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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C4 工作动态】

GD/TC4 关于《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第 1 部分：总体技术规范》等

两项团体标准报批文本的公示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拟批准发布《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第 1部分：总体技术规

范》、《索道智慧物流快线系统 第 2部分：运营管理规范》两项团体标准（见附件 1），

现将团体标准报批文本予以公示，公示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如对公示文本有异议，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将意见、建议填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

团体标准意见反馈表》（见附件 2），以书面或电子文档形式反馈我会。

联 系 人：黄晓鹏、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标准化部

电子邮箱：1908984588@qq.com、gdwlxh@126.com

通信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南 697 号金钟大厦 307（4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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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化修订制】

《出版物物流 退货作业规范》(征求意见稿)等两项行业标准向社会

征求意见

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出版物物流 退货作业规范》《出版

物物流 接口作业规范》两项行业标准，经起草单位调研、起草、研讨和修改完善后，

现已形成征求意见稿。

《出版物物流 退货作业规范》标准规定了出版物物流退货类型、退货作业基本要

求、退货信息标识。本标准中所指的出版物包括图书、音像制品、MPR 出版物。

《出版物物流 接口作业规范》标准给出了出版物物流接口的构成及接口作业的结

构化命名，规定了出版物物流接口的作业分类、名称和作业内容。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出

版发行活动的不同参与方之间出版物物流流程的衔接。

按照《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将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及相关材料提供给贵单位及您，请各位专家及相关人员填写《意见反馈表》，并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前将《意见反馈表》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信函等形式反馈到秘书处或

起草小组。如无修改意见也请复函说明，逾期未复函则视为无异议。

详情请登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官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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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动态】

天津市系统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

今年以来，天津市积极推进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商贸连锁、电商物流、快

消品生产、商贸批发、第三方物流等领域实施了一批影响力大、辐射范围广的物流标准

化项目。通过标准化改造，物流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试点企业托盘

租赁率达 80%以上，装卸货效率提高 2 倍，备货效率提升 50%以上，货损率降低 20%，

库存周转成本降低 35%，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0%；物流周转箱应用迅速增加，使用率达

85%以上（含带盘运输）。以"天津市供应链城市配送公共服务平台"为典型代表的城市

配送综合服务平台，较好地达到"统一标识、统一车型、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的要求，

实现车源、货源、公共仓和服务信息的高效匹配，目前接入平台"四统一"车辆 2000 余

辆，其中新能源城配车辆占比高达 75%，车辆周转率提升 50%以上、空驶率降低 30%以上；

天津市冷链物流公益性监控平台项目已经建成投入运营，实现区域间、政企间、企业间

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监控范围涵盖 33座冷库、94辆冷链运输车、146 家门店的 1027

个销售终端冷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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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

《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

了《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构建快递

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体系明确了相关规定。

本着科学、公开的原则，近日，两部门同时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寄

递企业、快递包装产品生产企业、认证机构等相关主体和社会有关方面提出宝贵意见。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精神，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绿色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快递暂行条例》，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邮政局联合起草了《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稿）》（见附件），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位或个人提出修改意见，

并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前反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

出意见：

1.登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网址：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

“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

2.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xfprzc@samr.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关于开

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3.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号，市场监管总局马甸办公区认证监管司，

邮编 100088。请在信封注明“《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公开

http://www.samr.gov.cn/
mailto:xfprzc@sam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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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意见”字样。

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日日顺物流发布《健身类消费品场景物流服务规范》

11 月 15 日，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批准、日日顺物流牵头制定的《健身类消费

品场景物流服务规范》正式对外发布并开始实施。该标准围绕物联网时代物流的转型升

级新模式，聚焦健身器材全流程物流服务，对物流智能化信息系统、场景化物流、社群

交互、一站式送装等内容进行了技术规范。

据悉，《健身类消费品场景物流服务规范》自今年 9月份正式启动以来便引发了行

业的广泛关注。该标准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围绕创造用户最佳体验这一核心诉求，规范

了基于物联网下的健身类消费品场景物流的服务内容，旨在为用户提供全流程健身服务

综合解决方案。

目前，日日顺物流将分布在全国的 15 大发运基地、136 个智慧仓、6000 家服务网

点连接起来，形成辐射全国的分布式三级云仓网络，合理规划 3300 多条班车循环专线，

并根据用户需求弹性收放，快速交付，为全国 2915 个区县的用户提供“按约送达，送

装同步”服务。

此外，针对用户在网购大家电发生货损场景下希望即时完成退赔的需求，日日顺物

流还率先推出“零货损，坏了就赔”的品质服务承诺，确保用户最短时间收到货款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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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发改委鼓励水运物流行业 33 个项目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水

运、综合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业等行业共有 33 个项目列入鼓励类。

根据有关规定，《目录》实施的总的要求中，对鼓励类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审批、

核准或备案。在贯彻实施《目录》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在实际工作中，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建立协同推进和监

督检查机制，切实加强政策协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格监督执法，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形成合力，切实增强产业政策的执行效力。水运、综合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业鼓励

类项目如下：

水运：

1、深水泊位（沿海万吨级、内河千吨级及以上）建设 2、沿海深水航道和内河高

等级航道及通航建筑物建设，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内河航道建设 3、沿海陆岛交通运输

码头建设 4、大型港口装卸自动化工程 5、海运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应用 6、水上交通安

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建设 7、内河船型标准化 8、老港区技术改造工程 9、船舶污染物港

口接收处置设施建设及设备制造，港口危险化学品、油品应急设施建设及设备制造 10、

内河自卸式集装箱船运输系统 11、水上高速客运 12、港口龙门吊油改电节油改造工程

13、水上滚装多式联运 14、水运行业信息系统建设 15、国际邮轮运输及邮轮母港建设。

综合交通运输：

1、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与改造 2、综合交通枢纽便捷换乘及行李捷运系统建设 3、综

合交通枢纽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 4、综合交通枢纽诱导系统建设 5、综合交通

枢纽一体化服务设施建设 6、综合交通枢纽防灾救灾及应急疏散系统 7、综合交通枢纽

便捷货运换装系统建设 8、旅客联程运输设施设备、票务一体化、联运产品的研发推广

应用现代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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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粮食、棉花、铁矿石、化肥、石油等重要商品现代化物流设施建设 2、

农产品物流配送设施建设，农产品、食品、药品冷链物流，食品、药品物流质量安全控

制技术服务 3、现代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4、多式联运转运设施建设，多式联运快速转运

换装设备、标准化运载单元的研发推广应用 5、标准托盘和 600mm×400mm 包装基础模

数推广应用，环保型、可循环利用型材质托盘的制造和使用 6、物流信息服务技术、货

物跟踪识别定位技术、智能仓储分拣配送技术、物流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7、应

急物流、逆向物流、绿色物流设施建设和运营 8、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开发及建设 9、物

流枢纽建设与运营 10、城市物流所需的公共仓储，车辆停靠、装卸、充电等配套设施

建设。

交通运输部将考核评估无车承运试点企业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无车承运人试点监测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按照《交通运输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网络平台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工作安排，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将于近期对 229 家无车承运试点企业进行

考核评估（考核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4 时）。考核将对试点企业进行综

合考核评估排名、公布考核结果、提出相应要求，考核结果将作为试点企业申请换发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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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知识产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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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联系人：谢诚杰13570482189；黄晓鹏15521247798；余华容1802349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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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