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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新冷链 万翔“钢铁侠” 

 

伴着中秋的临近，冷链中心的施工迎来了关键的一个月。 

各项工程正全面进行

着：钢构工程接近收尾，

宛如一个钢铁巨人在长长

海岸线上崛起，凝视着集

美大桥与厦门大桥；2#库

内部架空层施工正在紧张

进行，为日后库内其他施

工创造条件；库顶彩钢板

安装基本完成；F1 库与 F2

库之间防火墙正在安装，按计划 9 月 14 日完成；F1 库侧面和背面保温库板正在安装；

与此同时，“钢铁侠”的重要部件——压缩机组已经进厂，机组已经就位完成，等待

安装；其他设备也会陆续

进场；管理方面，我司每

周组织参加监理例会并

定期召开施工界面协调

会，针对现场施工存在的

问题进行商讨和解决，并

且加强安全管理，现场临

边洞口已做好防护，施工

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等。

9 月 10 日，集团刘副总到工地关心施工近况，认真听取我司台方工程师对施工的建议。

现冷链中心在各方的关注及多方的努力和配合下，正在紧张的施工中。万翔“钢铁侠”

即将闪耀登场。 

（技术设备部  曹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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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翔冷链物流作业系统第一阶段即将上线 

借力 LMS 应用，实现万翔冷链运输全程信息化运营管理 

 

万翔冷链是国家商务部确定的“海峡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试点单位”和 “厦

门市现代物流技术应用和共同配送试点单位”。经过近两年半的紧张筹备，万翔冷链

的运输业务将于 9 月底正式启动，而万翔冷链物流中心也将在 11 月底正式开业。 

在集团信息部的全力支持下，万翔冷链根据业务需要量身定做了包含订单管理系

统（OMS）、运输管理系统（TMS）、结算管理系统（BMS）、仓储管理系统（WMS）

等模块的物流作业系统（LMS: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该系统共花费 183 万

元，从供应商调研到最终上线，共历时近 14 个月。目前，根据业务计划，包括 OMS、

TMS、BMS 在内的第一阶段物流作业系统于 9 月 6 日正式上线。 

一、OMS—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订单管理系统支持 EXCEL 导入、EDI 对接、Portal 下单、纸质订单等多种方式，

适应不同客户的下单需求。订单状态实时反馈，协助客户掌握订单信息。同时，可根

据客户需求进行订单合并、拆分、冻结等操作，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二、TMS—实现货物全程监控 

运输管理系统强大的配载功能实现自动配载功能，得到车辆利用率最高，运输路

线最优的方案。通过 TMS 和 GPS 的结合应用，对货物在途实时跟踪监控，确保货品

在途温度控制，实现货品全程无隙。 

三、BMS—实现费用精准结算 

结算管理系统能准确记录并核算仓储及运输作业的应收付费用。通过 BMS 与 K3

对接，便于实现万翔冷链运营模块应收账单及成本费用的精准核算。 

到目前为止，万翔冷链物流作业系统厦门第三方冷链物流行业内唯一的，也是最

先进的系统。通过 LMS 的应用，万翔冷链能够实现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系统强大的

计算和记录功能可以实现物流作业管理的智能化，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为实现万翔冷

链打造区域最优、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综合型第三方冷链物流服务提供商提供有力支

撑。                                                       （仓储部  叶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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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翔冷链亮相渔博会 

 

一年一度的海峡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拉开了序幕。第八届渔博会的展示面积共

46000 平方米，展品达 1600 多种，涉及水产养殖、海洋捕捞、水产加工、休闲渔业

和渔具、渔需设备等产业，国内、国际展商数量达 600 余家。万翔冷链借此契机，本

着“探讨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万翔冷链带着自己的品牌、产品、团队走出厦门

来到了福州。 

“全程无隙，安心托付”是本次万翔冷链参展传达的主旋律。“全程无隙”：万翔

冷连同展会各企业友人一同探讨，增进双方了解。传达自己的品牌理念，万翔冷链深

入探索渔业产业现状，发现渔业冷链物流新出路，获得了国内外展商的一致好评。“安

心托付”：展会期间，到展台询问业务的朋友络绎不绝。耐心的解答、贴心的问候、

一杯清茶、一个微笑，无一不体现着万翔冷链“安心托付”的服务理念。 

四天的展会圆满结束，万翔冷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业界传达了这样的声音—

—“全程无隙，安心托付”。这不仅体现了万翔冷链对自身的高标准、高要求，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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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万翔冷链的发展目标：以“航空品质”为客户提供专业、可靠的冷链物流服务，

打造区域最优，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综合型第三方冷链物流中心。                                                                  

（仓储部  黄剑文） 

 

天津市商委、天津市物流协会参观万翔冷链 

 

9 月 10 日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市物流协会相关领导在厦门市商务局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到厦门航空港工业与物流园区参观万翔冷链物流中心。 

2011 年，商务部、国台办将天津市和厦门市列为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试点城市，

此后，两岸冷链行业项目合作、论坛活动、沟通交流不断，厦门万翔冷链物流中心便

是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的典范，并被国家商务部列为海峡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试

点单位。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市物流协会此行是了解学习厦门与台湾两岸冷链合作项

目进展情况和

模式。我司营

销总监就万翔

冷链物流中心

项目向来访嘉

宾做了整体介

绍，并从项目

的设计理念、

建设规模、功

能定位、主要

服务及施工进

度进行了详细讲解。天津商委徐处长对万翔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

双方就如何建立两岸商品快速流通通道、实现台湾冷链产品便利通关，如何更好地打

造低温冷链物流体系，引进两岸冷链合作项目、提升内地冷链水平等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和经验交流。                                               

  （市场营销部  林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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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电商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上） 

 

      被电商界誉为最后一片蓝海的“生鲜食品”板块，2013 年呈现出更加火爆的局面，

各路“诸候”进一步布局生鲜业务。电商企业的高涨热情，也让物流领域的新兴业务

模式——冷链宅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代表企业代表企业代表企业代表企业：：：：沱沱工社沱沱工社沱沱工社沱沱工社    

    沱沱工社，北京地区的一家提供新鲜生态食品的电商企业，号称“全程冷链，新

鲜直达”，是冷链宅配的先入场者之一。目前在北京地区六环地区以内，沱沱工社可

以做到当日下单，第二天送货上门。据了解，沱沱工社当前的日均订单约为 1000 单

左右，而涉及生鲜产品需冷链宅配的订单约占到 99%。 

    从 2008 年至今，沱沱工社的业务量以每年 30%的速度增长，而去年到今年增长得

更快一些。沱沱工社目前在顺义拥有一个 6000 平方米的库房，每天大约有 20 辆左右

的冷藏车从这里出发，将订单商品运往分布在城区六环以内的 20 个 SDC。而站点的配

送员则会利用配有冷链链设备的电动三轮车，将商品送往客户家中。 

    在争分夺秒的快递行业，配送员多次往返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势必会影响到配

送效率，最终会导致配送成本的上升。刘宇介绍，同样是电商，京东的配送日均能完

成 60-70 单的配送任务。而在沱沱工社，即便是从京东跳槽过来的配送员，一般也只

能完成 35 单左右，效率约为 60%。作为生鲜电商企业，沱沱工社比拼的是服务。关注

的不仅是如何保证将商品送到客户手中，还要争取客户的高满意度。 

                代表企业代表企业代表企业代表企业：：：：北京快行线北京快行线北京快行线北京快行线    

    作为从事十多年的冷链物流企业，快行线做冷链宅配有着很大的先天优势。毕竟，

在冷链方面，快行线有充足的经验。然而，设备技术都不存在问题，难就难在前期的

订单量不足。如果订单量充足谁做谁赚钱，不然就赔本。做的话，订单量不足就亏钱，

不做的话，可能会丧失这个前景明朗的市场。这也是很多物流企业所纠结的事。 

    作为冷链物流企业，虽有做冷链的经验，但在宅配方面，由于其网络布局很难如

快递企业密布整个城市的大小社区，因此在最后 100 米的配送终端仍然面临着很大的

短板。在目前订单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快行线采用了以下几种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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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一：针对订单量十分小，且正好在自己 B2B 配送范围内的小区，一般由快行

线的司机送货上门。如果订单量够，司机直接将冷藏车开到小区门口或客户的楼下，

然后用保温包装着客户指定的商品，经客户送货上门，做到全程冷链。 

    模式二：在订单密集的区域，设移动站点。移动站点也就一辆辆电动自行车。在

给超市送货的冷藏车到了该地区后，就会将分配好的保温箱交给移动站点的工作人

员，由他们完成后面的宅配工作。 

    模式三：在订单量激增时，与城市 100、小经帽等落地配公司合作。 

    模式四：在小区中建立合作站点。在许多小区，都有类似夫妻店的便利店，店里

一般都有冰柜。这些便利店进的冷冻商品，往往厂家总仓设在快行线，因此，快行线

在帮助便利店进货的时候，就顺便将冷链宅配的订单委托给他们。 

                代表企业代表企业代表企业代表企业：：：：顺丰顺丰顺丰顺丰、、、、雅玛多雅玛多雅玛多雅玛多    

    2012 年 5 月，顺丰速运旗下食品网商城顺丰优选上线。不过，由于生鲜食品对应

的全程冷链物流体系，投入高、管理难，因此即便背靠我国最大的民营快递企业，顺

丰优选也还只有在北京地区配送生鲜食品。 

    同样依托宅配优势进入冷链宅配领域的，还有雅玛多。雅玛多是日本最大的第三

方宅配服务商，2010 年进入中国冷链宅配市场，将上海定为第一站。业界公认，雅玛

多给我国带来了日本先进的冷链宅配经验，但在国内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冷链宅配在日本、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非常普遍，但在我国还处于起

步状态。在电商生鲜业务尚未形成体量化发展的时候，目前任何一种运营模式都还面

临着不小的挑战。要正成为赢家，“量”是王道。只有形成规模化经营，高昂的冷链

成本才能有望摊薄。但要迎来体量化的订单，首先要经过培育市场的“痛苦期”。无

论是电商、冷链物流企业，还是快递企业，先行试水的企业，都有可能率先获得商机。

而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未来在冷链宅配的链条上，或许还会形成一种多方协作的

新模式——电商负责采购与营销，冷链物流企业负责干线运输和城市配送，而快递企

业负责宅配，专业人做专业事。 

生鲜电商真的看起来如此美好吗？但三大难题却摆在我们面前。 

（未完待续……） 

                                               （市场营销部总监  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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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翔冷链全程把控运输温度 

 

目前的冷链运输过程中，司机往往在客户装货上冷藏柜后，按要求打开制冷设备。

但在运输途中，司机为了省费用，感觉冻得差不多了，往往关掉制冷设备。在车辆快

到目的地后，再次打开制冷设备制冷。货物送到客户手里，表面上冻得不错，实际上

很有可能已经变质。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流公司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随

时得到货舱的温度信息。 

万翔冷链将在冷藏（冷冻）车内

几个温区安装温度传感器。将温度传

感器采集的冷藏（冷冻）车内温度通

过车载终端的无线通信模块传送到卫

星导航服务器上。通过 

登录监控平台，得到冷藏（冷冻）车

内准确的温度信息。这样，司机就不

敢沿途随意关停制冷设备，保障全程

运输真正是“冷链”。所有温度信息还可以以温度曲线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备必要时

用。 

万翔冷链正通过引进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努力实现配送的全程“冷链”不断链。 

（运输部  林毅梅） 

 

  

 

硫磺熏的枸杞，你看的出来吗 

 

近日央视针对目前大量上市的枸杞做了一番调查，其中揭露为了让陈货枸杞更接

近于新鲜枸杞颜色，一些不法商贩竟然使用大量的硫磺对枸杞进行熏蒸。熏蒸过的枸

杞虽然颜色鲜艳极具卖相，可功效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滋补的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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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二氧化硫的成分严重超标，长期食用易损害人体脏器。在报道中专家指出被

硫黄熏蒸过的枸杞颜色更加鲜艳，并且摸上去感觉有些发黏。 

    枸杞泡水后水会变红，是不是代表着被熏制过或者被染色过？这个说法并没有科

学性。因为枸杞本身有颜色，而且是水溶性色素，泡水以后自然会溶解一些在水里，

使得水变红。 

  如何挑选放心的枸杞如何挑选放心的枸杞如何挑选放心的枸杞如何挑选放心的枸杞        

  首先应观色：熏过硫黄的枸杞呈鲜红色，外观诱人，而正宗的枸杞多为暗红色。

从枸杞的果脐处（果实与果柄

的分离处）来看，正常枸杞是

白色，熏过硫黄的枸杞果脐是

黄色，而上过色的枸杞果脐是

红色。  

  其次可以闻味：二氧化硫

残留超标的食物会有一种刺激

性气味。抓一把枸杞子，用手

捂一会，放到鼻子前闻一下，

如果气味较刺鼻，很明显就是熏过硫黄的。  

  最后可以尝：熏过硫黄的枸杞，味道酸、涩、苦。而且，即便都是正规的枸杞，

也有质量好坏之分。特级品种的枸杞，颜色是暗紫红色而且均匀，没有黑头，粒大饱

满。而那些质量差的枸杞，颜色红得很不均匀，而且有很多黑头。 

那些不能光看那些不能光看那些不能光看那些不能光看““““卖相卖相卖相卖相””””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实际上食物也不能光看“卖相”来决定好坏。除了枸杞，贝

母、山药、银耳、菇类、菊花等如果色泽鲜亮，特别白，也很有可能是经过硫磺熏制。 

（文章来源：http://www.jstv.com/food/focus/201309/t20130923_1849509.shtml） 

微点评：如今商家为了利益完全不考虑消费者的食用安全问题，除了呼吁法制

法规的完善、严惩不法商家外，我们还需练就“火眼金睛”，尽量避免食用到不安全

的食品。                                         

（客服部  邢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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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饼节”谈月饼的保存方法 

 

本月，我们迎来了中国传统节日中重要的一个节日：中秋节。中秋节吃月饼是我

们的传统习俗，但随着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感越做越好，人们食用月饼的时间也

不仅仅是在中秋节那天了。虽说中秋节只有一天，但是“月饼节”却可以持续一整个

月甚至更长。这种情况下，采用合适的方法保存月饼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月饼的存放时间根据其温度、馅料的不同会有所不同。在 25 摄氏度的气温环境

下，杏仁、百果等馅心月饼可存放 15 天左右；豆沙、莲蓉、枣泥等馅心月饼，软馅

含水分较多，通常只能保存 5～7 天，存放时间最多不宜超过 10 天；如果气温超过

30 摄氏度，月饼存放的时间还应该适当缩短，一般不宜超过 7 天；至于鲜肉、鸡丝、

火腿等月饼，应随买随吃。 

月饼含油脂较多，买回后，不宜放在密封容器里久藏，可放在篮子里，盖上干净

白纸，挂于阴凉通风处，并注意遮光，以防油脂氧化变质。 

将月饼带包装盒放入冰箱的冷藏室，在这样的环境中，月饼的保存时间会长一点。

准备食用时，提前一小时把月饼取出来，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但月饼毕竟是用面粉、

油、糖和果仁等配料精制，并经过焙烤的糕点，在低温的条件下，熟化了的淀粉会析

出水分，变得老化，使月饼变硬、口感变差。  

除此之外，市面上还出现了

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等新鲜的

品种。冰皮月饼的冰皮是糯米跟

淀粉，呈白色，内部是糖。 因为

材料的特殊性，因此，为了避免

冰皮的口感过于软糯，保持一定

的硬度，而且避免糯米的粘性导

致手抓时出现的尴尬局面，所以

必须在冰柜里面保存。可以把冰皮月饼买回来放入冰箱内，温度在 0-5 摄氏度即可保

鲜。至于冰淇淋月饼，顾名思义，其馅是冰淇淋。因此，在购买时商家一般会提供干

冰防止其在运输过程中融化，回家后，应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在零下 18 摄氏度的环

境下进行冷冻保存。                                        （客服部  卓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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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小寓言 

 

两个青年一同开山，一个把石块砸成石子运到路边，卖给建房的人；一个则直接

把石块运到码头，卖给杭州的花鸟商人。因为这儿的石头是奇形怪状的，他认为卖重

量不如卖造型。3 年后，他成为村上第一个盖起瓦房的人。他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上面

写下一句话：要寻找与他人不同的优势。 

后来，不许开山，只许种树，于是这儿成了果园。每到秋天，漫山遍野的鸭梨招

来八方客商，他们把堆积如山的梨子成筐成筐地运往北京和上海，然后再发往韩国和

日本。因为这儿的梨，汁浓肉脆，口味纯正无比。就在村上的人为鸭梨带来的小康日

子欢呼雀跃时，曾卖过石头的那果农卖掉果树，开始种柳。因为他发现，来这儿的客

商不愁挑不到好梨子，只愁买不到盛梨子的筐，5 年后，他成为第一个在城里买房的

人。他又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上面写下一句话：要先于他人挖掘市场需求。 

再后来，一条铁路从这儿贯穿南北，这儿的人上车后，可以北到北京，南抵九龙。

小村对外开放，果农也由单一的卖果开始到谈论果品加工及市场开发。就在一些人开

始集资办厂的时候，那个村民在他的地头砌了一垛 3 米高、百米长的墙。这垛墙面向

铁路，背依翠柳，两旁是一望无际的万亩梨园。坐火车经过这儿的人，在欣赏盛开的

梨花时，会突然看到四个大字：可口可乐。据说这是五百里山川中惟一的一个广告，

那垛墙的主人凭这垛墙，第一个走出了小村，因为他每年有 4 万元的额外收入。他再

次在学习笔记上面写下一句话：如果能够排除竞争，你必然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快乐工作提示：与其说他是一个天才经营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的

人。商业世界中，与其说是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不如说是聪明鱼吃愚笨鱼。而

聪明往往来源于不断的总结、学习和创新。工作能够有所学，有所长进，自然更容易

做到快乐工作。 

（文章摘自：http://wenzhang.unjs.com/yuedu_5193.html） 

（仓储部  叶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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