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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要闻

多哥总统福雷会晤中保斯通集团董事长马亚胜

双方达成智运快线项目进军非洲意向

2018 年 9 月 9 日，正在访华的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会晤了中保斯

通集团董事长马亚胜和 CEO 郭小龙。福雷总统对智运快线项目落地多

哥表示欢迎。

马亚胜董事长表示，非常荣幸能与总统先生会面。上次多哥共和

国政府代表团到中保斯通集团考察，双方的交流非常愉快，也达成了

合作的共识。因此这次特意给总统先生当面介绍智运快线项目，希望

总统对项目有更深的了解。

马亚胜董事长介绍，智运快线项目是中保斯通集团研发的智慧物

流系统，在国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将在广东省茂名化州建设第

一个示范城市。智运快线将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会

令中国农村物流水平大幅提升，此外智运快线还将应用于国防边境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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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及运送物资。智运快线将催生一个万亿级别的新型产业链。

马亚胜董事长表示，智运快线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快，也非常适合

非洲地区，将帮助非洲地区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和快速低成本通邮，为

未来电商及工商业、农业打下基础。智运快线随一带一路推广到全世

界，将引领世界进入自来物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减少贫困，促进和平

繁荣及经济发展。

马亚胜董事长建议，智运快线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率先到

多哥试点，希望通过多哥这个桥头堡，实现在非洲的快速落地发展。

智运快线将使多哥的物流水平、电商水平领先非洲各国。中保斯通希

望与多哥共和国合作，共同建设智运快线项目非洲总装和运营基地，

共同推动智运快线项目在非洲的建设和运营，共同推动智运快线项目

纳入中非合作，争取中非合作专项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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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总统表示，上次总统顾问到中保斯通集团访问后反馈，对智

运快线的创新技术感到非常震撼，也获悉中保斯通集团已经做好准备

到多哥进行投资建设，他对此非常欢迎。对马亚胜董事长提出的合作

意向，多哥政府已经充分了解，将再进一步研究落实。

会谈后，马亚胜董事长和郭小龙 CEO 代表中保斯通集团向福雷总

统赠送了一幅绘有智运快线连接中国与多哥两国的水彩画，画上写着

“中非友谊万岁”、“智运快线连接着我们的友谊”两句美好祝愿。

福雷总统对中保斯通集团的赠礼表示感谢，并邀请马亚胜董事长择时

赴多哥考察，马亚胜董事长表示一定成行。

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

常务副主席王葵霞一行到中保斯通集团调研

2018 年 9 月 10 日，广州市越秀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葵霞、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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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黄惠仪、基层部部长谢艳珍、市总工会派驻组一行到中保斯通集

团调研，郭小龙 CEO 陪同讲解。

郭小龙 CEO 向来宾们详细介绍了中保斯通集团及智运快线项目的

发展情况，中保斯通是一家民营科技创新企业，研发的智运快线项目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已经在茂名化州市建成了第一条智运快

线。2018 年 5 月 25 日，中保斯通与中国交建签订了全产业链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推动智运快线系统成为国家新时期农村广域基础设施，

并将在茂名化州市建设第一个智运快线示范城市。

郭小龙 CEO 着重介绍了公司所获得的荣誉和党建情况，中保斯通

集团党支部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党建活动，先后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中国建设银行化州市支行等单位的党支部结成了共建单位。同时公司

把人力资源放在第一位，经常开展专题分享会、员工生日会、团队建

设等活动，打造学习型组织和高效团队。

王葵霞常务副主席表示，对中保斯通集团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

感到震撼，作为越秀区科创企业的典范，希望中保斯通集团在非公企

业工会工作方面也创新发展，以党建带工建。越秀区总工会将会在优

秀工会人才表彰、“创新工作室”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把中

保斯通集团建成越秀区非公企业带头引领的典范。

中保斯通持续推进学习型组织构建

2018 年 9 月 3 日，中保斯通集团首创三会合一的“月度业务汇报

会”、“工作经验主题分享会”和“员工生日会”如期举行，持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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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习型组织的构建。

公司 CEO 郭小龙主持月度业务汇报会，并详细总结了 8 月份的主

要工作和业绩，同时向各业务版块负责人指出 9 月份的工作重心和重

点事项，勉励大家在项目发展形势不断向好的环境下在各自的岗位上

积极推进每一个业务版块工作向前。

业务汇报会后，战略规划部总监江丰耕承接上期的专题分享，做

了题为《组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讲解。公司各业务板块负责人

及部分员工在课程结束后交流分享了学习感悟，表示分享会开拓了大

家的思维，增进了大家的技能。

在当晚的员工聚餐上，公司高层和大家一起为 9 月份生日的 6 位

同事举办生日会。烛光摇曳，祝福满满，生日会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公

司对员工的关爱，再次体会到公司的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增强了员

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团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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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摘要

8 月电商物流指数回升 农村电商需求表现突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东集团联合调查的2018年8月份中国

电商物流运行指数为 112.2 点，比上月回升 1.3 个点。从 9 个分项指

数看，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指数、物流时效指

数、履约率指数、满意度指数和实载率指数比上月回升，成本指数与

上月持平，人员指数比上月回落。

电商物流总需求回升。8 月份，总业务量指数为 132.2 点，比上

月回升 1.6 个点。

农村电商需求表现突出。8 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8.2 点，比上月回升 2 个点。

库存周转加快，运输效率提升。8 月份，库存周转指数为 105.6

点，比上月回升 0.7 个点。

物流时效和履约水平继续改善。8 月份，物流时效指数为 111.6

点，比上月回升 2.3 个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王微所长认为：8 月份电商

物流运行表现出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企稳回升，电商总业务量和农村

业务量指数在连续回落了 3 个月之后，均出现了企稳回升局面，意味

着增速放缓的势头得到扭转，企稳有利于稳定发展预期。二是保持增

速，电商物流业务总规模继续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农村电商四

大区域需求全面回升，反映出农村电商对总需求的支撑作用在增强。

三是高效运行，8 月份电商物流库存周转、运输和末端配送环节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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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效率特征，指数明显回升，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和客户满

意度指数随之提高。（中国网）

物流新政集中发布 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日前，发改委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一同研究编制中国

物流发展指数，以科学评价我国物流发展情况，更好把握物流运行与

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发改委透露，未来将建立常态化机制，通过对物流行业更深层次

的研究和分析，加快解决我国物流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发改委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54.1 万

亿元，同比增长近 7%。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为近 140 万亿元，同比增

长 6.6%，社会物流总费用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表示，目前我国现代物流服务

体系初具规模，规模总量居世界第一。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商贸物流

业将积极引进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进入以质量和效益提升为核

心的发展新阶段，逐步释放行业发展新动能。

但同时，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大而不强、成本高、效率低等问

题仍然困扰物流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

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设施建设还存在短板。货物运输结构不合理，

绿色物流发展滞后。

针对这种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陆续出台政策措施，推

进物流行业更健康发展。2017 年以来，发改委等部委连续发布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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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绿色物流包装工作指导意见等多项政策措施。

同时，2017 年以来，资本也加快了进入物流行业的速度。包括韵

达、顺丰等一批物流企业陆续上市。菜鸟、京东、苏宁以及以物流地

产为核心的企业在物流资本融合方面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专家预测，2018 年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各种利好政策的

持续催化，智慧物流、绿色物流有望进入加速普及和推广期。与此同

时，资本与物流企业的结合日益紧密，物流行业的兼并重组也将加速。

发改委等部门透露，目前国家级物流信息平台和物流枢纽网络正

在加快布局，国家智能物流骨干网将加速成型。同时，随着基础设施、

技术的提升，以及未来支持政策的集中发布和完善，物流行业发展不

平衡问题将逐步改善，进一步推进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来源：经济

参考报）

董事长寄语

见总统，抑制不住的骚动之心？

见总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骚动的心可能还要些经历才能

平静下来，我也看见并意识到的。

仪式感，代表一种远大的格局，高尚的追求。即不甘于平凡，不

愿只追求财富，敢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灵巧，低调，但从不

会猥琐，坚持以正心正念，一股正气，追求卓越。

不霸道，不强势，但从未屈服；心气高，目光远，但从来脚踏实

地；坚守理念，坚持原则，与大众保持距离，却又热爱生活，深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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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与身边每一个人。

我在商会或朋友圈当中，算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因为内心的坚守，

就不可能完全融入大众世俗，往往在观感上像个异类。大众的评论曾

让我诚惶诚恐，内心焦虑。既要保持独立思想，又要融入大众，并在

世俗社会取得支持。驾驭这种矛盾，需要在进取开拓的路上刻苦历练，

渐渐感悟，精进，改善，力求内方外圆。

在独立思想与融入社会之间取得平行，何其难？偏左一分，难容

于众人，偏右一分，难容于自己。这便是我多年来所呈现的纠结，焦

虑与矛盾，也是我努力驾驭自己与命运的写照。有一天，我或可以做

到圆融通达，那是一份闲看天外云舒卷的豁然。但生命的精彩，却在

走向这理想的过程，日子不会再来，每一步努力都算数。

应该说，我很勇敢地追求理想，很踏实地奋斗，很用心观察学习，

改善自己。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反覆，焦虑，纠结，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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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远方的历练，现实境遇对内心的雕琢。我看见自己，步步前行。

秋天，早晨，花园中，书房里，反思所行的每一步。

只顾风雨兼程（写给我们的 CEO 龙哥)

龙哥，你看这一路上，失望与希望交替，跳出来看，是不是对生

命别有感慨？当我们决定了要干大事业，要改变世界，走向远方，我

们的人生已经在作出抉择的那一刻，随之改变。

很感动我们一起前行，这路上，团队紧密合作。有各种意见争执，

但我们都能跳出性格局限，看到各自的优势缺板，能够欣赏与包容。

如果我们没有这远大理想，人生将在琐碎事计较中逝去。在我们决意

改变世界，并勇敢地行动时，我们也改变了自己，谱写卓越充实的，

轰轰烈烈的人生故事。

世间哪有成功和失败？那不过是世俗大众对于我们勇于追求卓

越，面对生命的多样性，而给出的一些观感而已。

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抉择，开创自己的人生的。因

此，对于像我们一样，在人生路上奔跑的人，对于那些勇敢地追求卓

越目标的人来说，他们的人生，就像一部大众电影，供那些没有勇气

上台的观众评价消谴。他们会说，这是悲剧，那是喜剧，那个主角失

败了，这个主角成功了，诸如此类。

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做主角的勇气，他们选择了做人生的观众。

对勇于选择做生命主角的人来说，人生只是一段时间。角色成败，过

程的起伏，都是我们生命的精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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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失败的评价偶尔也传到我们耳朵里。曾经，我们如此在意，

但生命哪有成败？一个敢于挑战人生，改变世界，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从一开始就是成功的！

在与团队一起挑战智慧物流快线项目的路上，我也正被项目所塑

造，相信我们都是。个中滋味，个中感念，难与人言说。

走向远方，才有机会看尽大千世界，才有机会见识各路英雄。一

路上的贵人，他们高尚的人格，也深刻影响我，我们。或许，世界正

如此去传承那此进取的精神，对生命的热诚与爱。

这一路上，当然有千奇百怪，但我们秉承：正心正念，公平公正

的心态，务实创新，塑造自我，改变世界。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图说 iBosst

中保斯通速度造就花都研发基地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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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花都研发基地门口远远的，就能看到中保斯通的理念：正心

正念、公平公正、务实创新。

基地里，一个月前来访的多哥政府代表团还看不到的自动化分拣

系统已经安装完成投入测试。

全新的会议室已经可以迎接社会各界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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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墙和穿梭机模型，展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人才和技术。

“一桩多用”是智运快线的一大亮点，

可以叠加国防保障等一系列重要功能。

正在支架上调试的工程师们。正是有全

体员工的团结奋战，才会有“一个月大

变样”的“中保斯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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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这种务实创新的拼搏精神，我们一定能引领世界进入自来物

时代，让中保斯通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版 权 所 有 欢 迎 传 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