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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翔冷链物流中心主体工程初具规模 

 

经过前期繁复的准备工作，我司万翔冷链物流中心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截至 6 月

17 日，1#库的 F1、F2 库区主体钢结构已基本成型。在各协作单位紧密配合下，以保 

证工程质量为前提，全速施工，万翔冷链物流中心的实体成型指日可待。                                            

 （物业管理部） 

 

 

万翔冷链参加第六届海峡物流论坛  

 

    6 月 16 日—20 日，作为海峡论坛的重点经贸项目之一，第六届海峡物流论坛暨

首届两岸(高雄)物流论坛在闽台两地先后举行，两岸四地千余家企业、单位与会，分

享这场物流盛宴。 



                       《《《《冷链先锋冷链先锋冷链先锋冷链先锋》》》》 2013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总第总第总第总第 7 期期期期 

      
 3 

  本届海峡物流论坛以

“联动发展，创新共赢”

为主题，两岸 700 多名嘉

宾出席在福建举行的论坛

活动，400 多名两岸嘉宾

参加高雄论坛。首次赴台

办会，是本届论坛的一大

亮点。 

    万翔冷链市场营销部

代表公司参加了第六届海

峡物流论坛——供应链管

理论坛及两岸农特产品流

通合作论坛：供应链管理论坛由亚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协办，多位著名学者及业

界专家参与；两岸

农特产品流通合

作论坛由高雄市

经贸发展协会协

办，两岸多位业界

专家参与论坛。 

论坛上多名

专家就其领域分

享经验，交换意见

与看法。通过参加

此次论坛，万翔冷

链也收获了不少

行业最新资讯，对

今后冷链的运营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与支持。  

（市场营销部  陈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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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速冻蔬菜有望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据国际粮农组织统计资料整理显示，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C 的 90%、维生素 A 的

60%来自蔬菜。此外，蔬菜中还有多种多样的植物化学物质，是人们公认的对健康有

效的成分，如：类胡萝卜素、二丙烯化合物、甲基硫化合物等。这一系列创新产品的

生产企业看重的正是这些新颖原料的营养概念。 

大部分火锅料产品都是以肉为主，速成

鸡和禽流感事件的联合冲击让肉丸的销售

工作陷入一个瓶颈，将速冻蔬菜做原料加入

火锅料产品中，符合健康饮食的理念：蔬菜

可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一直被冠以健康的名号。 

有些企业打通全产业链，开发了一系列

蔬菜类的火锅料产品。把蔬菜加进去，首先

可以改进丸类产品的色泽和口感，比如莲菜

类丸子就主要考虑了产品的脆度，胡萝卜、

番茄类等产品是考虑其营养价值会更突出；

另外是基于健康理念：牛肉偏酸性，除了生

产过程中对牛肉进行排酸处理，在深加工环节让牛肉搭配蔬菜能让产品营养更均衡，

让消费者吃得更健康。 

（文章摘自：http://www.chinalenglian.com.cn/info.asp?id=22071） 

微点评：速冻禽肉食品正在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可，同时，很多速冻食企也已经

开始发掘新的速冻产品系列，新鲜的蔬菜在正常的室温环境下 3-4 天内的短暂生命导

致其营养成份大量缺失，将冻干、速冻技术运用到其中，不仅大大减少了菜农们的损

失，同时，消费者们还买的放心。                              

（仓储部  叶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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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的冷遇 

                   —商家的冷遇 

                                

“酸奶的保存温度是 2℃-6℃，封压包装的熟肉制品保存温度是 0℃-4℃。”这

些都是明明白白地印在商品外包装上的冷藏温度，可记者走访发现，为了吸引消费者，

部分商家在促销过程中将冷藏食品放在常温下销售。 

  在一些超市内，酸牛奶等冷藏食品被放置在小冷柜之上，最底层都高于小冷柜上

沿，堆放成一座小山，暴露在小

冷柜外面的酸奶密密实实地叠了

三四层之多。消费者仔细观察就

会发现，这些“小山”最顶两三

层的酸奶包装表面没有冷藏过后

的水珠和雾气，温度也接近常温，

相当于没有冷藏；被堆成“小

山”的促销食品还有封压装的熟

肉制品。记者发现，很多存放熟

肉制品的冷柜红色的电源灯亮着，可绿色的工作灯却是灭着的。记者比对了生鲜肉敞

开式冷藏柜的温度，即使冷藏柜温度显示为-2℃至-4℃，放在里面的肉类也仅是冰凉

而没有冰冻。 

记者在不少超市看到，很多需要冷冻销售的冻鸡块、冻鱼段，其包装袋内有一团

团的白色冰霜。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白色冰霜，是因为反复冷冻而产生的。

这表明，在运输和存放的某个环节，这些商品曾开化过。如果按冷冻食品不高于-18

℃的存放标准来衡量，商品冷链曾有断点。对于这样的商品，都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消费者在日常消费过程中应避免购买。 

（文章摘自：http://www.lenglian.org.cn/） 

微点评：冷链产品的温度控制要贯穿整条供应链，央视《冷链的断链》播出后，

许多消费者、企业等高度关注冷链产品仓储和运输环节。然而，冷链的末端并不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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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而是消费者。希望商超卖场能够重视冷链产品在成列柜中的温度控制，莫让冷链

在最后一环脱节。                                      （市场营销部 陈宇宁） 

 

吉林液氨爆炸事故 

 

2013 年 6 月 3 日清晨，吉林德惠市一家禽业公司液氨泄漏引发爆炸，进而引发火

灾。121 人在这场事故中死去，77 人受伤。这场事故用生命为企业的安全生产敲响了

警钟，而作为本次事故的第一凶手，液氨制冷安全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继而引发了

我们对制冷剂行业内安全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行业泰斗吴元炜老先生认为，此次吉林液氨爆炸事故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氨制

冷剂身上，主要还是企业自身没有按照规范来操作。吴老介绍说，虽然氨的确具有可

燃、有毒的缺点，但是其实它的使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安全问题也是完全可以得到

保障的。氨制冷剂是我国冷冻方面使用最早的一种制冷剂，在国内已经有五、六十年

的历史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广泛使用，历史也有一、两百年了，它的安装操作、安

全规范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体系。现在很多大型工厂、建筑、冷库都在使用

氨制冷剂，如果操作得当，完全按照规则走，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而在我国，类似“6•3 吉林德惠禽业公司火灾事故”的液氨泄露事故已经不是第

一次发生了，近年来，液氨泄漏事故频发。吴老指出，虽然国家目前在氨制冷剂的使

用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管理规范，但是执行的力度在有些地方还是很欠缺。很多企

业安装施工中不按规则来，很多细节被直接忽略。而政府对此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和

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吴老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而且正被国家和企业

所忽视。它就是在氨制冷系统安装、设计、维护过程中，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问题，

特别是在我国液氨制冷还未能实现全自动化运行，还要人工进行操作的背景下。如果

设计、安装、操作、维护相关人员不懂专业，没有经过专业的制冷技术培训和学习，

没有取得相关资质，不了解氨制冷系统的特性和相关操作规范，不了解实际操作中应

注意的事项，那么他就很容易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而这些失误哪怕只是一

个阀门的关闭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而当前我国冷链行业正在飞速发展，冷库规模和面积也在急速膨胀，这就需要更

多的制冷专业人士投入到这项大业当中。而我国制冷专业人才资源培养如果继续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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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不仅仅将影响冷链建设进程，更多的安全隐患也会被埋下，随时可能爆发。 

（文章摘自：http://www.chinalenglian.com.cn/info.asp?id=22083） 

微点评：安全无小事，我们在冷链建设及今后的运营过程中除了严格遵照安全

规章制度，处处注意安装及操作细节，按要求做好制冷设备的维修保养计划，公司每

年都要做一次《氨制冷系统事故应急抢险处置预案》。为保证事故发生时，及时、有

序、高效的进行控制，防止事故蔓延和扩大，最大限度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

低大气污染程度。除完全按照规则走之外，也更要注重制冷专业人才的引入及培养。                         

（技术设备部  陈金灿） 

 

                                        

   购买冷藏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冷藏车是低温冷链物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的关键设备。冷藏车在冷藏运输过程中

工作可靠、性能发挥稳定，是保证易腐、保鲜食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的关键所在。

公路运输冷藏车通常有汽车底盘、保温厢体、制冷机组三部分组成。 

  一、冷藏车汽车底盘的选

择。汽车底盘选择起来相对容

易，因为我们只能选择符合我

国汽车销售公告的环保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的汽车底盘，而

无论吨位大小，国产还是进口

的汽车底盘，用户可根据自己

的经济实力和个人喜好进行

选择。 

  二、冷藏车厢体的选择跟运送的具体货物有关。不同的货品对厢体都有不同的要

求。比如，运送鲜肉的冷藏车需要在厢体上定制挂钩；为门店做配送的冷藏车批量小、

品种多、需要多温区的冷藏车；温度需求不一、装卸频繁需要多开门冷藏车，则需要

加装侧门，防冷气漏跑的门帘等附加装置。 

三、冷藏车制冷机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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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冷藏车厢体大小来选择：可选用独立机组或非独立机组。一般来说 6 米以

上厢体适于选择独立机组，可根据厢体的长短来确定独立机组的大小。低于 6 米以下

的厢体宜选用非独立机组，这里厢温均只能达到-20℃。 

  (2)根据冷藏车所运货品温度要求：可选用深冷机组或保鲜机组。从价格上来说

深冷要贵，保鲜机组相对便宜。对于便宜的保鲜机组来说，机组本身不具备除霜功能，

即使有些保鲜机组声称能达到零下十几度，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3)根据冷藏车配送的要求来选择：比如冷藏车用于城市逐点配送冰淇淋，那么一

定要选择蓄冷式的制冷机组或独立机组，只有长途或市内间隔较远的逐点配送，才适

合用风机式制冷机组。 

（文章摘自：http://www.0722zyqc.com/Company-news/755.html） 

微点评：今年万翔冷链计划组建车队，如何选择适合的车型作为运营车辆费了

我们许多时间，上面的介绍让我们找准了门道，再从承重、发动机、马力、油耗等各

式参数细细比较，我们才知道冷藏车的选购也是门技术活，相信最终我们打造的车队

一定能严格保障运输货物的品质，做到“全程无隙、安心托付”。 

  （仓储部  林毅梅） 

              

 

活禽交易“停摆” 冰鲜鸡能否上位 

 

今春 H7N9 禽流感爆发以来，疫情感染地区政府均在第一时间暂时关闭活禽交易。

业内人士提出，活禽长距离贩运，给疫病防控带来很大压力，“永久停止活禽交易”

的呼声不时响起。事实上，取消活禽交易的呼声已非第一次出现。每次出现禽流感，

在疫情爆发地，政府的第一举措就是关闭活禽交易。 

活禽交易在运输过程中病毒很容易交叉感染，而且粪便、鸡毛、鸡血等使宰杀环

境极不卫生，宰杀过程也难以控制。全球都有家禽业，为何禽流感在中国这般严重？

除了中国是候鸟迁徙路径之一，落后的饲养方式和交易方式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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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从发达国家来看，活禽是不进入零售环节的，市场上销售的禽类产品，

都是经过政府认定的屠宰场宰杀后，以冰鲜品的形式在零售市场出售的，这样可控制

类似“禽流感”这些流行疾病的发生。 

然而，停止活禽交易，发展冰鲜产品并不是易事。首先，活禽消费是刚性需求，

而消费者观念、习惯难转变。 

除却江浙地带对活禽长久的消费习惯，生活中部分“高品位”人士外出用餐，还

是乐意寻求新鲜活体的鸡鸭鱼肉，“活体消费”有很大、很传统的需求。除了传统消

费观念难以改变，食品信任危机也是重要原因。在我国食品安全上升为社会危机的情

况下，消费者骨子里对冰鲜、冻品的新鲜度、品质等存有深深的不信任感。 

其次，冷链建设要求高，鲜品监管难度大。要推进冰鲜销售，必然离不开冷链。

拿冷冻食品来说，所谓-18℃存贮条件下的冷冻食品，在市场上的执行程度参差不齐，

有的仅保持在-5℃，甚至在-2℃保存的也不少见，因为-2℃就可以保证产品不变形。 

“市场上冷链断链的问题非常严重，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为问题产品买

了单。”中国现在的冷链基础还达不到相应的水平，怎样保证冷链、温控的精准化、

严格执行度，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全程冷链，实际上还存在巨大的挑战。 

冰鲜产品的质量还要靠冷链。而要发展、完善现有国内冷链物流建设，必须发展

第三方冷链物流，同时，要找到合适的企业赢利模式。这个赢利模式，就是农产品冷

链必须实现的优质优价的商业模式。没有透明的供应链赢利模式，没有相应的赢利机

制研发架构，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除良币，谁按规范谁赔钱。 

（文章摘自：中华冷冻食品网） 

微点评：冰鲜禽肉是大势所趋，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冰鲜禽肉的宣传，逐步转

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扩大消费者对冰鲜禽肉的需求。同时，冰鲜产品的冷链也要做

到严格监管，保证冰鲜产品的品质。当然，企业作为冰鲜禽肉的供应者和经营者，要

建立确保其盈利的机制，莫让冷链遭冷遇。                      （仓储部  叶鸳） 

 

孕妇食用发生霉变粽子后流产 

 

5 月中旬，南京市民骆先生怀孕两个月的妻子在吃了从超市购买的霉变粽子之后，

出现呕吐腹泻症状，导致胎儿流产。此次事件的粽子生产厂家是全国知名粽子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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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一浙江五芳斋公司，销售方是上市公司北京华联的南京水游城门店。 

   南京市白下区工商局接到投诉后随即立案调查，对事件相关的北京华联销售门店

和五芳斋南京销售分公司仓储现场进行了深入调查。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进入南京的

五芳斋粽子为该公司浙江总部工厂生产，从总部运往南京的过程中配备了专业冷链运

输车，五芳斋南京销售公司也配备了专门的低温冷库。 

  但是，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出现了问题，五芳斋公司的速冻类产品在由南京分

公司冷库配送到销售网点的过程中，未按照要求采取冷链配送，而是选择了常温车辆

配送，存在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工商部门表示，目前不能排除超市冷藏条件不够、或

者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冷藏导致粽子变质的可能性。 

“厂家是在淡化问题，短短几公里的常温运输就能使粽子变质吗？”对于厂家承

认“运输环节”出了问题，骆先生表示不能接受。他认为，厂家如果连运输问题都保

证不了，在更重大的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显然更不能让消费者放心。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郑风田分析，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厂家现有的解释确实无

法消除消费者的疑虑，

无法完全排除在其他

环节存在问题的嫌疑。

郑风田还认为，目前的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在

生产、流通、销售领域

仍然存在多头管理、管

理不善的问题，采取食

品抽检方式不仅社会

成本高，也无法完全杜

绝安全隐患。监管部门也应承担起维护食品安全的相应责任，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违规企业，对于情节严重的，应依照法规由公安部门介入调

查，追究相关企业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文章摘自：http://news.cnool.net/0-1-20/91629.html） 

微点评：中国首部食品安全法即将修订，并在今年内完成，这部法律被外界认

为是中国监管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前段时间，特大“地沟油”案主犯被判无期，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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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政府对食品安全整治的决心。除了政府、生产企业、商家、第三方物流外，消费

者也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莫让冷链遭“冷遇”。                 

 （客服部  邢珊） 

 

 

万翔冷链联手万翔现代参战第十届乒乓球赛 

 

翔业集团第十届乒乓球赛于 6 月 22、23 日举行，万翔冷链物流与万翔现代物流

再次组合物流联队角逐赛场。 

团体赛的赛制为两局男单、一男双、一女单、一混双，考验的是队伍的综合实力

和排兵布阵的方略，我方队员发挥自己的长处，在面对第一组对手的第一局男单比赛

中就展现出强大的压制力，在激烈的拼杀中取胜，提升了队伍的士气。小组赛中的对

手有种子队伍兆翔置业及万翔网商，他们实力强劲，我们在实力薄弱的环节也让对手

抢得先机，最终在与三组对手的较量中一胜两负没能小组出线，但是全体队员展现了

很好的精神风貌，落后时不气馁仍继续拼搏，积极主动、乐在其中。 

（运输部  林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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