业文化墙遥

圆园员愿年我履职党务工作袁同时又分
管良友公司人力资源尧 仓储保管和安全
保卫工作遥面对岗位重任袁我一方面加强
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袁 另一方面在
工作实践中积极思考袁 完善工作和管理
标准袁提升分管业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遥

一尧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野 示范性尧
引领性尧凝聚性和创新力冶

1、创建特色党支部，提升党员创新
创造力。新港党总支积极开展野一支部一
特色袁一形象一品牌冶创建工作袁圆园员愿年
第二和第三党支部结合各自工作特点袁
分别申报野畅物流尧保管优冶和野树匠心尧
育匠人尧 出匠品冶 作为支部的特色和品
牌袁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创新能力遥

2、完善机制、搭建平台，大力实施
人才培养工作。一是完善激励机制袁着
力打造野能力垣活力冶员工队伍曰二是通
过野技能实训室冶尧野技师工作室冶平台和
实施野项目制尧导航制尧轮岗制冶等人才
培养机制袁加快人才培养和锻炼曰三是
实施一岗多能精准培养袁满足企业岗位
综合配置和员工队伍精简高效要求遥

3、深入开展主题活动，彰显党员模
范作用。一是围绕生产经营袁组织党员

开展突击劳动袁 发动党员建言献策曰二
是关心困难职工袁坚持开展野串知凝冶活
动袁走访慰问困难尧工伤尧患病职工袁开
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活动袁让员工切身
感受到组织和党员的关爱和温暖遥

二尧坚持精细化尧标准化，提升管理
能级

履职分管工作袁坚持把会的工作做
细尧做实尧做对曰把不会的工作通过建立
制度尧流程袁制定相应的标准作为工作
目标遥从不会到会袁从会到精袁重点抓好
过程管控和执行袁体现管理的效益遥 一
是把好储粮安全关遥特别加强筒仓储粮
的风险预判管理袁及时发现尧分析和处
置风险粮曰 二是把好理货作业质量关遥
坚持作业过程控制和工作现场六清管
理要求袁抓好粮油出入库的数量尧质量
与品控管理遥 特别在援外大米业务中袁
持续改进尧优化作业工艺袁细化工作标
准袁打造援外大米装箱野新港冶品牌曰三
是把好成本控制关遥面对企业人工成本
的刚性增长袁持续优化岗位配置袁控制
人工成本袁实现人力资源增值和人力资
源可持续发展遥同时通过调整完善部门
绩效考核指标袁 细化项目考核内容袁提

高部门考核精准度袁增强公司上下工作
合力遥

三尧坚持如履薄冰袁管控安全生产
风险

坚持每月专业安全检查袁 排查尧治
理隐患袁落实重要设备和重点部位巡检
管控要求袁开展电气尧消防等专项整治
工作袁以标准化的管理要求袁防止企业
发生系统性安全风险遥注重安全生产监
督尧关键环节审批管控尧安全行为规范尧
严格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袁以厚植企业安
全文化为基础袁持续提升员工自主安全
管理的意识和能力遥

圆园员怨 年本职工作要围绕做好做实
储粮管理和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袁持续不断地完善尧巩固和创新工作方
法袁以勤勉务实的工作态度袁为新港和物
流集团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遥

很荣幸被评为 圆园员愿年度物流集团
先进工作者袁 这既是一份荣誉和认可袁
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遥回想自己参加工
作以来袁从一个对修理工作仅有一点模
糊认识的门外汉袁到现在熟练掌握各类
机器的修理工艺和操作技能袁离不开嘉
定粮库领导的细心培养和资深同事的
热心帮助遥感谢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
帮助袁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全体修理班组
的成员袁有了他们的努力袁才能出色的
完成各项修理工作遥这份荣誉不仅是我
个人的袁更是我们全体修理班组的遥

修理工作时间紧尧任务重袁突发状况
多遥每次的抢修任务袁我们修理人员总是
加班加点抢修机器袁 想着在不耽误正常
生产作业的情况下袁 在最短的时间内解
决问题遥平时我们在保养上多下功夫袁每
次进入车间检修的设备袁不管是输送机尧
出仓机尧还是补仓机尧摇摆机袁只要来到
车间袁我就不会让它们带病出去工作袁我
想这也是我们修理人员的行为准则吧遥
近年来袁 我们积极配合仓库做好科

技保粮上的技术创新和仓库设备设施的
小改小革工作袁参与完成了仓房门简易固
定尧中储粮仓房外扶梯防护门尧司磅间信
号灯安装等的小改小革遥在全社会都在倡
导工匠精神的今天袁我觉得我们修理人员
更应该具有这一份匠心袁对细节要有更高
的追求遥 通过不断改进操作工艺袁做到凡
经我们检修过的设备袁 都能让使用者称
心袁这就是我心里的工匠精神袁我也会用

工匠精神严格要求自己遥
圆园员愿年是忙碌的一年袁也是收获的

一年遥修理完成了嘉定本部和安庄设备
的保养抢修工作袁掌握了清筛机器的修
理保养新法袁同时对各代管点的清筛机
器进行了安装尧指导袁教会他们设备保
养的方法和技巧袁积极参与了物流集团
组织的技能比武袁获得了团体二等奖的
优异成绩遥

这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袁是进步的
新起点袁它将推动着我更加努力地完成
好各项工作任务袁 用一颗奉献的心袁敢
于行动袁愿意付出袁才有收获遥展望新的
一年袁我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袁更加尽
心尽责袁以务实求真的工作态度袁不断
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袁竭尽所能为实现
野粮油储备流通的领先者和具有行业影
响力的现代产业集团冶这一企业愿景作
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遥

圆园员愿年 苑月起袁 物流集团在全
系统开展野质量管理百日冶主题系列
活动袁 作为企业的质量技术管理部
门袁检测中心积极响应公司号召袁坚
定落实野八个一冶措施袁不断提升质
量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遥
统一标准袁专业培训有的放矢
愿月 员源至 员缘日袁检测中心组织

开展了以野严把关袁统标准袁提技能袁
控质量冶为主题的专项实操培训遥公
司下属 员园家基层单位的 员苑名现职
粮油质量检验员参加了此次培训遥
通过培训袁 检化验员们加强了质量
管理意识袁对贯彻落实野质量管理百
日冶主题活动精神尧坚守粮食安全大

门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遥
监督抽查袁质量管理不留死角
愿月 圆圆日至 怨月 苑日袁 检测中

心质量监督员现场抽查了部分粮库

的检验和业务部门的质量管理
工作遥以野查质量意识尧查资质能
力尧查执行情况尧查现场管理尧查
过程质量冶为突破口袁重点抽查
储备粮油的作业流程和质量监
管工作袁以及粮食出入库各环节
的质量把关和库存粮油的各项

保管措施的具体落实情况遥 在 圆园员愿
年的 陨杂韵质量管理外部审核中袁检
测中心及各检验条线均未查出不符
合项袁顺利通过第三方检验遥

保障粮安袁严控进仓来粮质量
检测中心根据质量管理百日活

动要求袁主动承担企业野保障粮安冶的
主体责任袁 加强进仓来粮质量监控遥
在夏粮小麦大进仓期间袁重点关注进
仓小麦的食品安全指标 野呕吐毒素冶
的检测和判定袁将入库标准从国标规
定的 员园园园责责遭熏严控至 愿园园责责遭袁并以作
业指导书形式纳入 陨杂韵质量管理体
系袁从制度上统一了呕吐毒素指标合
格入库的作业流程遥严格规范管理流

程袁积极落实岗位责任袁严控进仓进
程时效袁全面保证检测质量遥
技能为先袁注重人才队伍建设
活动期间袁检测中心组织了新人

入职带教尧检测项目拓展尧业务技能
比武等一系列主题衍生活动遥在此过
程中袁中心员工身体力行袁率先垂范袁
为新进人员树立了野质量为本袁技能
为先冶的工作理念遥圆园员愿年中袁包括中
心 圆名成员在内的 员猿名检化验员们
全部顺利通过了国粮局组织的职业
技能考核袁其中 员人取得农产品食品
检验员的初级职业资格袁缘人取得中
级职业资格袁远 人取得高级职业资
格袁员人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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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担当 服务新港新发展

先进工作者邓浩忠

检测中心

在职责面前默默扎根

先进工作者杨伟良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姜国芳

质量百日行 我们在行动

质量管理之星 方 欣

高歌新时代 起航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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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集团本部男女小组唱叶 年轻的战场》

开场节目叶 盛世鼓舞曳

浦江公司音舞表演《荷塘月色》

领导班子诗朗诵叶 起航 2019》

主持人院徐冠中 邬中慧 梁逸婷 俞昊翔
新港公司大合唱叶 我们的新时代曳

乐惠物流歌曲串烧 东沟粮库音舞表演叶 大梦想家曳

新港公司朗诵唱叶 在此刻曳

新进员工代表合唱叶 你曾是少年曳 沪丰公司男声小组唱叶 希望的热土曳 杨思粮库尧龙吴粮库阿卡贝拉叶 青花瓷曳

浦江公司大合唱叶 让世界充满爱曳 尧叶 明天会更好曳

嘉定粮库表演唱叶 光阴的故事曳 小乐队演奏叶 祖国不会忘记曳 尧叶 海滨圆舞曲曳 演职人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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