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措施，持续
为企业减负，助力经济升级。

会议认为，推动物流降本增效，是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扩大就业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了进一步
降低物流成本，会议确定五项重点工作：

1、年内实现跨省大件运输许可全国联网，一地
办证、全线通行。推动货运车辆和营运证的年检年
审异地办理。开展快递工商登记“一照多址”改革，
简化分支机构备案手续。年内实现全国通关一体
化，将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

2、进一步减税清费。年底前实现统一开具高速
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选择部分高速公路开
展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

3、规范公路货运执法，推动依托公路超限检测
站，将由交通部门负责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
警单独实施处罚记分的治超联合执法模式常态化制
度化，避免重复罚款。

4、加强国家级物流枢纽和重要节点集疏运设
施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和公路甩挂运输。

5、支持发展第三方物流，推进物流车辆、设施
器具等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积极发展“互联网
+”车货匹配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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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康美药业成立 20 周年
庆典晚会在中药名城普宁开启，晚会
由中共普宁市委、普宁市人民政府和
康美药业联合主办，揭阳市委常委、
普宁市委书记张时义，普宁市委副书
记、市长林钢捷等市各套班子领导和
有关部门负责人，康美药业董事长、
总经理马兴田，副董事长、常务副总
经理许冬瑾等公司领导，知名企业代
表以及新闻媒体嘉宾出席活动。

在晚会中，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
委书记张时义，康美药业董事长、总
经理马兴田分别致辞。

张时义表示，二十载励志图强，
康美药业秉承“心怀苍生、大爱无疆”
的核心价值观和“用爱感动世界、用
心经营健康”的经营理念，不断发展
壮大，为我国医药健康事业发展和中
医药“走出去”作出积极贡献。站在 20

周年的新起点，希望康美药业继续按
照扎根普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定位，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以开拓和
创新的精神，引领和支持普宁发展，
为普宁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建新功。

马兴田表示，康美药业一路从普
宁走到全国、从国内走向世界，在推
进中医药振兴和服务“健康中国”建
设事业中结出累累硕果，并逐步为全
国、为世界共享，这个发展与国家是
一脉相承的，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
未来，康美药业将继续以中医药力量
书写属于“百年康美”的华章。

本场晚会分为《筚路蓝缕》《行者
无疆》《精诚所至》《初心不改》《百尺
竿头》《百年康美》六大篇章，通过宣
传片与节目的穿插，生动还原了康美
药业 20 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展
现出康美人意气风发、团结一心迎接

幸福未来的精神面貌，更勾勒出
中医药不断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盛
景，立意深远。

晚会上，歌手许茹芸“芸式唱
腔”直沁人心，一首《在水一方》空
灵缱绻，让人如同身处仲夏之夜；
歌手韩庚劲歌热舞嗨翻全场，让
观众热血沸腾，欢呼不断；歌手张
碧晨一曲浪漫凄美的《年轮》仿佛
让人瞬间穿越千年，低吟浅唱间
动人心弦；谭咏麟、李克勤两位大
咖的到来，更是重现经典，勾起了
80 年代的回忆，也让现场气氛达
到高潮。

成人达己，成己达人。20 年，
康美药业与创变者同行、与前瞻
者携手，与成就者并肩。今天的康
美药业，已经成为广东医药经济
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推动“健康中
国”建设的中坚力量。这场文艺晚会
既是对康美药业成长足迹的追溯，也
是对中医药不断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盛
景的展现，更是对未来以及前路的引
领。未来，康美药业还将继续紧密围
绕“大健康产业”和“中医药全产业
链”两大主题，扬帆再起航，在建设
“健康中国”，实现百年康美梦、美丽

中国梦的新航路上，谱写崭新篇章。

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谋百年基业 谱时代新篇
康美药业成立 20周年庆典晚会华丽举办

（内部刊物，仅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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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交易额每天都有
大幅度的提高，但接踵而来的订单让电商充满惊喜
的同时也带来了同等的压力。繁多的商品类型，究
竟如何才能最快地摆放在仓库货架上，以最快地速
度拣取呢？这就涉及电商仓库货架摆放的几项原
则。

不管是对于订单出货还是供应商来货，都必须
保证货物在同一条直线上执行，这是配货保证的基
本原则。

（1）货架依场地尺寸和 SKU 箱规格定做，包住

建筑物支柱和下水管。保证货架通道无柱外露
的原则。

（2）货架按品牌竖序排列，新品货架列在
仓储货架前，畅销货架列其次，平销货架列在
后，最远为滞销货架列，保证最短的距离堆放
周转较高的产品的原则。周转最高的产品直接
虚拟出入库，从供货商的成品仓交快递商。

电子商务面对的都是散户，需保证速度和
准确度，我们万分之一的错误，对客户而言就

是百分百的错误。光靠流程节点的把控和人的思想
教育来达到速度和准确度严格需求，那是不现实
的。所以物流设备的基本投入是一个仓库货架规划
的重要细节。就是暂时不投资，规划仓库时也要为
长远规划。因为仓库格局的规划决定最佳容量与最
佳速度并重。如：流动式的 SKU 箱，消防设施，监控
设备，采集器网络，托盘机械等等。

库房作业设备的细节规划。电子商务物流面对
市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们在和库存在
战，我们也在和配送失误率和延误率在战。不知道
大家是怎样去管理物流失误和延误的细节，但某些
企业就制作了一块月度失误率和延误率看板，把失

误率和延误率当成团队作战目标。
要赢取这场持久性战争的胜利，就要制定有效

的战术。在规划库房时就把延误率和失误率作为敌
人，把精细化跟单模式作为战术的核心。跟单是一
门学问，是一份责任的高度体现，也是最能磨练人
的途径。如果做得了跟单员，做配送员就绰绰有余。
在规划库房的细节上，所有的设备制作和摆放位置
皆要围绕跟单模式而设计。

其实，不管是对于电商还是其他行业的客户而
言，仓库货架的规划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在
前期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齐全，免得过后使用
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药品仓库温湿度验证的解决方案
影响药品质量的外界因素主要是环境卫生、光照、

空气、温度、湿度、时间等，其可控措施除时间外均与存
储设备有关。目前一般药品仓库均能达到较好的卫生
条件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的条件;而空气对药品质量的
影响，在生产企业药品审批时对包装已经进行同步研究
和审批;故温度和湿度成为药品存储需要控制的主要因
素。

按照一般温度每上升 10℃化学反应速度加快 2~4
倍的经验数据，说明温度对存储中药品质量有重大影
响。同时，目前部分药品生产企业对药品防潮措施还比
较薄弱，而药品在其临界相对湿度条件下会快速受潮，
故药品储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是目前影响存储药品质
量的关键因素，必须严格控制。

药品仓库由于库房设置、温湿度控制设备的布局和
仓库货架布局以及仓库药品负荷等情况的影响，库房不
同位置温湿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按照药品保管必须保证
所有在库药品的存储条件符合规定的原则，故需要验证
不同条件下库房各位置的温湿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温湿
度监测点。

即制冷设备合理布局，一
般按照经验数据，常温库中间层每 200~300㎡配置一

台 4.5KW冷风机组，顶层和底层的安装密度适当增减
约 20%，冷风机组相对、错位安装最为有效，同时在冷
风机正对面添设通风设备就更为理想。

已开办企业均已经配置
了一定数量制冷设备，目前这种情况比较多。验证的主
要目的是确定不同气候条件下如何设置制冷设备的开
启数量和设定温湿度范围，或是否需要添置制冷设备或
辅助设备(有时候制冷设备按规定密度配置后，有局部
区域温湿度偏差较大，此时采用添设辅助通风设备往往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制冷设备安装后验证一般分为部分开启验证和全
部开启验证：

第一步：部分(全部)开启温湿度控制设备，稳定 30
分钟以上。

第二步：检测设备(温湿度记录仪)校对，根据监测
点的数量准备相应数量合格的温湿度计，放置在同一温
湿度稳定的区域内校对。等读数稳定(一般 30 分钟)记
录各温湿度计指示温湿度值，以其中一个温湿度计的指
示值为基础计算其他温湿度计的偏差值，记录待用。

第三步：检测点选择，根据仓库结构和温湿度控制
设备布局情况，选择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检测点进行检
测：

1、一般 100~150㎡面积库区设定一个检测点。
2、离门口、窗口或外墙最近的位置、离温湿度控制

设备最远的位置必须设检测点。
3、检测期间不得调节温湿度控制设备，等读数稳定

(一般 15分钟)方可记录。
4、一般由一个检测人员在 3~5 分钟内快速记录完

一个库区内的温湿度数据。
第四步：根据检测数据扣除第二步校对的各温湿度

计偏差值，任一检测点温度超过平均值 5℃或湿度超过
平均值 10%既
需要添加设备，
设备添加后再
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符合要求。

第五步：监
测点设定，选择
温度较高和湿
度偏差较大的
位置作为该库
的温湿度监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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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仓库货架摆放
需要注意哪些原则？

6 月 10 日，为全面检验各岗
位技能水平与实操能力，激励员工
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进而不
断提高仓储配送业务服务水平，康
美物流成都基地储运模块全面展
开岗位技能竞赛。此次竞赛主要从
理论、实操及异常应急处理三个方
面着手考核。

上午 9 点, 实践考核正式开
始，各环节参赛人员陆续上场，同
岗位比速度，比准确率，一展身
手，一决高下。理论考试安排在当
日下午行政楼会议室，考试期间，
全员手机上交，考核小组负责监
考，个个应试者低头思考，整个考
场被紧张的气氛包围。考核结束
后，由行政文员收集齐评分表，按
考核项目的权重系数核算出最终
成绩，每个岗位筛选出一名成绩优

异者予以嘉奖。
团队进步靠个人，个人提升靠毅

力。人生道路上，对目标的追求要高
就，但实现目标的心态要低就，今
天，从本职日常工作开始，只有不断
地在实践中反思进步，及时地改正
问题，加以持之以恒地保持，使之成
为习惯，日积月累，自是成就！

竞赛岗位技能，提升业务指标

“充电计划”业务技能竞赛（成都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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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站比赛现场

和谐拼搏、持续共进

“充电计划”业务技能竞赛(华北站)

6 月 7 日至 8 日，康美物流“充
电计划”技能竞赛项目 (华北站)在
北京大兴基地储运模块与北京基地
储运模块同步进行。竞赛活动以“明
确分工、团结协作、共同进步、持续
改善”为宗旨，力求通过技能竞赛优
化作业程序，进一步提升物流服务
水平。华北区全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各级负责人全程负责考核评定及竞
赛监督。

活动期间，为充分考察员工面
对异常情况的处理能力，北京大兴
基地储运模块考核人员模拟日常情
景加以轮番“刁难”，在紧张的氛围
中各参赛员工亦能以各自独到的方
式沉着有序应对。而北京基地储运
模块则选择了业务量见涨的康美时
代北京 DC 仓库的日常操作作为比
拼重点，员工参照既定分组，协作配

合，各显身手，在评委设置的多个障
碍中逐个准确击破，展现了较高的业
务技能水平。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通过此
次技能竞赛项目活动的开展，有效增
进了员工间的业务技能交流，进一步
巩固了岗位业务操作技能，强化了团
队凝集力。华北区表示将在以后的工
作中，继续发扬优势，完善不足，持续
改进，为康美物流供应链管理整合做
出应有贡献。

华北站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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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生日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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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康美药业
成立 20 周年，丰
富员工们的业余
文化生活，同时增
强公司员工之间
的交往，展现公司
员工精神面貌，特
举办篮球及拔河
比赛。

激情四射
活力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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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5 日

征稿
启事

罗晓波、游伟涛
谢晓茵、欧燕洁
张挺

张昭霞、江秋萍
黄镜铭、黄晓敏、吴晓林、

陈楚彬、吴洁荣、黄伟鸿、郑伟佳、蔡旭升、陈
丹娜、吴裕新、赖耀冰、周晓梅、邱婷婷、林恒
亮

江晓瑜、陈琬瑜、王
达明、黄晓玲、黄佩珠、李阳帆、蓝竣泓、黄洪
珠、陆剑、苏泽欣

王超、梁永、王小兰、黄宏
双、王学士、罗灿先、蓝思文、罗辉跃、袁建军

姚晓丹、许志鹏
邓延毅

张明、刘勇、王玉莲
李娜

冯传兵、李绍林、江妙珊、
闫从旺

李玉刚、仲桂莲、尤薇、付占宇、
张琛

邓尚克、黄嘉斌
崔友权、方文杰、韩艳洪、彭

可建、谭贤彬、马志照、王冬亮、周敏杰、陆君
兴、徐进

许水泉
魏广松

1、可燃物：能与空气中的氧或其它
氧化剂起剧烈反应。
2、助燃物：能帮助和支持燃烧的物
质。
3、着火源:能引起可燃物燃烧的能
量。

1、散发于空气中且能看到的燃烧产
物叫做烟雾。
2、烟雾中主要有害成分:
（1）、二氧化碳：空气中含有大量二
氧化碳时，人会感到缺氧，达到 6%
以上时，会感到呼吸急促困难头痛、
浑身乏力，严重时窒息以致死亡。
（2）、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在空气中
的含量达到 1%时，人吸气数次后失
去知觉，经 1~2 分钟可中毒死亡。
（3）、二氧化硫：对人的呼吸道的粘
膜和眼睛的角膜有刺激，在空气中
的含量达到 0.05%时，人在短时间
内有生命危险。
（4）、氮氧化合物：遇水可形成硝
酸，对呼吸器官产生强烈刺激和腐
蚀作用，轻则胸闷、咳嗽，重则昏
迷、肺水肿。

1、冷却灭火法:就是将灭火剂直接
喷洒在燃烧着的物体上，将可燃物
质的温度降低到燃点以下，终止燃
烧。如用水灭火。
2、隔离灭火法：就是将燃烧物体与
附近的可燃物质隔离或疏散开，使
燃烧停止。
3、窒息灭火法：就是阻止空气流进
入燃烧区，或用不燃物质冲淡空气，
使燃烧物质断绝氧气的助燃而熄
灭。如用泡沫灭油类火灾。
4、抑制灭火法：也称化学中断法，
就是使灭火剂参与到燃烧反应历程
中，使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游离基消
失，而形成稳定分子或低活性游离
基，使燃烧反应停止。如干粉灭火剂
灭气体火灾。

天热用电不超负 雷雨多发需提防
夏季天气炎热持续高温，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要超负荷用电，及时

检查、更换线路老化，绝缘层破损、变暗的电线，在插线板上使用多个电器时注
意不超过插线板额定功率，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另外单位还要加强防火检查，
及时消除隐患，遏制易燃易爆危险品火灾发生。当前雷电天气多发，各单位须
及时检修防雷设施，避免雷击引发火灾。

装修材料要慎选 刷漆远离火灾源
室内装修要选用难燃或不燃的材料，电器线路的铺设要合理。刷油漆时，

应及时打开门窗，散发易燃气体，不要在刷油漆的室内吸烟或用火。裸露的电
源线路要用绝缘胶布包好，以免漏电或短路。

电线铺设要安全 私拉乱接酿祸端
电气线路种类繁多、铺设复杂，不要私拉乱接电线。如需进行线路维修或

改造，应找具有职业资格的专业电工操作。电气管线铺设时电线均要穿防火管
保护，线头裸露处均要用绝缘胶布包扎好，防止酿成火灾。

灭火器材是个宝 机动车辆不可少
炎炎夏日，机动车辆长时间超负荷，发动机油污严重，加上夏日气温升高，

天气酷热，通风设备不好等原因，自燃频繁发生。因此要注意车辆的正常保养
和维修，配备专用车辆灭火器，不要在仪表盘上放气体打火机、空气清新剂、灭
蚊剂等受热膨胀后容易爆炸引起火灾的物品。

电动车辆易惹火 存放充电须注意
电动车应停放在安全地点，不得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不

得占用消防车通道。充电不要在狭窄、密封的环境，应尽量在室外进行，或将电
池拆下单独充电。要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电机进水，短路着
火。

蚊香点火温度高 切记远离可燃物
夏日蚊虫增多，蚊香阴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 700～800℃，足可将燃点

低的蚊帐、衣服、纸张等引燃。因此，人们在驱蚊时应当注意把点燃
的蚊香放在金属支架上，要远离蚊帐、被单、衣服等可燃物。在使用
电热蚊香器时也需谨慎，要注意通电时间，使用完及时拔去插头，防
止因电热器使用时间过长过热导致火灾事故。

1、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2、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
物。
3、加强个人防护，防止或减少烟气
的侵害。
4、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5、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6、身上着火时可就地打滚或用厚
重的衣物压灭火焰，不可奔跑。
7、不能随便开启门窗，以避免火势
迅速发展。
8、不要惊惶失措，盲目跳楼逃生。

通常情况下，发生火灾后，报
警与救火应同时进行。救火是分秒
必争，早报警，消防车就会早到，把
火灾扑灭在初起阶段；耽误了时
间，小火就可能变成大火，小灾就
会变成大灾。火灾的发展常常难以
预料，有时似乎火势不大，认为自
己能够扑救，但是往往因各种因
素，火势会突然扩大，此时才报警，
会耽搁灭火。据统计，火灾损失的
大小与报警迟早有很大的关系。因
此，发生火灾应牢记报警与救火同
时进行。

发生火灾，现场只有一个人
时，应一边呼救，一边进行灭火。如
果认为无能力扑灭这次火灾，就应
该赶快报警，并在报警的路上边喊
边跑，以便取得群众帮助。

报警时应沉着、准确地讲清起
火所在地区、街道、房屋门牌号码
或 起 火 单
位，燃烧物
是什么，火
势大小，报
警人姓名以
及所用的电
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