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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过业务重构、
转型升级，用三至五年的时
间，双汇物流要从传统物流企
业转变为具有强大社会服务
能力的开放型现代物流企业，
发展成为具备完善产业链服
务功能的食品服务企业，营业
收入达到100亿，打造食品服
务业中国版 Sysco。”9月 16
日，在漯河市举行的双汇物流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双汇集
团总经理、双汇物流董事长张
太喜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彰显
了双汇物流这家日运量达1.5
万吨、中国最大公路冷藏物流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在现场看到，双汇物
流此次与冷王、开利、东风、解
放、中集、红宇6家企业集中
签约。张太喜表示，此次签约
的企业在行业内都是数一数
二的企业，通过战略合作，将
构建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新机
制，促进双汇物流战略转型目
标的实现。同时，双汇物流还
将与6家公司在车辆代理销
售、汽车零配件代理销售、融
资租赁、安全协同等方面有更
深的合作。

记者了解到，双汇物流是
香港万通国际物流旗下的控
股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
国内最大的专业化公路冷藏
物流公司之一，也是国家
AAAA级物流企业、食品物
流50强企业、冷链示范试点
企业。目前，双汇物流在境内
有18家独立法人物流公司，
网络遍布全国，除新疆、西藏
外均可实现朝发夕至。公司
拥有冷库20多万吨，仓储库
18.6万平方米，铁路专用线5
条，自有车辆1200余台，整合
社会车辆8000多台，日运能
达 15000 吨，年发运量突破
500万吨。

“根据国家环保标准的规
定，我们要淘汰和置换一批车
辆，根据万隆董事长对双汇物
流发展规划的要求，下一步我
们将大幅拓展温控类业务规
模，公司和承运商对冷藏车辆
的需求量将会持续增大。”双
汇物流总经理邢金蛟告诉记
者，他们计划利用3年时间投
资约3亿元，新增冷藏运输车
及特种运输车辆850台，实现
燃油车辆更新换代，进一步扩

充运力、增强在冷链物流行业
的引领作用。

同时，双汇物流将实施承
运商购车战略合作，与双汇物
流合作的承运商按照“五个统
一”（形象统一、品牌统一、配
置统一、参数统一、价格统一）
标准进行购车。后续，双汇物
流还将开展车辆、配件的贸
易，大力拓展物流后市场。

“根据集团公司发展战略
部署，万隆董事长提出了‘大
物流’的发展战略。”张太喜告
诉记者，“大物流”发展战略是
指现有物流加快改造、提升管
理，由传统物流转变为现代物
流，实现转型升级；同时进行
全国布局，规划建设九大区域
物流配送中心和十大现代化
的综合物流园区，进一步做大
做强双汇物流产业。

与此同时，双汇物流将利
用双汇物流云平台，实现物流
仓储、运输、城配、食品及物流
后市场销售、交易等为一体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并
依托双汇的品牌优势和资金
优势，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构
建双汇物流生态链。

本报讯 近日，漯河市召
开“漯河好人”看首都座谈会，
10位刚从北京返回的漯河籍

“中国好人”畅所欲言，直言此
次首都之行，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了“好人好报，德者有得”这
句话的含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漯河“十佳市民”活动开展20
周年之际，漯河市组织10位
荣登“中国好人榜”的“漯河好
人”，开展了别开生面的看首
都活动。代表们参观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人民大
会堂、国家博物馆，观看了升
旗仪式，参谒了人民英雄纪念

碑、毛主席纪念堂，攀登了长
城，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处，
感受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体
会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
成就和伟大变化。

据代表们回忆，一听说是
“好人”到访，包括天安门广场
在内的很多地方都专门提供
了贵宾通道，让“好人”代表们
享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在京
期间，穿着印有“中国好人”字
样衣服的10位漯河籍“中国
好人”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
光，成为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与此同时，“好人”代表们
也都从严要求自己，从捡拾身

边的垃圾等点滴小事做起，努
力为“中国好人”树形象，为祖
国首都增光添彩。

近年来，为发挥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
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水平，
漯河市以打造“好人之城”品牌
为抓手，开启好人选树新模式，
通过畅通发掘好人的绿色通
道，建立好人推荐的高效机制，
构建宣传好人、孕育好人的良
性循环机制，完善礼遇褒奖好
人工作机制，让好人故事走进
大众视野，使先进典型由“盆
景”成为“风景”，营造了见贤思
齐、崇德向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本报讯 近日，漯河市消
防支队抽调全市近30名业
务水平高、执法能力强、有责
任心的监督干部与总队蹲点
干部，组成多个夜查检查组，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防风险
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
法检查夜查行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夜查
行动将公共娱乐、医院、宾馆
饭店、养老机构、易燃易爆、
劳动密集型企业、群租房等
单位作为检查重点。检查过
后，执法监督人员叮嘱各单

位负责人及消防安全管理
人，近期火灾事故多发，消防
安全形势很严峻，一定要居
安思危，坚决克服麻痹大意、
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

据统计，此次夜查行动
共检查单位112家，发现并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00处，
有力督促了辖区各单位消
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进一
步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有
效净化了辖区消防安全环
境。

双汇物流与6家车企大鳄“联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记者 姚程

10位“漯河好人”看首都
感受厚重历史体会伟大变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黄卫民

漯河消防突击夜查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00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彦军

本报讯“助残资金按时
足额发了，感谢党委、政府对
我们的照顾！”近日，漯河市源
汇区空冢郭镇前朱村残疾人
苗爱云高兴地拿着存折对前
来核查助残资金发放情况的
工作人员说。

今年以来，依托漯河市开
展的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
行动，漯河市源汇区残联转变
工作思路，突出精准服务，主
动融入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大
局，把创优残疾人工作作为关
爱弱势群体、密切干群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
节和组成部分，全面落实各项
助残资金发放和助残惠民政
策，切实保障把残疾人的待遇
和权益落到实处。

上门办理残疾人证；免费
发放康复辅助器具；开展惠残
政策宣传；开展送温暖助残活
动；足额及时发放助残资金，
做到快速审核，快速到账，减
少中间环节，资金全部打入符
合条件的残疾人个人专户，保
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一件
件实事，让不少残疾人都直呼

政策越来越好。
为切实把好事办实，该区

纪委监察委派驻第五纪检组
联合区残联定期深入残疾人
家庭，对助残资金和残疾人帮
扶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坚持做到惠残政策落实零
差错，实现各项惠残助残特惠
政策落实率100%，确保建档
立卡贫困残疾人充分享受到
社会保障、生活救助、福利待
遇等优惠政策，护航贫困残疾
人脱贫攻坚工作。

关爱弱势群体
漯河市源汇区这样帮扶残疾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娄鹏

本报讯 近日，马来西亚
管理与科学大学护理和心脏
医学专业的13名师生，来漯
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简称
漯河医专）交流学习，该校校
长赵志军、副校长董伟群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来访师生
会谈并陪同参观交流。

活动中，来访师生参观
了漯河医专召陵校区护理实
训中心和临床实训中心，和
该校护理专业的学生开展了
文化交流和专业技术交流。
同时参观了漯河医专第一附
属医院的生殖中心、脊柱外
科和心血管内科，以及第三
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和生命科
学馆，并和学校领导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赵志军表达
了对马方师生来访的欢迎，
希望他们此次交流学习能有

所收获，希望双方在合作办
学的基础上能开展更多的师
生交流活动。马方教师代表
HAMDAN博士表达参观后
的感受，他们很震惊中国有
这么好的医学教学设备，有
这么美丽的校园，希望他们
的学生能有机会来这里更长
时间的交流学习，尤其是在
心肺复苏技术、中医康复技
术方面。在参观结束后，师
生们说：“中国现在不仅城市
建设得漂亮，大学也这么漂
亮，医学教育非常先进，太了
不起了！”

据悉，此次交流学习是
漯河医专与马来西亚管理
与科学大学开展合作办学
以 来 马 方 首 次 派 师 生 来
访。通过此次交流学习，双
方学校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和友谊。

来自马来西亚的13名师生
前往漯河医专交流学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卫永强

本报讯 早高峰期间，一
只小猫却被卡在了一辆车的
底盘处，路边执勤辅警发现
后，立即上前进行救助。近
日，发生在漯河市区的暖心
一幕，让不少市民纷纷称赞。

当天上午8时20分，漯
河市交警支队秩序管理示范
大队嵩山路蓝天岗辅警陈爽
正在执勤时，突然发现一辆
白色越野车底盘下面，卡住
了一只小猫，立即拦停该车，
将同事赵二巍和武乐喊了过
来查看情况。

辅警跪地查看后，发现
小猫的头卡在底盘里，身子
整个悬挂在外面，感觉已经
奄奄一息，赵二巍试图将小

猫从底盘拉出来，可是小猫
的头被卡住了，然后他试着
将小猫的身子往上推进底
盘，想要从旁边的稍微大点
的缺口处拿出来。

经过将近20分钟的拯
救，小猫终于被执勤人员给
救了出来，看到赵二巍从车
下将小猫双手抱出来的一
幕，围观群众纷纷鼓掌称赞。

“喵星人”被卡汽车底盘
漯河辅警跪地20分钟救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白晓燕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