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
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
费升级的意见》称，到 2020 年，初步形
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衔接顺畅的冷
链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全程温
控、标准健全、绿色安全、应用广泛”的
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培育一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综合服务能力强的冷链物
流企业。

《意见》指出，加快发展冷链物流
对促进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增收，提
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和推动居民消费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要以体制机制创
新为动力，以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应
用为支撑，以规范有效监管为保障，构
建“全链条、网络化、严标准、可追溯、
新模式、高效率”的现代冷链物流体
系。到 2020 年，生鲜农产品和易腐食
品冷链流通率、冷藏运输率显著提高，
腐损率明显降低，冷链服务水平大幅
提升，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意见》提出八方面措施：一是健
全冷链物流标准和服务规范体系。系
统梳理和修订完善现行冷链物流各类
标准，抓紧制定实施一批强制性标准。
针对重要管理环节研究建立冷链物流
服务管理规范，建立冷链物流全程温
度记录制度。二是完善冷链物流基础
设施网络。加强对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的统筹规划，逐步构建覆盖全国
主要产地和消费地的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网络。健全冷链物流标准化设施设
备和监控设施体系。三是鼓励冷链物
流企业经营创新。推动冷链物流服务
由基础服务向增值服务延伸，鼓励冷
链共同配送、“生鲜电商 + 冷链宅配”
等经营模式创新，鼓励冷链物流平台
企业为小微企业、农业合作社等创业
创新提供支撑。四是提升冷链物流信
息化水平。加强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大
力发展“互联网 +”冷链物流，提高冷
链资源综合利用率。推动构建全国性、

区域性冷链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和质量
安全追溯平台。五是加快冷链物流技
术装备创新和应用。加强基础性研究
以及核心技术工艺等的自主研发，加
速淘汰不规范、高能耗的冷库和冷藏
运输车辆，提高冷藏运输车辆专业化、
轻量化水平，推广标准冷藏集装箱。六
是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将从源头至终
端的冷链物流全链条纳入监管范围，
建立冷链物流企业信用记
录，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和应
用。七是创新管理体制机
制。进一步简化冷链物流
企业设立和开展业务的行
政审批事项办理程序，加快
建设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冷
链物流市场。利用信息化
手段完善现有监管方式，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八是完
善政策支持体系。继续执
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政策，完善和优化城市配送冷藏运输
车辆的通行和停靠管理措施，探索鼓
励社会资本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
多种方式参与投资建设。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把推动冷链物流行业发展作为稳增
长、调结构、促消费、惠民生的一项重
要工作抓紧抓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
贯彻落实。

很多公司都在抱怨，仓库管理乱，人员
难管理。问题在于：抱怨归抱怨，究竟怎么
改，怎么管，从来没有过头绪，也没有认真
地思考过，结局就是稀里糊涂地上了套
WMS 系统，然后就满怀期待地等着仓库自
动地被管理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最
后结果就是让软件来背锅。

要想真正管理好仓库，软件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而其他几个部分则分别是人员、
流程、制度，这四个方面需要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才能够形成真实的效果。下面，我们
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展示这四部分是如
何运作如何互相影响的。首先简单说下 A
公司的情况：

A 公司作为该城市规模较大的三方物
流公司，承接了该市很多知名企业的仓储
物流业务。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大，在仓库
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企业
也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当中，发生的问题不
断，客户对他们也越来越不满意。

从表象上看，A 公司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入库流程不够严谨，随意性很高。
2、现场管理混乱，没有区域划分，缺少

标示。
3、定期盘点总是对不上账。
通过前期调研，专业人士为 A 企业提

供了如下整改建议：

将货物管理与记账管理分开，建立相
互监督机制，规定 1 个月必须盘点一次，发
现异常及时进行查找，然后上报处理。

建立规范化的出入库手续流程，仓库
重新划分区域，建立仓库平面图，清晰化仓
库布局，建立货位标示牌，将货物与货位紧
密绑定。

建立奖罚机制，要求仓库管理人员分
别签署工作质量承诺书，约定管理指标，完
成后奖励，反之就被处罚。

选用 SmartWMS 仓库管理系统，实现
库存异常状况的预警，提供库存状况分析
表，产品实现条码管理，收货后进行条码编
制，自动上传软件系统，发货时自动出库，
盘点时自动对账，减少漏盘，错盘现象的发
生。

通过一段时间后，A 企业基本上解决
了自身问题，业务也走上了正轨。

作为物流企业，很多企业管理者都将
目光放到揽取业务上。从国内目前的商业
环境来看，从长远来看，运用这样的思维企
业发展必定会出现瓶颈。

拼到最后，企业最终还是比内功，单纯
地靠拉订单而“消化不良”，最后的结果还
是一样。唯有不断地从人员、流程、制度、系
统这四个方面来进行优化整合，才能实现
强大的竞争力，这一点各位企业的管理者
需要清楚地认识到。

如果仓库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企业
可以从员工的动力、立场、管理流程和制度
层面查找一下问题，相信很快就能找到问
题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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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康美物流 2017 年
第一季度工作总结大会在普宁物流
港隆重召开，总经理余莹莹及各模
块 23 位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
议旨在总结公司第一季度工作完成
情况，明确部署第二季度工作重点，
协调把控公司整体运营方向，确保
年度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会上，公司各模块负责人围绕
本部门职责和各项目工作进展情
况，对第一季度工作进行陈述总结。
针对各模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余
总进行了深入点评，与会人员也对
各模块工作汇报中存在的问题给予
讨论和建议。

汇报完毕后，余总对第一季度
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全面回顾，针对
各部门第一季度取得的工作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第四方物流
平台”、“OMS 系统开发”、“现代医
药物流改造”、“恒温运输技术开发”
等建设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依
据 2017 第一季度工作情况及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对第二季度的工作做
了详细的安排部署。

此次季度工作会议的召开，使
各模块负责人对公司的业务运作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提升了经营意识，
也明确了第二季度的工作思路，与
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过程

中要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提升管理
能力，努力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
指标。相信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凭
借“品质先导，行业典范”的经营理
念，公司二季度的业务工作必将取得
佳绩！ A3 团队建设

A2 行业资讯

国务院发文：3年内培育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冷
链物流企业

“五·一”劳动美 看康
美物流最美瞬间

诗歌欣赏:《夜》&《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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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技能比武，促进融汇交流

康美物流“充电计划”竞赛活动

（上海站）圆满落幕

4 月 21 至 22 日，康美物流“充电计
划”之业务技能竞赛活动（上海站）在康
美物流上海分公司顺利举行，康美物流
上海马陆基地、奉贤基地、青浦基地仓配
作业员工共计 34 人参加了此次竞赛，竞
赛角逐产生含单证账务处理、收发配货
复核、叉车技能、配送装车、司机驾驶技
能在内的五大项目 10 个优胜名次。

上海站活动在充分借鉴前两站项目
实施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区业务种类的
多样性，在上海人事部与上海分公司及
各仓配负责人的反复沟通论证下，最终
以“渠道细分、职能细分、设备细分”为
原则，本着“比武为基，交流为本”的宗
旨，力求通过此次业务技能比拼，最终实
现“同地区不同业务渠道、同渠道不同岗
位职能、同职能不同操作设备”的员工业
务技能的融汇交流。

为了不影响正常业务运作，比赛以项
目为单位在正常业务操作间隙分批举
行。比赛过程中，单证与账务员的敏锐与
细致、叉车员设备操作的娴熟与平稳、仓
管与理货员的刚中带柔、配送员与司机
的老练沉着……他们个个卯足干劲，旗鼓
相当，无不展现各自最强技能。他们在组
委会特意为每个项目设置的多重障碍中
逐个击破闯关，展现了高层次的竞技水
平，在得到参赛评委高度赞许的同时，更
是博得在场观战同事的助威呐喊与阵阵
掌声。

本次活动的开展，成功搭建了康美物
流上海地区各仓配模块间的业务技能交
流平台，通过技能竞赛有效增进了员工
间的业务技能融汇与交流，为上海地区
整体业务操作水平巩固提升提供了有利
条件，为康美物流上海地区下一阶段的
业务拓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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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获评“广东科创先锋”

5 月 6 日“榜样的力量———
2016‘FIT 粤’科创先锋大赛”颁
奖典礼在广州举行。康美药业副
总经理韩中伟出席了大会，并与
广汽集团、美的集团、格力电器、
TCL 集团等上榜企业代表一同上
台接受表彰。

据了解，“榜样的力量———
2016‘FIT 粤’科创先锋大赛”自 1
月 3 日正式启动以来，吸引了
5418 家科技创新企业报名参赛。
其中，既有规模较大的国企、民
企，也不乏处于“创客”阶段的小
微企业，范围覆盖了智能制造、
计算机通讯、软件及技术服务等
20 多个行业。大赛开创性地引入
“技术流”和“能力流”两项评价
指标，挖掘具有成长性、创新力
和市场竞争力的优秀科创企业、
科研机构及领军人物，打通科技
与金融精准对接的新通道。在大
赛设置的科创先锋、最具成果转

化力奖、最具成长力奖、领军人物
奖、最具创新力奖、创新之星奖等
六大奖项，其中，“科创先锋”奖囊
括了康美药业、广汽集团，美的集
团、格力电器等一众知名南粤企
业。

据主办方不完全统计，典礼
现场参会机构和企业背后所代表
的资本高达 2 万亿元，充分展现
了广东科创企业的强大实力。康
美药业等“科创先锋”企业已成为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广东保持经
济稳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扩大
内需的重要保障，也是广东经济
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康美药业在科研创
新方面表现出色，获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
业，康美药业企业技术中心获评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务院发文：3年内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冷链物流企业

新闻速递 国务院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 涉及仓储物流等多个领域新闻速递 11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旨在提升“中国物流”形象

品质先导，共赢 Q2
康美物流召开 2017 年第一季度工作总结大会

（内部刊物，仅供阅读）

管好仓库
从四个方面入手就够了

选配冷库叉车应注意
哪些问题？

电动叉车作为冷链行业物流
搬运的关键设备，在冷链行业的
运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
于冷链行业的特殊性，使用电动
叉车必须要考虑到其在低温环境
下的作业能力。在低温环境下使
用电动叉车，通常要考虑到以下
几个方面。

电瓶容量的标定是以 20℃的
环境温度和标准气压为基准的。
环境温度越低，电瓶实际可使用
的容量越小。一般来说，在 -20℃
的低温环境下，电瓶的实际容量
只有其标定容量的 80%。因此，在
常温环境下可以满足使用时间要
求的电动叉车，在低温环境里可
能达不到使用时间要求。电瓶容
量需要适当加大。

很多情况下，电动叉车需要
在低温和常温环境下交替工作。
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冷凝水，
从而对电器元件造成损伤。叉车
的设计和维护必须考虑到这一
点，否则电动叉车很可能会故障
频发，无法正常使用。

低温冷库里往往湿度比较
大。电动叉车的一些部件、结构件
等很容易发生锈蚀的情况，这就
需要电动叉车必需做好相关的防
护保护，以免发生锈蚀、甚至损坏
的情况。

冷库里湿度比较大，地面也
较湿滑，甚至会有结冰的情况。这

种情况下，叉车必须要具备良好的
防滑能力。冷库叉车一般都会配备
防滑轮胎，但这往往还不够。由于
叉车在承载时前轮负荷很大，而后
轮负荷很小，所以后轮与地面的摩
擦力变得很小，导致会有侧滑的情
况发生。因此冷库用的电动叉车在
选择时需考虑选择较大吨位的车
型，这样在载货后也能保持较大的
后轮负荷，避免轮胎打滑的情况发
生。

常温下使用的液压油和液压
高压软管在低温下容易变稠变脆，
不适宜在低温下使用。因此冷库用
的电动叉车必须要使用专用的液
压油和高压软管，以免发生故障和
安全事故。

常温下使用的滑油、润滑脂，
在低温下也会改变其特性，不适于
在低温下使用。这部分也要使用专
用的滑油和滑脂。在一些电动叉车
的精密构件上，如微开、传感器、精
密轴承等也需要使用特殊设计的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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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美

看康美物流最美

他们，在我们的周围，用汗水默默努力着；在繁忙的配送仓库
里，或黑白颠倒，或夜以继日，他们以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为康
美物流的繁荣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

他们，奋战在第一线，分散全国各模块；他们，为生活为梦想
而打拼；每一个劳动者都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每一种光环的背后
都有无尽的艰辛。

五一劳动节到了，让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精彩瞬间，让
我们一起去发现、一起去分享劳动的美好，向康美物流每一位劳
动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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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贴近员工、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物流视窗》编辑
部决定对公司内部进行征稿，具
体事项如下：
（一）、征稿主题：

我与康美物流
（二）、征稿内容：

1、文字稿件：作品有真情实
感，文体不拘。凡耳闻目睹，触景
生情，或风物人情，自然景观，生
活百态等等，均可投稿。

2、图片：反映康美物流人积
极的工作面貌，或是公司的美好
景象。（标明时间、地点）
（三）、征稿方式：

1、征稿时间：不限
2、投稿方式：稿件采用电子

文稿（WORD 文档），图片以
JPG 格式另附 WORD 文档，并
写上说明（50字内）。投稿邮箱：
kmwl-ljl@kangmei.com.cn，
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及所属模
块。如有疑问请与人事部联系，
电话：0663-7681715。

3、文稿与图片必须是内容
真实、原创形式，一经采用，奖励
丰富。

期待您的积极参与，欢迎踊
跃投稿。

《物流视窗》编辑部
2017 年 05 月 15 日

征稿
启事

5月生日员工

黄立果
黄晓妍、周曼曼、

吕淑英
王珊珍、詹喜胜
李秀发、周添俊、

许锡桐、李华建、洪舜奎、黄彤、张妙
英、刘嘉智、陈初壮、陈伟城、郑建
波、江晓斌

杨锐涛、陈俊
鑫、黄凯勇、陈建伟、王守兵、许艺
玲、杨立江

陈南、陈忠宝、伍
文滨、周勇、何亮

李林、郑雪芳、曹
红梅、代德冲

郭文生、陈飞
朱宝燕

王小倩
刘志华

吴
立凯

倪翠云、宇文
艳、冀彦敏、宋军伟

冯卓辉、林智明、
林嘉莹、罗红武

房殿彬、邢光洲、方
小意、邓伟、张永标、卞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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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配送模块
照片中的主人公是我们粤东配送
模块的复核员，为保证我们的每
一批药品都能准确无误地送至客
户手中，她正代表粤东配送模块
做着最后的把关工作。

广州配送模块
图为广州配送模块三位配送员正
在认真核对订单与货品数量的场
景。协作共赢是康美物流人的工作
共识，只有投入更多的工作热情，
把认真细致体现在工作岗位上，才
能高效无误地服务于每一位客户。

深圳配送模块
在深圳配送模块，总有这么一群
人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但
是他们却非常认真仔细，目的就
是为了确保整个仓库发货过程准
确无误。你看，这就是我们可爱的
同事，此刻他正拿着发货单认真
地核对药品批号及数量。

上海分公司
你很渺小，却用一双铁手举起千
斤重担；灯光常明，照亮了你劳
作时最美的身影。“人生在勤，不
索何获？”他们虽是平凡岗位中
最普通的职员，却用认真细致保
证了公司仓库的正常运转。

上海储运模块

五一劳动节到了，上海储运模块
配送组的同事仍在默默地工作，
他们不怕苦，更不怕累，只要看到
所配送的货品能顺利抵达目的
地，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地笑起来。

华北区
即使再平凡的工作，只要满怀热
情，就能从中得到无比的成就感。
瞧这两位配送员，虽然货品沉重，
两个人抬也是相当吃力，不过只要
齐心协力，再大的困难也能迎刃而
解！

成都基地储运模块

随着“五一”节假日的来临，成都基
地储运模块的发货量日益剧增，两
位复核员在这关键时刻，更是仔细
复核出库货品，保证最后一个环节
准确无误！

亳州基地储运模块

转眼间又到了五一劳动节，亳州基
地储运模块的同事们依然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
辛勤工作，只为货品能高效地完成
出入库流程，他们在平凡的工作
中，拥有着不平庸的工作态度。

新开河储运模块

为满足客户在节日期间的需求，新
开河储运模块的工作人员毅然决定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客户及时
处理订单，及时跟进订单生产情况
与订单交付情况，做顾客坚实的后
盾。

浙江土副仓库
做事认真，虚心学习，是浙江土副人的
行事原则。不管是收货还是发货，我们
都严格按照公司要求做到仔细核对订
单、品名和数量，并严把货物质量关，
充分践行“康行天下路，美誉客户心”
的企业价值观。

三国
白帝托孤

白帝城位于重庆
奉节县瞿塘峡口
的长江北岸，奉节
东白帝山上，是三
峡著名游览胜地。
原名子阳城，为西
汉末年割据蜀地
的公孙述所建，公
孙述自号白帝，故
名城为“白帝城”。

黑夜，总是引人遐思！
月光悠悠，繁星点点，
给黑夜添了一抹平和。
站在月光笼罩的阳台，
欣赏夜色下的物流港，
厂区中那微黄的灯光，
与清明的月光相辉映，
彰显着夜晚的安宁静寂。
凝视着月光下的倒影，

思绪随着晚风轻轻地飘扬，
回忆一幕幕在脑海中重演。
因为年轻，总是爱做梦，

一个明天的梦，一个未来的梦！
于是，一个人怀抱着梦想，
凭着勇气行走在这座城市，
一路走走停停，踟蹰追求。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流逝，
其中有过疲惫，也有过欢乐，
即使是一颦一笑，一点一滴，

都是人生路上的一道绚丽风景！
感慨时光匆匆，几许花开花落，

让人心里不禁有些惆怅，
忆往昔，眼角不觉有些湿润，

月色笼罩下的厂区变得柔和许多。
夜风啊夜风，

吹散了我心中的烦闷，
伴随着月光指引的方向，
继续走在前往梦想的路上，
每次感觉孤单与倦怠，
就抬头望下星空，

月儿弯弯，群星闪闪，
仿佛笑着说，你要勇敢与坚强！

总是担心月儿会孤单，
才有星星守护在身旁，
在这宁静的黑夜里，
是它们，是他们，

安静地陪我走过一个人的时光。

夜

天朝海淘日月走，
风停秋去光阴流。
红枫飞寻遇缘人，
一眼相对似万年。
余遇鱼游深海去，
醉心梦长醒时笑。

余梦

诗歌欣赏
员工
作品

（摄影 / 黄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