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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C4 工作动态】

关于征集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冷链物流分技术委

员会委员的函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关于成立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GD/TC4）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有关事宜的函》（粤质监办函〔2018〕144 号）建议，

参照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中关于分技术

委员会的组建程序，筹建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

会。

为确保筹建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现面向社会征集该技术委员会委员。有关要

求如下：

一、征集委员条件

（一）在冷链物流专业领域、标准化领域中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实践经验的

专家。

（二）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

应职务的在职人员。

（三）热爱冷链物流专业技术标准化事业，熟悉标准化相关工作，能积极参与标准

化活动，认真履行委员各项职责和义务的人员。

（四）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法人组织任职，并经其任职单位同意推荐的人员。

（五）同一人不得在三个以上技术委员会担任委员。

二、报送材料要求

（一）《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1式 3份（见附件）及电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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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1份。

（二）推荐委员技术职称证明材料复印件 3份及电子文件 1份。

（三）推荐委员个人技术工作简历（包括高等院校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及主要技术

成果）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档各 1份，纸质材料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四）推荐委员近期正面免冠 1寸彩色照片 3张。

（五）相关材料纸质版，请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寄送到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GD/TC4）秘书处，同时发送电子版材料。

三、联系方式

单 位：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

联 系 人：黄晓鹏、谢诚杰

联系电话：15521247798，13570482189

020-86183158，gdwlxh@126.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南 697 号金钟大厦 307 室

单 位：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筹）秘书处

联 系 人：任锦辉

联系电话：18922300428

电子邮件：gzrjh@qq.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空港经济区拜尔空港冷链物流中心

附件：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

2018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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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化制修订】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座谈会在京召开

近日，《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期间收

到了众多来自中外企业和机构的意见或建议。为了进一步听取国外有关企业和机构的意

见，2018 年 12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召开

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座谈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副司长国焕

新出席会议，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信息产业机构、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

欧盟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组以及国外标准机构的近 4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技术

管理司强标管理处魏宏处长主持。

会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理论与战略所所长王益谊介绍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情况，参会代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

示，近年来标准化工作透明度不断增加，外资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渠道更加畅通。参会

代表结合外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参与标准化工作经验，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

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环境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国焕新副司长表示，会后将认真研究处理参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尽快修改完

善《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食品冷库能效设施评估指标》行业标准审查会

12 月 11 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食品冷库能效设施评估指标》

行业标准审查会。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物联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

付出席并主持会议。审查组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

品化妆品监管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北京物资学院、中国质检出版社、沃尔玛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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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评估中心、夏晖物流、国内贸易设计研究院、北京众惠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冰轮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德和资（北京）人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协达冷气工程有限

公司、上海九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 13位专家组成。

审查组专家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的编制过程和内容介绍后，对标准文本进行了

逐条审查，一致认为：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库能效评估内容、指标、计算方法以及等级划分，适用于公称

容积在 5000m³以上食品冷库设施能效评价，不适用于山洞冷库及气调库。标准的制定为

建立食品冷库等级评估体系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冷链物流行业绿色发展、节能减排的实

现。标准内容完整、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标准送审资料齐全，标

准的起草符合 GB/T 1.1-2009 的相关规定，标准制定程序符合要求。建议标准名称改为

《食品冷库能效评估指标》。

审查组一致同意此项标准的审查，要求标准起草组根据审查会上专家提出的修改意

见，对标准送审稿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尽快形成报批稿报批。

《道路运输 医药冷藏车功能选型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审查会

12 月 10 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道路运输医药冷藏车功能选

型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审查会。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

忠付出席并主持会议。审查组由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技术协会、中国

北方工业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天津大学、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北京嘉和嘉事

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镇江康飞汽车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新飞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 13 位

专家组成。

http://www.baidu.com/link?url=3V9XNfFaJ80jifNhFi80tJ9UzZ79KHVW4f5q4kwYdaDq9sW8piyN1g0YE0b7osC_iymqrajhDI4x-PmUxaHoZPu16A4uLHi_QKX-4WKwDhbLM4ntP5ou7jd5KX9dwFaiPwk7X57AcBXOt0o_AweU90OB7ik_hMWHNSsrkBIncSZrZ4NynBNHELcHHLTU9jlj5mrHvEigDNwNMSY8WMdNs2FaNuYiXwr5V8vB3WWGXYaDyHJ2EZnpZFRohyU9fk5i
http://www.baidu.com/link?url=3V9XNfFaJ80jifNhFi80tJ9UzZ79KHVW4f5q4kwYdaDq9sW8piyN1g0YE0b7osC_iymqrajhDI4x-PmUxaHoZPu16A4uLHi_QKX-4WKwDhbLM4ntP5ou7jd5KX9dwFaiPwk7X57AcBXOt0o_AweU90OB7ik_hMWHNSsrkBIncSZrZ4NynBNHELcHHLTU9jlj5mrHvEigDNwNMSY8WMdNs2FaNuYiXwr5V8vB3WWGXYaDyHJ2EZnpZFRohyU9fk5i
http://www.baidu.com/link?url=Gg-r5vm2tBaE14IFIePkMq9AONeUG-Mlr_p1QObAcJbYygJu5uAe1Zm3AgP1aryA
http://www.baidu.com/link?url=mDOvfsr7tqWLPS25uU9IWdBQ1PPbJqa5FhylfZXyYMG
http://www.baidu.com/link?url=mDOvfsr7tqWLPS25uU9IWdBQ1PPbJqa5FhylfZXyYMG
http://www.baidu.com/link?url=mDOvfsr7tqWLPS25uU9IWdBQ1PPbJqa5FhylfZXyY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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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组专家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的编制过程和内容介绍后，对标准文本进行

了逐条审查，一致认为：

该标准规定了医药产品冷藏车的分类、功能配置要求。该标准的研制为用户选用医

药产品冷藏车提供了参考依据，有助于促进医药物流行业健康发展。标准结构合理、内

容完整规范，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送审资料齐全，标准的起草符合 GB/T

1.1-2009 的相关规定，标准制定程序符合要求。审查组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道路运

输医药产品冷藏车功能配置要求》。

审查组一致同意通过对该标准的审查，要求标准起草组根据审查会上专家提出的修

改意见，对标准送审稿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尽快形成报批稿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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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工作动态】

山东临沂再添 6 家物流标准化试点企业

日前，临沂市商务局就全市第三批物流标准化企业试点名单进行公示，共有 6家企

业入围。截至目前全市物流标准化试点企业已达 27家。

本次获评的 6家企业分别是：国投山东临沂路桥发展责任有限公司、山东远通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山东金胜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汉欧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

2016 年，临沂市成功入围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经过近几年建设，现代物流体

系初见雏形。尤其是临沂商城通过加快提升物流信息化标准化，整合物流信息，搭建了

临沂商城商贸物流数据平台；积极推广慧商等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智慧物流园区，示范

推广自动分拣等新技术，提高车辆配货效率和市场诚信水平。其中，荣庆物流是中国食

品冷链物流国家标准示范企业，荣获“中国冷链物流百强企业第一名”“中国冷链十佳

综合物流服务商”称号；阿帕网络的开放式托盘循环共用平台“快托之家”是国内第一

家数码托盘共享共用平台，已在北京、上海等 37 个城市布局标准化托盘流转中心。

市邮政管理局对市直单位关于《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电

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的

采纳情况

2018 年 11 月，马鞍山市邮政管理局召开会议讨论各市直单位关于《马鞍山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会上，马鞍山市邮政管理局针对各部门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综合研究和甄

别取舍。现将意见汇总并作如下说明:

马鞍山市邮政管理局市商务局建议将第二条“创新产业支持政策”中“制定完善电

子商务发展资金使用办法”修改为“修改完善电子商务产业支持政策”；第二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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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持政策”中“将快递物流标准化建设项目纳入我市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政策

支持范围。”删除；第三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改造或新建一批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配合单位加上市发展改革委。

经沟通协商，完全吸收采纳意见 3条，部分采纳意见 0条，未采纳意见 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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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新闻】

国务院常务会议 鼓励民企外企等社会资本参与物流枢纽建设运营

“物流枢纽布局建设要更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所谓制定‘规划’并不等于‘计划’，

现有的许多物流枢纽形成的原因多样而复杂，不是事先可以‘计划’出来的。”李克强

总理在 11月 21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鼓励包括民企、外企在内的社会资本

参与物流枢纽建设运营。”

当天会议部署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促进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物流枢

纽是集中实现货物集散、存储、分拨、转运等多种功能的物流设施群和物流活动组织中

心。近年来，一些地区自发建设形成一批物流中心或市场，促进了物流资源集聚，为提

高物流运行效率、推动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克强说：“物流枢纽布局建设要分开来看，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讲，就是

要进一步加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空间布局上加以统筹；而从市场培育角度

讲，就是要更加倚重市场的自身作用，不能被人为的规划和布局框死。”

当天会议决定，整合优化现有物流园区、货运场站等设施，提高集约利用和信息共

享水平，统筹补齐物流枢纽设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物流软硬件短板。支持物流枢纽运营

主体通过发债、上市等融资。

李克强要求，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就是确保全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明显降低。

“近年来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虽有所降低，但依然有不小的下降空间。

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促进物流降本增效，这是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大

事。”他说。

李克强强调：“必须加快物流领域‘放管服’改革，打破阻碍货畅其流的制度藩篱，

坚决消除乱收费、乱设卡等推高物流费用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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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会议还决定：要以区位和产业条件较好、辐射能力较强的城市为载体，布局建

设一批重点物流枢纽。构建物流枢纽干线网络体系，重点发展铁路干线运输。健全转运、

装卸等物流标准，推进集装箱、托盘等设备标准化，加快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扩大物

流业对外开放，鼓励包括民企、外企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密切与全

球重要物流枢纽等的合作；大力培育供应链物流、快递和电商物流等新模式，促进物流

体系智能绿色、高效便捷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前 10 个月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

一、社会物流总需求增长适度

1-10 月份，全社会物流总额 231.5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6%，增

速比 1-9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

工业物流增速趋缓，1-10 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 209.7 万亿元，可比增长 6.3%，增速比

1-9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医药工业物流增长

接近 10%，计算机工业物流总额增长超过 13%，发展动力持续转换。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有所回升，1-10 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11.7 万亿元，可比增长 4.9%，增速比 1-9 月份

提高 1.3 个百分点。受电商物流需求拉动，1-10 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可比增长

25.9%。

二、物流业景气度趋于回升

受节日消费以及电商促销活动持续升温带动，10 月份物流景气度保持升势，中国物

流业景气指数为 54.5%，较上月回升 1.4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4%，较上月回升 1.6

个百分点。10月份物流市场供需活动趋于上升，物流设备利用和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相应

趋于活跃，物流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3.8%，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额指数为 53.5%，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

库存周转持续较快，库存量有所上升。10月份，物流业库存周转指数仍保持在53.9%，

连续两个月保持在 53%以上的较高水平。分行业来看，大宗商品受价格上涨激励、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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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错峰生产政策、基建项目赶工期等因素影响，供需均保持回升趋势，周转效率加

快，库存水平有所回升；“双 11”促使消费品备货加快，仓储业务需求也有明显增长。

三、电商物流保持升势

10 月份中国电商物流运行指数为 113.8 点，较上月回升 1.5 个点。分项指数显示，

电商业务量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 130.9%，电商物流增速依然较快。从反映质量

效率的指数来看，运输环节实载率指数连续回升，服务时效指数和履约率指数均回升至

高位，物流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均趋改善。10 月份，物流时效指数为 112.5 点，较上月回

升 4个点，履约率指数为 105.2 点，较上月回升 3.2 个点，均回升至今年以来较高水平。

实载率指数为 108.9 点，较上月回升 1.9 个点，连续四个月回升。

四、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持续回落

从今年前十个月来看，4、5月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出现了短期的反弹回升，运价一度回

升 5%，但随后不久继续波动下行，10 月继续延续这一趋势，当月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95.3 点，较上月回落 0.18%。从供给端看，公路物流供给总体基本稳定，随着 10、11

月随着电商大力促销以及消费旺季临近，部分区域加快备货频率，运力供给有所趋升。

但公路物流市场总体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从后期走势看，“双 11”各大电商力推网络

促销，及元旦春节重大节日临近，对国内消费需求放量具有短期拉动作用，与快递等相

关的公路物流需求有望回升。

五、物流运行效率稳步改善

1-10 月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1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比上年同期回落 1.8 个百分点。

每百元社会物流总额花费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4.63 元，比 1-9 月份下降 0.6%，比上年

同期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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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本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发：区域物流产业联盟、广东省物流产业标准化联盟、新能源电动船产业标准化联盟成员，广东

省物流行业协会会员、专业委员会、服务中心、物流研究院，本委员会肇庆市物流标准化产

学研基地（推广中心）、东莞市智能物流标准化实验基地（研发中心）、全体委员、观察员、

工作小组。

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 2018年12月17日

联系人：谢诚杰13570482189；黄晓鹏15521247798；余华容18773045277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南697号金钟大厦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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