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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C4 工作动态】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获选广东省诚信物流企业的决定

各地市物流行业主管部门、物流行业协会：

为继续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要求，提升物流行业

诚信，开展行业自律，构建物流行业的诚信体系。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会同

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工商局、省公安厅禁毒局、省消费者委员会及地市

物流行业协会联合开展 2018 年度“广东省诚信物流企业”遴选活动。通过企

业自荐、行业协会推荐、走访调研、主管部门取证核实、评委评选和审核公

示等程序，经报省政府、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交通厅等职能

部门和各地市人民政府备案，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决定：授予东莞市虎门港

启盈国际快件中心有限公司、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物流有

限公司、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志邦速运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珠海

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公司、佛山市运

输有限公司、深圳市普拉托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好顺发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时捷物流有限公司、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喜佰年物流

有限公司、广东德力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市源强运输有限公司，15

家物流企业为“广东省诚信物流企业”荣誉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把荣

誉作为新起点，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全省广大物流企业要以受表彰的企业为榜样，继续树立以诚信为宗旨，

以信用为基础的发展观，在促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

障民生和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联系人：谢诚杰，13570482189；020-86183158；8618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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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gdwlxh@126.com

地 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697 号金钟大厦 3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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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gdwlx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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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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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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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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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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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化制修订】

中国标准外文版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12 月 19 日，中国标准外文版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务院主管部门、集团

公司、行业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 40 多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交流各领域标准外文版

工作经验，对进一步加强标准外文版工作提出建议。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李

玉冰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玉冰指出，《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

划 （2018-2020 年）》明确提出了中国标准外文版工作要求和目标，各行业、地方、

技术委员会、企业等各方面要协作推进中国标准外文版工作，立足需求、聚焦重点，形

成协调统一的外文版工作机制，建立全面领先的外文版标准体系，凸显标准在“一带一

路”工作中的带动引领作用。同时，各单位也要提升重大战略对接能力、标准体系兼容

能力以及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能力。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2 月 26 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物标委）2018 年度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服务业标准处副调研员李涵，全

国物标委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巡视员魏贵军，来自商务部、交通运输部、

国家邮政总局、相关协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物流企业的标委会委员，以及全国物

标委六个分标委、四个标准化工作组的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全国物标委常务副主任、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付出席会议并主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服务业标准处副调研员李涵在讲话中介绍

了国标委的机构改革情况，以及今后对标委会的管理及考核等内容，充分肯定了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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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物标委的工作成绩，并对全国物标委 2019 年的工作从标准体系建设、标准的质量提

升、国际标准化、秘书处保障及工作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会上，全国物标委秘书长李红梅做了 2018 年度物流标准化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

全国物标委 2018 年的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委员汇报了 2019 年拟开展的重点工作。

全国物标委医药物流标准化工作组组长顾一民、副组长秦玉鸣向委员介绍了工作组

成立三年多来在医药物流领域开展的标准化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并介绍了申请并筹建成

立全国物标委医药物流分技术委员会的前期工作情况。

到会委员们对全国物标委 2018 的工作及 2019 年工作计划，以及筹建成立全国物标

委医药物流分技术委员会等工作进行了审议，并从物流标准化需求研究、物流标准体系

建设、物流标准的制修订、物流标准实施推广、以及标准国际化等方面提出了工作建议。

魏贵军在总结发言中向长期支持全国物流标准化工作的部门、委员、专家、标准化

工作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来物流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发展，

以及高质量发展中给物流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要加强需求研究，加强以问题

为导向的标准化工作方法，抓行业重点、促实施应用，充分发挥秘书处的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交流与协作，使物流标准化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全国物标委秘书处会后将汇总各委员的合理化建议，部分工作将纳入 2019 年的工

作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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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工作动态】

四川铁通公铁物流服务标准化试点等 2 项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

目通过评估验收

近日，由四川省和本市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评估验收组对四川铁通公铁物流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的“物流服务标准化试点”和仁寿县人民政府信访局承担的“信访服务

标准化试点”2项四川省第六批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估验收。

评估验收组专家通过听取汇报、现场参观、查阅相关工作资料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交流等方式,对项目进行严格评估,并对照评估表逐条打分,一致认为四川铁通公铁物流

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仁寿信访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工作组织有序、机制完善，培

训有力，标准体系构建科学，建立了实施和监督检查机制，保证了标准落地有效，试点

建设成果显著，形成特色亮点，实现了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升。最终，物流服务标准

化试点综合考核得分 92分，信访服务标准化试点综合考核得分 91分。

下阶段，眉山市质监局将继续指导试点单位认真总结经验，抓好持续深化，进一步

优化标准体系，巩固试点成果，为促进我市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天津市商贸物流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

自商务部、财政部确定天津市为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以来，天津市从标准托盘

1200mm×1000mm 循环共用和全球统一编码（GS1）商品条码为切入点，带动物流上下游

相关设施设备的标准化衔接，提高物流链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协同化水平。截至

2018 年 11 月全市租赁标准化托盘数量累计达到 3160 余万个，带板运输率达到 53%。物

流周转箱应用增加至 4700 余万箱，配送金额超过 44.3 亿元。试点企业仓储、备货效率

提升 50%以上，装卸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库存周转成本降低 35%、货损率低于 1%。

在华润万家、沃尔玛等企业积极推广运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感知技术及高性能货

运配送和快速分拣技术的运用，提高货物仓储和分拣效率。目前，天津宝洁公司已实现



7

应用自动分拣、无人叉车作业、立体式货架、自动装车等智能化、标准化设施设备，在

全市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江西南昌市 3 家快递企业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获专项资金支持

近日，江西南昌市商务局通过网站公示，全市 3家快递企业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累计可获得中央专项资金 1412 万元，为全市快递业标准化、现代化建设

给予强力支持。

南昌市被列入全国第三批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后，出台《南昌市物流标准化试点实

施方案》，对通过申报、审核、验收的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运用财政专项资金给予支

持。南昌市邮政管理局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积极动员、组织有条件的邮政、快递企业进

行申报。江西邮政速递物流“南昌物流仓配一体化建设项目”、江西顺丰“物流设施应

用标准化进升改造”、南昌德邦“物流基础设施设备标准化更新项目”作为全市首批物

流标准化试点企业项目，全部顺利通过审核验收并完成公示。其中，市邮政速递物流和

顺丰可分别获得 500 万元奖补资金，南昌德邦可获得 412 万元奖补资金。

南昌局表示，此次 3家企业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获专项资金支持，为推动全市快递

企业基础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切实推动行业绿色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

作用。市局将充分借助政策东风，为全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贵州贵阳市四个项目入选贵州省商贸物流标准化示范基地

12 月 20 日从贵阳市商务局获悉，省商务厅日前认定 15 个企业为贵州省商贸物流标

准化示范基地，贵阳市 4个企业入选。

贵阳入选的项目分别为贵阳传化公路港物流标准化示范项目、贵州瀑布冷链物流标

准化示范项目、贵州商贸物流标准化实训基地标准化示范项目、贵州恩煜祥商贸物流配

送标准化示范项目。

贵阳传化公路港物流标准化示范项目，是基于贵阳传化公路港物流基地，对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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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物流资源进行整合，构建公路物流现代网络体系，从而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服

务质量和效率，减少货运车辆对主城区交通的影响。

贵州瀑布冷链物流标准化示范项目，将建设大型综合农产品冷链物流贸易基地，包

括 40 万吨低温冷藏库和速冻库、果蔬保鲜库，以及加工整理、预包装、商量交易、农

产品冷链物流云平台等配套设施设备，可极大改善瀑布冷库的经营环境。

贵州商贸物流标准化实训基地标准化示范项目，采用物流标准化体系，引进物流标

准化设施设备，结合行业企业生产实际，力争将基地建设为标准规范、理念先进、技术

领先、环境一流，集教学、培训、技能大赛、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五位一体的省内

外一流物流标准化实训基地。

贵州恩煜祥商贸物流配送标准化示范项目，能降低搬运装卸作业、包装成本和劳动

力成本，加快产品的流通速度，实现高效物流；同时降低木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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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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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