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启明 咸安区物流发展局责任公司 名誉会长
黄庭炬 湖北汇宁物流有限公司公司 名誉会长
刘思俊 湖北安欣物流有限公司公司 会长
张志宁 国药控股咸宁有限公司公司 常务副会长
檀学宏 湖北昊天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副会长
张张军 湖北佳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副会长
蒋张磊 湖北众网互联网有限公司司 副会长

咸宁市金诚物流有限公司售中心 葛蒋斌
咸宁鄂南永兴物流销售销售中心 王蒋咸
京昌物流销销销销销售销售中心 杨云朝
武汉时通物流销销销售销售中心 陈汉刚
联创方圆物流销销销售销售中心 熊仁艳
咸宁小愚公物流销销售销售中心 吴学洲
咸宁安创聚能物流销售销售中心 庞蒋聪
咸宁精华物流有限公司销售中心 丁盛斌
咸宁市旭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心 陈现伟
湖北昊天投资有限公司销售中心 檀学宏
湖北路捷物流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饶坤罗
湖北咸宁瀛通商贸有限公司中心 陈淑娟
湖北三森木业有限公司销售中心 周秋林

咸安区物流协会会长、副会长名单

陈华兵 湖北万利鑫诚物流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副会长
余亚红 咸宁市嘉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分公司 副会长
陈爱平 湖北咸宁天翔汽车商贸有限公司分公司 副会长
徐尤东 咸宁宏兴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咸宁分公司 副会长
方学志 咸宁市同城快递有限公司司咸宁分公司 副会长
张张聪 上海森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副会长兼任秘书长

咸安区物流协会会员名单

湖北安欣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咸宁分公司 刘思俊
湖北汇宁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咸宁分公司 黄庭炬
湖北咸宁天翔汽车商贸有限公司分公司 陈爱平
咸宁市嘉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分公司 余亚红
湖北众网互联网有限公司司咸宁分公司 蒋蒋磊
湖北佳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咸宁分公司 张蒋军
咸宁宏兴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咸宁分公司 徐尤东
上海森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张蒋聪
湖北万利鑫诚物流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陈华兵
国药控股咸宁有限公司公司咸宁分公司 张志宁
咸宁市同城快递有限公司司咸宁分公司 方学志
咸宁中邦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咸宁分公司 徐蒋刚
大道物流咸安分公司公公司咸宁分公司 余启胜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咸宁分公司分公司 徐庆国

移动咸安分公司强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石俐玲
咸宁市建安渣土清运有限公司料销售中心 陈蒋胜
京港物流强农业强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彭志刚
咸宁市国顺物流有限公司产资料销售中心 甘如杰
湖北创伟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陈开平
湖北供销惠侬物流运输有限公司销售中心 童飞鹏
咸宁市咸安区桂强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吴裕强
咸宁市咸安区供销百源物流中心销售中心 张卜安
湖北嘉安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耿蒋果
武汉市冬成物流有限公司产资料销售中心 夏化南
咸宁永兴物流业强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聂蒋力
湖北开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资料销售中心 董霞霞
咸宁鹏达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资料销售中心 舒蒋鹏

此刻，我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站在
这个讲台上，今天有市物流局、咸安区政
府、总工会、发改局、交通局、区物流局、
商贸物流园、商务局等领导亲临会场，在
此对你们长期关心支持咸安物流事业的
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各位同仁的信
任、厚爱，推荐我来当这个会长表示衷心
的感谢！能否胜任这副重担，心中忐忑，
如履薄冰。借此机会，我在此对未来任
期内的工作做出如下几点展望：

一、以建设咸安物流园为抓手，尽快
结束地级市无物流园的尴尬局面；改善
市区零单、快递物流企业临街经营、发展

困难的局限性条件，为城市发展提供支
持，为企业市民发货取货提供方便。

二、建立相关数据库，为政府和相
关部门及时了解物流市场信息，决策
物流发展方向提供服务、帮助。

三、加强与国家、省、市物流协会的
联系，了解和争取好政策，及时传达给
会员单位；加强与周边物流协会的交
流，谋求合作良机，建立信息业务互通
渠道；运用好政策，把协会建设成为政
府和物流企业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快
递方式服务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生活。

四、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外出参观

学习活动，重大的项目经会长、办公会
集体决策。带领全体会员依法经营，
严格遵守《协会章程》、《财务制度》及
各项管理制度，制定咸安物流协会发
展规划和计划。

五、制定《会员公约》，用公约规范
会员经营行为，维护好咸宁的物流市
场经营秩序，整合资源进军省内、国内
的其他物流市场。

各位领导，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
组织，没有职权和经费来源，请求你们
多加关心、多加支持！各位会员，特别
是理事单位以上的会员，你们交纳的会

费高出会员10-20倍，平时还要付出更
多的时间，为会员办事，基本得不到任
何的回报。在此，我请你们积极地支持
协会，共同把工作做好，在协会年会上
我多敬你们一杯酒，说声谢谢了！

会员们，请你们信任、支持协会，
多为协会提出宝贵意见，促进协会发
展！我相信有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
有协会领导团队认真工作，有会员们
的理解和帮助，咸安区物流协会的工
作一定会做得很好；一定会为咸安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谢谢大家！

搭建沟通桥梁 做强物流品牌
咸安区物流协会会长、湖北安欣物流董事长刘思俊在咸安区物流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十几年前，可能谁都没有想到，安欣物流会
成长为今天的行业龙头企业。

如今的安欣物流，是咸宁唯一一家具有公
路、铁路、水路等多式联运能力的物流企业，也是
鄂南地区唯一一家与武汉铁路局签订长期战略
合作协议的物流企业。公司现占地70多亩，配备
自有各类型车辆50余台，可调配外协车辆200余
台；具备每年300万吨的运输组织实施能力。

多年来，安欣物流始终坚持“三高一严”，即
“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和严要求”的工作作
风，持续改进经营管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竭
力打造安欣品牌，铸就了安欣物流“诚信、务实、
合作、共赢、开拓、进取”的核心价值观，赢得了
客户的亲睐和信任。

在企业荣誉方面，安欣物流硕果累累。该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AAA级物流企业”、“全国
交通运输创新能力示范物流企业”、“湖北省重
点物流企业”、“湖北省交通物流五星级诚信企
业”、“湖北省优秀民营企业”和“咸安区经济发
展突出贡献奖”，被“湖北省质量强省工作委员
会”授予物流服务“湖北名牌”称号。

在人才和硬件建设上，安欣物流也与当年
不可同日而语。安欣物流现任总经理刘超孚始
终信奉“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打造一支年轻
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对内加强岗位
培训，对外广纳贤才，把安欣物流打造成为物流
诚信企业，带领安欣物流勇攀新高峰。

如今的安欣物流，公司上下有着强劲的战斗
力、凝聚力，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一声号召都会积
极响应。让刘思俊感到最自信与自豪的是，在物

流行业市场上，现在没有安欣做不好的事。
作为咸宁市物流协会第一届会长，刘思俊

于上月底又刚刚被推选为咸安区物流协会会
长。刘思俊说，他虽然是红安人，但是是咸宁这
块沃土培育了他，他获得成功后最重要的便是
回馈社会，接下来他希望能完成两个梦想。第
一，是在市区建立一个大型的专业物流园，消除
市区物流公司分散、从业车辆乱停乱放的乱象，
解决咸安作为市区所在地却没有一个专业物流
园的尴尬局面。第二，是推动咸宁物流业的多
式联运达到全省领先水平，而这也是当今物流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对于安欣物流的未来，刘思俊说，公司上下
将继续禀承诚信务实的理念，打造健康的管理
团队，打造健康的企业。

［诚信经营获得丰硕成果］

刘思俊任咸宁水陆装卸运输公司总经理期
间，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他有信心在公司实行私
有化后干得更好，但买下公司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让他望而却步。上级领导说，你朋友多，想想办
法。刘思俊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回到老家把所有
亲戚朋友全借遍，硬是凑齐资金买下了公司。

后来公司的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没做错。
改制完成后，安欣物流正式成立。刘思俊在

管理经营上有了充分自主权的同时，也面临着空
前的压力。因为一旦经营不善，那笔借来购买公
司所有权的巨款，光是利息都能把人压垮。

此时刘思俊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甚至比之
前更严峻。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问题。
改制后，公司原有的四个副总经理，其中一个办
了退休，另外三个全部另谋高就。另一个便是责
任意识问题。虽然80%的老职工都留了下来，具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是过去在国有企业工作时
形成的大锅饭思想也同样留了下来。比方说中
层干部，有客户前来联系业务，不请吃饭、送点礼
的话，就不干，就算干也不会干得很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思俊一方面加大力度
从社会上招聘优秀的专业人才，一方面不断摸
索、创新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在公司管理上，
他提出“三铁”原则，即“铁的纪律，铁的手腕，铁
的制度”。后来经过不断完善，他又制定了“221”
标准。第一个“2”是“两个说了算”，即与客户的
业务往来中，价格客户说了算、满不满意客户说
了算；第二个“2”是对客户讲“两个尊重”，即尊重
客户的管理制度、尊重客户的管理人员；第三个

“1”是“一个硬性承诺”，即公司员工一旦被客户
投诉，不管职位高低公司一概不留。

刘思俊印象中，就曾有这样一个例子。几

年前，公司一名司机在客户那里装货的时候，没
有去厕所而是在货车旁小便，被对方保安发现
并劝阻。结果司机不但没有接受对方保安的批
评，反而很不友好地反呛对方保安，引起客户反
感。公司接到投诉后，有人告诉刘思俊，这名司
机是某某单位领导的亲戚，刘思俊拍板：“触碰
公司红线的人，谁的亲戚都得开除。”

就这样，安欣物流员工的纪律性不断增强、
公司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市场认可度也随之
大幅提升。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对比便可说明
安欣物流这些年的巨大发展：刘思俊最初接任
咸宁水陆装卸运输公司总经理时，公司最高工
资只有400多元，而如今公司一个普通行政人
员的工资便有4000多元，是当年的10倍；而一
线货车司机的工资最高能拿一万多，更是达到
当年的30倍。

［承担风险开创安欣物流］

提到“安欣物流”，很多市民脑海里第一时间出现的，或许是“快递小哥”和
电动三轮车的形象。实际上，作为鄂南地区同行业中第一个取得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安欣物流并非市民印象中“送快递”的，而是一家综合
实力跻身中国物流企业500强的专业物流公司，是咸宁市物流企业的龙头和
咸宁市物流协会会长单位，服务对象包括红牛饮料、咸宁南玻、武汉台玻等大
型企业。这些年来，安欣物流的发展可以用“奇迹”来形容，因为仅仅在12年
前，安欣物流还是一家亏损严重、濒临倒闭的集体制企业。

10月9日，安欣物流再传喜讯，该公司在全省范围的投票活动中脱颖
而出，入选“我最喜爱的100个湖北名牌”。安欣物流这些年跨越发展的背
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日前，记者走进安欣物流，该公司董事长刘思俊
表示，是咸宁沃土成就了“安欣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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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拉回30多年前。
安欣物流的前身，是始创于1982年的咸宁

水陆装卸运输公司，曾有过连续十年被评为“咸
安区优秀党支部”的辉煌历史。然而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深化，其垄断地位不再，渐渐失去市
场竞争力。到2005年的时候，该公司已处于半
停工状态，公司员工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不断上
访，成为各级政府难以医治的一块心病。此时
的刘思俊身为咸安区公路局副局长，从未想过
自己会与物流行业产生交集。

为了帮咸宁水陆装卸运输公司走出困境，
最终上级领导找到刘思俊，想让他接任公司总
经理一职。当时谁都知道，这个总经理职务是

“烫手山芋”，没有人肯、也没有人敢接。刘思俊

起初也不肯接手，经不住领导再三地做工作，才
临危受命以“救火队员”的角色接受了这一任
命。接受任命时，上级领导对刘思俊提出三点
要求：三年内别把家当卖掉；职工不再上访、闹
事；把生产逐步恢复、减少亏损。

真正上任后，刘思俊才发现，公司的情况比
想象中更严峻。上下110名在岗职工里，工资
高的只有400多元，低的只有200多元，可以用

“人心涣散”来形容大家的工作状态；公司一年
的营业收入不足300万元，每月的亏损高达20
多万元。刘思俊为了稳住局面，每天扑在工作
上，与工人推心置腹地做思想工作，调动大家的
工作积极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任第一
年，他在没有变卖一点公有资产的前提下，便将

全年亏损降到20万元以内。
2006年，命运的转折突然降临。这一年，中

央要求国有企业改制的政策下达咸宁，咸宁水陆
装卸运输公司首当其冲。经过资产评估，公司总
资产为2300多万元，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拍卖。
可是三个月过去，却没有一个人报名竞拍。为了
完成改制目标，上级领导再次找到刘思俊，劝说
他将公司买下来，理由是看好他的经营管理能
力，相信他买下公司后能将公司做强做大。

刘思俊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玩笑开大
了。即使按照国家政策，实际拍卖价格可以比
资产评估价格优惠30%，也需要1693万元才能
买下公司，而他作为一个穷干部，家里存款连10
万元都没有，拿什么买？

［临危受命成为奇迹起点］

▲湖北安欣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