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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C4 工作动态】

GD/TC4 秘书长到访广东开放大学研讨推动终身教育学分制建设

1 月 26 日，受广东开放大学邀请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秘书长、物流研

究院马仁洪院长、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梁玉霞秘书长，协会胡梅副秘书长一行到访开放

大学学分银行中心，开放大学刘文清校长（学分银行副主任），学分银行行长李学婵，

创新创业中心张劲珊主任，办公室陈处长、教务处曾处长等一起接待并召开了研讨会，

刘文清校长对协会 13年来在业内所做的工作高度的认可，物流业作为国民基础性产业，

国家战略性产业，物流行业人才的素质提升和庞大的就业人群数字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信

息化、智能化迫切需要知识广、高技能新技术复合型人才持续阶梯式培养，提升和引领

整个国民素质，双方就物流人才终身教育学分制的资历标准制定开发，共同成立“一带

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中心”、组织架构及分工等达成了共识并明确了新工作计划，

协会梁玉霞秘书长提到 2019 年协会工作思路汇报中，亦将物流业人才终身教育学分制

标准建设与成立人才创新中心列入专项工作及持续推进教育培训计划中，共同推动产业

发展而努力！

据悉：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于 2014 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省教育厅主

办管理，由广东开放大学牵头，旨在促进各级各类教育间的沟通和衔接，实现资历成果

的认定，积累和转换，扩宽终身学习通道，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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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工作动态】

2018 年京津冀联合发布协同地方标准 24 项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快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河北省 2018 年度加大了标准的出台，建

立健全适合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城乡建设和政府服务等各领域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新型标准体系。

2018 年，河北省与北京、天津联合发布京津冀协同地方标准 24项。其中发布《冷

链物流温湿度要求与测量方法》等 8项现代物流协同标准；《人力资源服务规范》等 13

项人力资源服务协同标准；《京津冀高速公路智能管理与服务系统技术规范》等 3 项交

通服务协同标准。

上述标准已纳入河北省地方标准管理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供各有关单位、个

人免费下载使用。

贵州遵义三个项目上榜省商贸物流标准化示范基地名单

1 月 18 日，贵州省商务厅发布消息，全省共有 15 个项目被确定为 2017-2018 年贵

州省商贸物流标准化示范基地，而遵义市有三个项目入选。

2018 年 8 月，贵州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根据《贵州省商贸物流标准化示范基地

(项目)验收考核表》，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初审，再通过现场调研与专家评审相结

合等方式，评选出了 2017-2018 年贵州省商贸物流标准化示范基地。

遵义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贵州遵铁物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实施的遵铁物流托盘

运营标准化示范项目、贵州红赤水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的遵义赤水市商贸物流供应链标准

化示范项目、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的遵义中国辣椒城商贸物流标准化示

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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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遵铁物流托盘运营标准化示范项目于 2017 年 6 月立项，项目依托贵州黔

北现代物流新城资源优势，定位西南片区，力争打造西南物流上下游供应链带板运输及

免检验、免验收试点。目前，主要针对贵州黔北现代物流新城及我市各大生产企业、物

流企业、超市、批发市场等，提供标准托盘、周转筐、叉车等租赁业务。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5月，涉及托盘数量 6万余片，周转筐超 10万个。

赤水市商贸物流供应链标准化示范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是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标准化，

包括低温库、冷藏冻库、周转库、车库等，以及购置冷藏运输车、大型制冷设备等配套

设备，为赤水市农产品“出山”破解运输瓶颈难题。辣椒，已成为遵义的另一张名片，

位于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早已声名远扬。此次上榜的遵义中国辣椒城商贸物流

标准化示范项目，不仅能满足 56万吨冷链仓储周转量，120 万吨物流规划年吞吐量，还

能为周边的产业提供物流服务。

实际上，自 2016 年以来，遵义市深度聚焦特色产业供应链转型升级、农商旅融合

发展与城乡高效配送，全力推动遵义市冷链物流基础建设，成功培育了一批具有示范效

应的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促进了遵义市物流标准化、信息化、集约化水平得到极大提

升。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遵义市物流标准化建设共计投资 4.18 亿元，拉动社会

资金投入 30亿元以上。

遵义市探索实践“物流标准化试点 +精准扶贫”模式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 2016 年开展物流标准化

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16〕85 号）、《贵州省商务厅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质

监局关于印发<贵州省物流标准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黔商发〔2017 〕77 号）等

文件精神，遵义市紧紧围绕打造“既有遵义特色、又有全国推广价值的物流标准化试点

体系”的试点城市目标，把推广物流标准化试点与与精准扶贫相融合，积极探索实践“物

流标准化+精准扶贫模式”，构建“物流标准化支撑、龙头企业带动、精准贫困户参与、

收益分配共享”的产业增收链接机制，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主要工作做法表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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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

(一）用好试点，助推脱贫。遵义市结合实际，按照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重点选择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的试点项目，积极探索创新，建立了“物流标准化试点城

市+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助力脱贫攻坚。

(二）示范带动，助推扶贫。贵州省农商旅公司作为冷链物流龙头企业，规划在市内

13 个县（市、区）投资建设“旅游服务+农产品集散+中央厨房+冷链物流”农商互联综

合体项目，遵义市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利用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先期支持赤水、

湄潭、绥阳农商旅综合体建设冷库 40000 立方米，为构建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林业、农

产品流通体系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保障，按照“强龙头、创品牌、带农

户”的思路，该公司建立了贫困户扶贫利益链接机制，可以解决 500 多户增收脱贫。

(三）利益链接，助推脱贫。习水县引进上海企业注册黔道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采

用“公司+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发展集养殖、加工、冷链、销售一体的习水黔北麻

羊现代农业产业，形成冷链物流供应与企业产品销售一体化供应体系，其产品销往上海、

深圳、北京、重庆、成都、杭州、贵阳等城市。为充分发挥物流标准化试点效应，完善

企业冷链物流体系，遵义市捆绑试点项目，将该企业纳入物流标准化试点，利用试点资

金支持企业建设冷库 1200 立方米，购买冷藏车 4辆，租赁使用标准托盘 1000 片和周转

筐 500 个，为构建“基地养植+中央厨房+冷链物流+直营门店”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冷链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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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动态】

《国家标准〈基于 ebXML 的发货通知〉（GBT 31878-2015）宣贯与实

施效果评价》顺利通过验收

1 月 16 日，由福建省标准化院承担的福建省公益类科研院所专项《国家标准〈基于

ebXML 的发货通知〉（GBT 31878-2015）宣贯与实施效果评价》（项目编号：2017R1032-6）

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项目结合我国物流行业发展、区域物流特征、物流企业现状等情况，开展了国家标

准《基于 ebXML 的发货通知》的现场及网络两场标准宣贯培训；从标准的适用性、技术

水平、实施后的效益和标准的结构、层次以及利益相关方等方面，开展了标准实施效果

的调查问卷与评价分析；针对标准宣贯与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相应

的对策与建议。

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先进性，对完善我国 ebXML 信息交换

报文系列标准的宣贯培训、标准体系、标准修订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CENELEC 发布“EN 50342-6:2015/A1:2018-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新标

准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最近发布了 EN 50342-6:2015/A1:2018 铅酸起

动蓄电池-第 6 部分：电池的微循环应用这项新标准。这一欧洲标准是 EN50342 铅酸起

动蓄电池系列标准的一部分，适用于标定电压 12V 的起动蓄电池，主要为内燃机起动、

照明和内燃机车辆的辅助设备提供动力。

此项标准范围内的蓄电池应用于具备起动-停止功能（Start-Stop）的车辆：这种

车的内燃机在车辆彻底停止或怠速行驶、无需内燃机时是关闭的。当然，若要提高起动

-停止系统能效，需与普通起动电池完全不同的特殊类蓄电池。该标准范围内的全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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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需满足 EN 50342-1:2015 标准验证的基本功能。

EN 50342-6:2015/A1:2018 是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提供了该标准的新分类，以纠

正其错误并避免对定义的误读，进而提升电池使用的安全性。这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不仅

局限于欧洲：由于汽车市场本质上的全球化特征，该修正案被普遍认为适用于全球及欧

洲以外的制造商，以便能够进入欧洲单一市场。比如，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起草的

一项 IEC60095-6 标准项目就以 EN 50342-6 标准程序为基础。此外，美国汽车工程师协

会（SAE）也以 EN 50342-6 标准为基础撰写过标准。

EN 50342 系列标准都是属于 CLC/TC 21X “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技术委员会范围内，

其目标就是开展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标准化行动，将IEC/TC 21/SC 21A文件落实到CENELEC

标准中，准备产品标准及安全标准，并将产品的环境要求纳入考量范围。目前，TC 21X

的秘书处工作由德国电工委员会（DKE）代理。TC CLC/TC 21X 已开始 EN 50342 的下一

项修订工作，正对新的测试流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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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三部委：加强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城市绿色货

运配送示范工程的通知》（交办运〔2017〕191 号）和《关于公布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

范工程创建城市的通知《（交办运〔2018〕75 号）有关工作部署，为加强城市绿色货

运配送示范工程动态管理，保障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并取得实

效，2019 年 1 月 4日三部委联合印发了“为加强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动态管理工

作的通知”。

《通知》中以建设“集约、高效、绿色、智能”的城市货运配送服务体系为导向，

以摸清底数、明晰问题、总结经验、推动发展为目标，通过自查抽查、跟踪督导、绩效

考评等形式，准确把握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客观评估建设成效，

查找分析突出问题，总结推广经验模式，加快落实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各项

工作，切实推动我国城市货运配送绿色高效发展的工作目标，并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工作

重点、组织安排及工作要求等。

交通运输部：今年着力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

当前，交通运输处于基础设施发展、服务水平提高和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新的一

年里，交通运输工作将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哪些方面巩固成绩，并

取得新突破？近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接受了专访。

吴春耕表示，2019 年交通运输工作将着力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降低物流成

本，加快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动交通强国建设谋好篇、布好局。

加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吴春耕表示，2019 年要加强

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路网等对外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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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建设，强化内部通道连接。年底前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推进乡

镇运输服务站建设，新增通客车建制村 5000 个，其中贫困地区不少于 3000 个。

吴春耕表示，要加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实施铁路运能提升、水运系统升级、公路

货运治理、多式联运提速、城市绿色配送、信息资源整合等“六大行动”，特别是抓好

进港、进厂、进园区的铁路专用线建设，推动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更多向铁路、水运

转移。

持续降低物流成本。贯穿 2019 年交通运输工作的一条主线，将是深化交通运输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落实中央

政策。”吴春耕说，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的要求。

基础设施补短板方面，将持续推进国家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建设、交通繁忙路段扩

容改造和普通国省道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加快推进内河千吨级航道和长江干线航道系

统治理，加快实施引江济淮航运工程和京杭运河升级改造工程。

降低物流成本方面，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继续落实降低过路过桥费用要求，全

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扎实推进试点省市开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将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打开新空间。

针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吴春耕表示，将深入推进省、市两级交通运输综合改革试点。

推进实施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对于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吴春耕透露，将确保按期完成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加快制定相关配套标准和制度。继续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推进出入境汽车运

输管理改革。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运试点政策和海事监管制度创新向全国复制推广。

针对如何加快建立和完善交通运输现代市场体系，吴春耕说，要研究制定公路养护

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及资质标准。推进道路客运线路配置和价格机制改革，扩大企业经营

自主权。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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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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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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