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方传真

浦东工商联青商会赴龙宇燃油参观考察

10 月 14日，浦东工商联党组副书记王林祥率青商会部分企业家赴舟山群岛新区并上海龙宇燃

油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为期二天的考察学习。

王书记一行在舟山海洋产业集聚区物流贸易局局长卫扬中，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策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舟山经济开发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配套码头以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在舟山的燃料油加注销售基地：登步油库和龙宇加油船。

此次考察活动在舟山有关部门和龙宇燃油的精细安排下，使浦东青年企业家们进一步了解了舟

山群岛新区的区位优势、投资禀赋、产业基础以及发展方向。很多浦东青年企业家对舟山表现出浓

厚的投资兴趣，有的企业会进一步与招商等部门联系。
“追梦人.引领者”上海市浙江商会

30 年 30 人杰出奖—— 徐增增

龙宇燃油积极参加

潍坊街道“慈善公益联合捐”

龙宇燃油与 KDDI 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月 31日,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燃油”）、北京凯迪迪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DDI 中国”）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开互惠共赢新局面。这也是龙宇燃油迈出跨界转

型新步伐，实现“双核驱动、产投并举”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签约仪式上，通过 KDDI 中国董事副总经理曾彤先生的企业 PPT 分享以及龙宇燃油的宣传片欣赏，双方与会嘉宾加深了合作企业的了

解，随后 KDDI 东亚区总代表兼中国董事长总经理盐崎靖彦先生、龙宇燃油董事总经理刘策先生先后致辞，并分别代表双方企业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KDDI 中国是日本 KDDI 株式会社出资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分公司。KDDI 是集移动网通信、固网通信及多领域增值服务等业务于一身的

日本第二大电信运营商；2015 年销售额为 2880 亿人民币，是世界 500 强企业,位居 271 位。

龙宇燃油和 KDDI 中国的战略合作，是龙宇燃油向着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跨界转型的第一步，也是龙宇燃油向着国际化、全球化公司

迈进的重要一步。龙宇燃油刘策总经理还在讲话中强调，“在北京数据中心成功运营的同时，我还将在上海、深圳、广州继续布局，并形

成全国性的互联互通的数据中心网络，并在此之上叠加国际一流云服务商的技术，希望 KDDI 中国能够通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和行业内的

信息、资源优势，做好我们的顾问和帮手，为我们提供优秀、安全的数据存储一体化解决方案。”

龙宇燃油和 KDDI 中国双方企业负责人都表示，今后双方凭借精诚合作、互惠共赢的理念，一定会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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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宇燃油北京公司正式成立

随着燃油公司 IDC 项目的不断推进，北京数据中心建设工作也如火如荼开展着，2016 年 10月 7 日龙宇燃油北京全资子公司办公室正

式启用，位于北京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柱中路空港科技大厦，办公地距离数据中心

仅有 5公里的路程，便于日常现场管理和客户的走访参观。

北京数据中心建筑面积约 53938.42 平方米，建筑高度 44.90 米，地上九层、地下二层，

计划建设 11000 个服务器机柜，项目建成将成为北京地区少有的具有政府部门批准的大型

云计算数据中心，优秀的建设运营团队，多点 IDC,ISP 运营业务，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为核

心能力的行业专业化服务商。

北京公司首批员工坚信在刘策总经理的亲自带领下，定能把北京公司建设成为行业内

领先的、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云计划运营服务商，为完成总部整体战略目标尽最大努力。

新公司前台一景 数据中心效果图 北京精英团队

舟山油库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10 月初，舟山公司完成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新一轮的编制及备案，为更好地

让油库员工熟识和掌握新编制的应急预案，舟山公司于 11 月 18 日上午组织油库全体员工

进行了的一次预案演练活动。

演练分为油罐区（5007 罐）火灾应急预案演练、码头（油轮）火灾应急预案演练、油

库初期（地面）火灾扑救演练三部分，拉响警报共 3 次，历时 2 个小时，在油库主任陈满

祥的指挥下，指挥、抢险、后勤各组人员有序参与，顺利完成本次预案演练。

通过此次演练，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消防安全常识

及新编制的应急预案有了进一步的熟识了解。但演练过程中也暴露了以下几点问题，比如

消防接口保养不到位有存在漏水现象、个别员工灭火扑救过程中站位未考虑火源安全距离

及风向、灭火组在灭火期间主动配合和协同作战方面有所欠缺。针对这些问题，公司在演

练结束后及时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整改措施，努力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技能，不断提升油

库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能力，确保油库安全运行。

（舟山公司 钱琼雁）

2016 员工体检圆满结束

健康是工作的根本，只有好的身体素质才

能支撑员工在繁忙的工作中取得更高的成就。

2016 年度员工体检工作已圆满结束，这次

体检全面贯穿了公司“以人为本”经营主旨，

将体检安排在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其全市范

围有多个之支，方便员工就近选择。

此次体检从 12 月 7 日开始到 12 月 31 日

结束，上海共有 60 名员工参加，此次体检是

以团体套餐加自选项目的自由组合，按每位员

工量身定制，截止 1月 4日已全部拿到体检报

告。

在体检工作结束后公司人资部也广泛听

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将今后的工作做

得更好，提升员工满意度。并预祝公司所有员

工 2017 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人力资源部 蒋玉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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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与“互联网+”

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光电公司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结构，努力做到多元化以

满足客户和市场的需求。近些年来电商平台发展迅猛，尤其是双 11 的交易记录

每年都在不断刷新。面对“互联网 +”的大趋势，光电公司针对市场发展，迅速

做出改变，扩大经营范围，搭建自己的网络销售平台。

经过多次沟通谈判，公司近期一举拿下了美国著名高端光学户外运动品牌

Athlon（司朗）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Athlon（司朗）公司的双筒望远镜，激光

测距仪等产品在美国国内广受好评，销量遥遥领先。光电公司希望借 AthlonTM

（司朗）的品牌扩大自己在国内的销售，做到产销一体，完成公司多元化发展的

转型。

在取得独家经营权后，销售部经理肖震更是一马当先，主动承担各种新业务

拓 展 工 作 。 先 是 筹 备 并 搭 建 了 Athlon （ 司 朗 ） 的 中 文 官 方 网 站 ：

http://www.athlonoptics.cn/，并且针对原英文官方网站加入了购物功能，实

现了集产品资讯、产品销售功能于一体的门户网站。除此之外，肖经理还积极奔

走各家网商平台，与京东、天猫上的大型户外光学网络旗舰店签订合作协议，发

展经销商，拓宽销售平台。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经营也如同耕种一样，做出好的产品，搭建完善的销

售网络，撒下希望的种子，相信在 2017 年，Athlon（司朗）产品在中国的户外

光学产品市

场上一定会

成为举足轻

重的重要品

牌。

（光电公司 魏伟）

告别难忘的 2016，迎来全新的 2017。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海龙达胜宝利光电有限公司在新工厂浦东瑞

祥路 165 号开展了“庆乔迁、迎新年”的庆祝活动。控

股公司刘总、殷总出席并送来贺词，全体员工和与会嘉

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快乐的时刻。

光电公司自 2004 年初创至今，组建了一个优秀的

团队，由于业务拓展需要，期间经历数次搬迁，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搬迁至浦东瑞祥路 165 号，将管理办公、

研发与生产结合在一处，便于公司更好的发展！

回首 2016，光电人齐心协力，努力拼搏，共同收获；

展望 2017，光电人目标一致，信心满满，共同期待公司

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光电公司 徐步）

为了培养孩子懂得珍惜别人的爱，懂得感恩，做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感

恩节当天，环球幼儿园举办了不同形式的活动，组织小朋友讨论：“什么是感

恩节，我们该感谢谁？怎么感谢…” 引导幼儿理解其意义，懂得感谢、关爱

他人，并且请孩子回家对父母说一句感恩的话，做一件感恩的事情。让孩子

了解父母养育孩子的艰辛，了解父母之爱的无私。

(小龙鱼环球幼儿园)

小龙鱼文苑幼儿园全园师生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宝

贝们用纯真、可爱、富有童趣的舞姿，告别 2016 年“曾经”

的自己，迎接 2017 年“全新”的自己！小龙鱼文苑“庆元

旦”主题活动随着花车的到场热闹开始啦～

（小龙鱼文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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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今天你喝了吗？
新的工作岗位意味着新起点、新机遇、新挑战，作为 IDC 项目公司

的财务经理倍感荣幸，在短暂的三个月时间里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工作

环境，深化了对龙宇企业文化价

值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坚持

不懈地努力工作，克服工作中遇

到的种种困难，为龙宇的发展战

略转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相

信在大家共同努力龙宇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

( 北京 IDC 财务部 王磊）

非常荣幸加入了龙宇这个大家庭，时

光匆匆，来公司已 3 个月了，还记得在来

总部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及同事对我的关

怀，让我感受到公司这个温馨的大家庭，

让我对公司充满了无限的愿景。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为公司的发展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愿与公司一同成长、

进步，共同创造辉煌明天。

(北京 IDC 人事行政部 顾文雅)

大家好，我叫刘江涛，70 后。很荣幸加入到龙宇，从 2010 年步入

IDC 行业到今天，每一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就像抚育一个新的生命，倾注

了我的全部智慧和激情。来到龙宇，我把它看作我事业新的起点，我会

全身心的投入，将龙宇 IDC 项

目做大做强。

虽然我们是跨界，虽然我

们面临的困难和竞争还有很

多。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群策

群力，发挥大家之所长，龙宇

IDC 必将成为业界的一颗新

星。我的座右铭是能量加毅力

可以征服一切！

（北京 IDC 采购部 刘江涛）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加入龙宇已经 2

个月有余，忙碌的工作伴随着各种挑战，

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专

业知识及不断努力为公司未来的壮大保

驾护航。

（审计部 黄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