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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 )发布

了《2019 重庆上市公司网络口碑排行榜》，长

安民生物流跻身重庆上市公司网络口碑第二

名，标志着长安民生物流在业界具有较好口

碑，同时也客观反映了网民对长安民生物流

“专业，让世界更精彩；高效，让生活更美好”

品牌理念的评论态度。

长安民生物流成立于 2001 年 8 月，2006
年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2013 年 7 月由

创业板成功转主板交易（HK.01292），国内第

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汽车物流企业，是一家极

富专业精神的第三方汽车供应链综合服务供

应商，在全国汽车物流行业中排名第 3 名。公

司主要为长安汽车、长安福特等整车厂及其

零部件厂商提供专业的汽车供应链物流一体

化服务，是全国重点中外合资物流企业、国家

级外商投资试点物流企业、5A 级综合服务型

物流企业、重庆市服务业 50 强企业、荣获

“2018 年度重庆市年度经济人物”称号。在沉

甸甸的荣誉背后是好口碑和强有力的品牌作

支撑。

2016 年，兵器装备集团高瞻远瞩，战略

谋划，开启了长安民生物流的新纪元。

打造企业文化，引领品牌向上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股东方的长安公司

与民生公司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便是历史上

著名的 1938 年“宜昌大撤退”。长安民生物流

成立于 2001 年，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而“长安

民生·同行天下”的企业形象用语则完美诠释

了合作共赢、相伴而行的文化理念。公司以集

团领先文化为引领，培育长安民生物流子文

化，构建了 CM1615 文化理念体系，助力品牌

向上。

一是突出野专业袁让世界更精彩曰高效袁让
生活更美好冶的品牌理念遥长安民生物流坚持

以专业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标准传递物

资和力量，用实力博取客户的信赖，同时大力

弘扬和彰显个性的力量，努力增强创新创造

的能力，致力于成为行家里手和最佳实践者，

以专业的技能和匠人精神推动社会的发展，

创造精彩缤纷的世界。长安民生物流人追求

一次就要做对，强调又快又好的到达，以高效

的作风和工作绩效传递信念和爱心，用又快

又好以高效的成果换来客户的喜悦和忠诚，

使人们的物流需求得到最可放心的托付，使

人们寄托的期盼得到最称心的回应，使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最暖心的落地。

二是在品牌宣传推广方面袁 持续做到五

个强化遥一是强化宣传渠道，构建“网、端、微、

栏”立体式宣传渠道；二是强化宣传产品创

作，不断丰富宣传产品的内容与形式；形成全

媒体时代立体化、多元化的宣传产品；三是强

化宣传联动，重构公司微信公众号矩阵，分级

分类进行管理，推动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

流”的品牌宣传局面；四是强化宣传力量，增

强宣传队伍人员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五

是强化品牌推广，通过中国智能产业博览会、

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中物联

汽车物流行业年会、福州数字中国展等国际

一流、国内大型展会平台推介公司服务产品，

树立企业良好公众形象。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第一财经网、人民网、

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凤凰资讯等媒体共刊

载报道长安民生物流 75 条次。

三是融入公司总体战略袁 完善品牌战略

体系遥公司运用品牌战略与总体战略统一，品

牌战略落地实施，品牌建设管理体系构建，健

全品牌管理团队，打造品牌营销个性化，提升

优质的服务质量等六大驱动力，不断创造品

牌价值、引领品牌向上。通过对公司、业务和

产品三个层级品牌进行分级分类，突出强调

“长安民生物流”这一主体品牌。

加强自主创新，提升品牌实力

凸显“科技引领，不断创新”的技术理念，

增加科技投入强度，以科技创新助力品牌提

升。

一是无人机+RFID 整车盘点项目成为

全国首家遥长安民生物流从产品规划、概念开

发到最后的测试改进、产品试用，该项目全程

由长安民生物流自主研发。无人机+RFID 项

目已受理发明专利三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

软件著作一项。无人机+RFID 项目采用非接

触方式来读取每辆车上的 RFID 标签信息。

它的应用，大幅缩短了整车场内盘点所需的

时间，提升了盘点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

时减少人员过程参与的环节，有效规避了错

盘、漏盘的风险。

二是零部件智能化物流打造成为国内最

大的汽车物流无人仓库遥一是无人智能搬运。

一方面能够通过磁导航 AGV 实现自动搬运

设备在人机混合作业的复杂场景下的应用，

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激光导航 AGV 实现 SPS
区域物料自动配送上线。二是无人智能分拣。

长安民生物流拥有由 40 台背负式二维码导

航 Kiva 机器人、1300 个单层料架、200 个多

层料架组成的 6000 平方米自动化无人仓库，

能够实现零件的自动归位、拣选管理。三是无

人智能仓储。长安民生物流具备国内首个规

模最大的第三方汽车物流自动化立体库，采

用国际一流的集成设计理念，通过先进的智

能化集成技术应用，协调各类设备实现自动

出入库作业，利用自动控制系统和信息管理

系统实现仓库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管理，在业

内具有标杆作用。 渊杜攀冤

郑万铁路河南段
接触网静态验收工作
顺利完成

7 月 11 日，郑万铁路河南段项目部电力

牵引供电分部郏县站-邓州东站接触网专业

静态验收工作顺利完成，标志着郑万铁路距

离开通又迈进了一步。

此次静态验收由洛阳供电段、中铁电气

化局三公司配合进行，严格按照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细部设计和工艺质量标准及相关图

纸，采取检修列车和梯车相互配合的形式，

对接触网静态数据进行统计测量，对拉出

值、导高、零部件紧固力矩、绝缘距离、附加

线弛度以及施工质量、施工工艺、设备性能

等接触网施工进行全面精细的验收检查。

电牵分部根据洛阳供电段提出的验收

整改意见，立行立改，并组织专人对整改项

目进行跟踪复查，确保整改落实到位，保障

郑万铁路以最佳的状态开通运营。渊王嘉旗冤

“我们突出人的管理、流程的管理、设

计的管理、考核的管理，不断提升放顶煤回

收率，今年上半年累计多回收煤炭资源 13
万吨，占矿井生产总量的 21%，实现创效

1.1 亿元。”在 7 月 12 日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顶板专业会议上，山能新矿华丰煤矿矿长

胡兆锋作致辞时介绍。

突出人员管理提升成效

“三分战略，七分执行。我们突出人员

管理，专门建立以‘主要领导亲自管、层层

对标协同管、一线职工主动管、主要问题重

点管’为主要内容的四项管理机制，有效确

保了工作顺利开展。”该矿采煤副矿长白长

江介绍。

主要领导亲自管遥 每月由矿井主要领

导组织矿班子、副总师、业务科室、项目部

管理人员和现场施工人员，召开“综放工作

面顶煤回收座谈会”，按照齐抓共管的思

路，分析总结好的做法，查找存在的问题，

并制定整改措施。

层层对标协同管遥 专业和项目部定期

组织现场施工业务骨干、班组长、安质员、

区队班子成员召开学习交流座谈会。交流

施工工艺、管理经验、操作技能，总结好的

施工方法，促进现场施工质量的提高。

一线职工主动管遥 选取业务能力较强

的放煤工作为“骨干人员”，由“骨干人员”

选取徒弟，传授业务技能，并给予适当奖

励。通过传帮带的方法，提高放煤工的工作

积极性和业务能力，为放顶煤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主要问题重点管遥 液压支架的完好是

提高顶煤回收率的基础，采取了包架制度

和班检、旬查、月分析制度，有力保障了工

作面支架完好。

精准流程管理规范运作

“我们根据煤层赋存条件、生产组织和

现场盯岗情况，适时调整放顶煤操作流程，

确保顶煤充分垮落，尽最大努力提升原煤

生产边际效益。”该矿生产技术部部长王龙

说。

野精准冶工艺遥根据 1413 和 2411 底分层

工作面煤层赋存条件、生产组织和现场盯

岗情况，确定综放工作面的放煤流程。

野精准冶采高遥 加大工作面采高，减少顶

煤厚度，使分母变小，分子变大，提高采放

比。使支架高度达到允许范围内最大，采高

不低于 2.6m，利用活柱标尺，严格确定支架

高度。

野精准冶状态遥 放煤期间增加支架前后立

柱高度差，在保证支架前部支护强度的前提

下，前立柱比后立柱高出 20cm，使支架仰角

达到 11 度，增加后部空间，为顶煤垮落创造

出“高速通道”，使顶煤能够充分垮落。

野精准冶压力遥 根据现场顶板条件，在煤

体完整的情况下，放煤前，略降支架 5 秒左

右的时间，然后升起，支架初撑力保持 10耀
15MPa,开始放煤。放煤结束后，使支架初撑

力达到 24MPa。
野精准冶位置遥 移架后，后溜保持最大空

间，使顶煤能够直接落入后部运输机。同时

加大顶板管理力度，减少超前架数量，避免

影响后溜放煤行程。

野精准冶区域遥 工作面顶煤硬度增大时，

采用架间打孔预裂和注水软化技术降低顶

煤硬度，即：在架间打预裂孔，采用适当的

炸药进行预裂；利用支架防火孔打注水眼，

用高压水对顶煤进行软化处理。

实施工艺优化能采尽采

老空煤炭“全回收”。华丰煤矿一采区

1411 综放工作面初采期间为保证顶板安

全，配面切眼延煤层顶板留底煤掘进，且初

采时走向 60 米未放顶煤，二采区 2411 底分

层工作面配面切眼布置在 1411 综放工作

面采空区 60 米的位置，回收老空遗留煤

炭，多回收原煤 2.5 万吨。

优化俯采工艺遥 华丰煤矿综采工作面

倾角平均 32?，俯斜开采有利于顶煤放出，

为提高顶煤回收率，克服俯斜开采设备下

滑的困难，采用俯斜开采。

优化野负煤柱冶施工工艺遥 优化 1413 上

平巷负煤柱施工工艺，根据掘进工作面实

际揭露煤层情况，由原来负煤柱 4 米，增加

到负煤柱 6.5 米，最大限度回收了煤炭，平

均每米多回收煤炭资源 12 吨。“通过优化

‘负煤柱’施工工艺，今年上平巷掘进 618
米，回收煤炭资源 7.3万吨。”华丰煤矿生产

技术部副部长张洪伟说。 渊陈良栋冤

石药集团跻身2019
《财富》中国500强榜单

7 月 10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

2019《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上榜的企业

按营收排名，石药集团实力跻身榜单。

《财富》中国 500 强企业排行榜由《财富》

（中文版）与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合作编制，

考量了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在过

去一年的业绩和成就，覆盖范围包括在中国

境内外上市的所有中国公司，所依据数据为

上市公司在各证券交易所正式披露信息，是

衡量中国上市企业实力与业绩的权威榜单，

备受国内外瞩目。

今年中国 500 家上榜的上市公司总营业

收入达到 45.5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

14.8%，再创新高；净利润达到了 3.625 万亿

元，较去年增长 4.21%。去年中国 GDP 首次

突破 90 万亿元，上榜 500 家上市公司的收入

总和也再次超过了中国当年 GDP 的一半。

1994 年，石药集团在港上市，是恒生指

数成份股，也是恒生指数编制 50 年来的第一

只医药股。2019 年 3 月 22日，下属公司新诺

威成功在创业板挂牌上市，石药集团实现了

“红筹+A+新三板”融资格局新纪元。

未来，秉承“做好药，为中国”的企业理

念，石药集团将持续致力于为疾患奉献出更

多有益药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财

富，向着国内一流、全球药业 20 强的现代化

大型制药集团迈进。 渊中访网冤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启动
“平安站车路、金盾护你
行”专项行动

日前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国铁路公安机关从 7
月 8 日起至今年底组织开展“平安站车路、金

盾护你行”专项行动，全力维护铁路良好治安

秩序，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打击整治影响群众安

全感的突出社会治安问题，切实维护好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国铁路公安机关把高

铁和旅客列车安全作为重中之重，落实高铁

治安问题零容忍机制、问题隐患日报告等制

度；把高铁治安安全纳入社会综合治理体系，

健全完善省市县护路组织、村镇护路工作站、

铁路线路警务区、沿线一村一警等工作机制；

以进站车、进学校、进村庄、进社区、进企业

“五进”为载体，组织开展法律知识宣讲、典型

案例剖析、爱路护路宣传。

此次专项行动强化路地联动、警企携手、

区域协作、警种合成。全国铁路公安机关立

足主战场，对火车站实行特警镇守、武装巡

逻、携犬巡逻、警车巡逻；完善与地方公安、驻

站武警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实战演

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火车站地区路地

公安机关联勤联动、线路联防联控机制，统一

指挥、联勤配合、快速反应、有效处置，提升整

体作战、联合处突能力；加强与铁路相关部门

配合，强力推进人防、物防、技防提质升级，筑

牢铁路安全屏障。

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列

车突出治安问题，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加大警

力投入，优选能力强、素质高的民警值乘；积

极推动落实客运、车辆、保洁、餐饮、公安“五

位一体”安全管理保障机制，形成列车整体防

范格局；落实旅客列车警情就近报告制度，实

行站车线联动、各警种联合，集中打击整治严

重滋扰站车秩序的违法犯罪。

渊张依 铁景轩冤

“口岸金钥匙”
服务暖人心

“K1260 次列车到达锦州是第二天 11 时 55
分，您坐这个车来得及。”7 月 4日，在满洲里站

“口岸金钥匙”服务台前，工作人员王薇正耐心

地解答旅客询问。

随着暑运大幕开启，满洲里站学生流、旅游

流明显增多，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前往大连、北

戴河旅游的旅客激增。“口岸金钥匙”服务台结

合独特的地理环境，大力打造温馨服务、亲情服

务项目。

8 时 15 分，服务台值班员贺龙玲针对近期

旅游专列集中到达的情况，发出服务工作提示：

“大家要加强站台、候车室引导，确保旅客乘降

安全。”

结合自助游旅客增多的实际，该服务台积

极提供景点介绍、酒店预订等延伸服务。面对外

籍旅客，他们竭诚提供火车票取票、信息咨询、

时刻查询等温馨服务。他们还在自助售（取）票

机、安检和候车室等处所增加引导、巡检人员，

及时为重点旅客提供帮助。

10 时 20 分，去候车室巡检的贺龙玲发现

一位拄着拐杖的旅客。她赶忙联系服务台准备

好轮椅，提前将旅客送上车。“太感谢你们了! ”

这名旅客握着贺龙玲的手激动地说。一名俄罗

斯旅客将这一场景拍摄下来，赞道：“中国铁路，

哈拉少！”渊俄语为野好冶冤 渊胡艳波 黎思敏冤

7 月 10日 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新

的列车运行图：新投用一批复兴号，内地联通

香港的高铁车站增至 58个，南宁至广州、南

宁至昆明和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等区段

运行时间大幅压缩，亮点频现。铁路部门把握

暑运契机，充分发挥新图效应，加强运力组

织，强化站车服务，不断推进客运提质上量，

为下半年运输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7 月 10 日是调图变化高峰日，全路共

计 1472 列跨铁路局集团公司直通旅客列

车涉及新时刻、新编组、新径路等变化。全

路各单位加强组织，周密部署，积极克服南

方强降雨、高温天气等对运输造成的不利

影响，确保新图实施安全平稳有序。全路安

监系统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新旧图交替方

案，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暑运开始以来，全国铁路每日客流均

在 1000 万人次以上高位运行，日均旅客发

送量达 115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7豫。随

着学校陆续放假，各地迎来旅游旺季，铁路

客流还将持续上涨。

新图实施后，暑期客流高峰期全路增

开动车组列车 25 对、变更运行区段 2 对，

日均增加客运能力 26 万个席位；新投用的

一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将让更多旅客享受

到优质服务。以暑运和新图实施为契机，各

铁路局集团公司实行暑期高铁、客运专线

高峰运行图，在繁忙干线和重点方向组织

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用好新线

能力，不断扩大动车组列车市场份额。同

时，各铁路局集团公司提高图定普速列车

运输能力，采取恢复图定编组、加挂车辆等

措施增加直通能力，主要城市间列车特别

是进京、进沪、进穗列车满轴或满编运行，

有效应对客流高峰，促进客运上量。

在加强运力组织的同时，各单位强化

站车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各

单位认真落实卧具备品、环境卫生、饮水供

应、餐饮服务等基本服务措施，深化以客服

中心为平台、以车站服务品牌岗位为抓手

的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建设，不断提高旅行

服务品质。铁路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站

车路、金盾护你行”专项行动，集中治理霸

座、买短乘长等突出问题，护航旅客平安出

行。 渊张依冤

机辆部门加快
货车整治和新造进度
助力货运增量

近日，铁路机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全路开展货车集中整治

活动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督导推

进，高标准兑现了货车整治目标，同时加快新造

货车交付进度，为货运增量提供了可靠的装备

保障。

随着货运增运攻坚活动持续深入推进，全

路不断掀起货运装车新高潮。国铁集团机辆部

根据货运形势，针对货车尤其是敞车使用量迅

速增长的实际，牵头组织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和

货车检修工厂，对破损货车尤其是破损敞车进

行认真检修整治，6 月共整治破损敞车 40590
辆，超计划完成 11.2%，同比增长 41.98%。

为提高整治质量、加快整治进度，国铁集团

机辆部强化专项培训，先后举办两期站修电焊

工培训班；优化站修生产组织，进一步压缩临修

车休时，全力保证节假日及时抢修破损车。他们

每日对整治进度进行认真分析，并派专人深入

现场开展专项调研，及时解决整治中存在的问

题。

在做好货车集中整治工作的同时，国铁集

团机辆部积极协调推进新造货车交付进度，为

货运增量做出了积极贡献。自 6月 20 日签订货

车新造合同以来，机辆部组织各新造工厂制订

详细的日生产计划，并对兑现情况进行严格盯

控，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协调组织加快交

付进度。截至 6 月底，各型货车累计交付 3104
辆，较合同进度提前交付 617辆，为货运装车上

量提供了有利的运力支撑。 渊郑晨冤

口碑好才能品牌好！口碑好才是真的好！

长安民生物流跻身重庆上市公司网络口碑排行榜第二名

“放”出大效益

山能新矿华丰煤矿
优化放顶煤工艺创效显著

铁路部门加强运力组织强化站车服务
促进客运提质上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