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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C4 工作动态】

GD/TC4 归口的《北斗+智慧物流冷链运输教学实训平台技术设计规

范》等 3 项地方标准获批立项

11 月 28 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批准下达 2019 年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计划项目（第一批）的通知，由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归口的《“北

斗”+智慧物流定位跟踪教学实训平台技术设计规范》、《“北斗”+智慧物流集装箱管

理教学实训平台技术设计规范》、《“北斗”+智慧物流冷链运输教学实训平台技术设

计规范》3项地方标准获批立项。

详情请见附件。

《物流行业诚信服务要求与评估指标》团体标准在江门召开发布会

11 月 28 日，在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联盟在“川贵广—港

澳—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江门节点江润智慧物流园举行《物流行业诚信服务要求与评

估指标》（T/GDL IA 1—2019）团体标准发布会。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 15 个地市物流协会会长、秘书长、物流业界的企业、院校嘉

宾、江门节点及其周边的制造企业超过 100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马仁洪秘书长、香港物流商会钟鸿兴主席、

中港澳直通（客货）运输联会（澳门）李贤良理事长、广东江润物流有限公司傅加元董

事长为《物流行业诚信服务要求与评估指标》进行揭幕发布。

《物流行业诚信服务要求与评估指标》（T/GDL IA 1—2019）团体标准由广东省物

流行业协会、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联盟联合起草，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和广东省物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共同归口，是落实《广东省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2017—2018 年）》，完善物流企业诚信体系，促进我省物流企业规范经营，提

高物流企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的重要举措。根据该标准，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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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联盟经各地市物流协会或企业自荐、材料上报及专家评审、公示及

备案，遴选了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等 15 个“广东省诚信物流企业”，广珠铁路物流

中心等 5个“广东省诚信物流园区”并进行现场授牌。

荣获第八批“广东省诚信物流企业”名单：

1、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2、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 3、广东京邦达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 4、广东国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6、中化

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7、广东优速物流有限公司 8、深圳市华铁捷盛物流有限公司 9、

小禾（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广州市康远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1、东莞市宝涵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2、深圳深通快运物流有限公司 13、广州市欣欣物流有限公司 14、

福建环球三鑫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5、广东新东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荣获第八批“广东省诚信物流园区”名单：

1、东莞市百茂物流城 2、广珠铁路物流中心 3、珠海公交信禾物流有限公司南屏物

流园 4、京东物流东莞麻涌“亚洲一号”智能园区 5、东莞市聚盟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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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化修订制】

国标委：国家标准及其外文版同步立项、同步制定、同步发布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标准及其外文版同步立

项、同步制定、同步发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国家标

准外文版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

放新格局的重要制度支撑。为加强国家标准外文版制定，优化完善国家标准外文版工作

机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就国家标准及其外文版同步立项、同步制定、同步

发布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国家标准及其外文版的同步立项

对于有利于降低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进口结构、促进出口向

稳向好、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双多边友好关系的国家标准项

目，鼓励相关单位在申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时，同步申报国家标准外文版制定工作（不

包括等同或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项目），标准委对中、外文版同步制定的标准项目进行

同步评估、同步立项公示、同步下达计划，同等条件予以优先支持。

二、强化国家标准及其外文版的同步制定

对于同步立项中外文版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起草单位应按照同步起草、同步征求

意见、同步技术审查、同步报批的要求，推进中、外文版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因特殊原

因，无法同步报批的项目，应在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后 90天内完成报批。

三、强化国家标准及其外文版的同步发布

对于同步报批的中、外文版国家标准，标准委将加强业务协同，按照同步审核、同

步批准、同步公告、同步出版发行的原则，保障中外文版国家标准同步发布。

国家标准外文版发布后，归口单位应加强国家标准外文版实施应用和实施评估工

作，及时组织外文版标准的复审和修订，当已有外文版的国家标准修订时，应同步组织

外文版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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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等两项国家标准 12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

国家标准《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GB/T 24358-2019、《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服务质量要求与测评》GB/T 37503-2019 由 TC269（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其中 GB/T 24358-2019 全部代替原

有的 GB/T 24358-2009。

《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规定了物流中心分类、总体规划要求，以及仓库、

道路、堆场、停车场、铁路专用线、专用码头、信息化平台等设施的规划要求。本标准

适用于对物流中心的界定和物流中心的规划设计。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服务质量要求与测评》规定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类型、服务

质量要求以及服务质量测评。 本标准适用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服务和测评。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8F4E6DA63174198E05397BE0A0ADE2D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8F4E6DA63174198E05397BE0A0ADE2D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FD0B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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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大通道动态】

川贵广—港澳—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江润智慧物流园（江门节点）重

点建设项目新闻发布会在江门召开

11 月 28 日，“一带一路”川贵广—港澳—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江润智慧物流园（江

门节点）重点建设项目新闻发布会在江门市江润智慧物流园举行。大会聚焦“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行业合作，来自大通道沿线节点城市代表、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行业商

协会、企业、职业院校、媒体代表等 1000 余人参加。

本次大会由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联盟主办，广东江润物流

有限公司承办，香港物流商会﹑香港航运物流协会、东莞市物流行业协会、江门市物流

行业协会、中港澳直通（客货）运输联会﹑韶关市物流行业协会、汕头市物流行业协会

﹑珠海物流与采购商会﹑揭阳市物流行业协会﹑中山市现代物流协会﹑中山市物流协

会、清远市物流行业协会、惠州市物流商会和中山市横栏镇新时代智慧物流协会支持举

办。

大会邀请了行业专家、金融领域、企业高管代表，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合作、粤

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机遇、金融服务、智慧供应链等方面作主旨演讲，为与会嘉宾介绍

了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及商机。

会上，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广东江润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共建川贵广—港澳—南

亚国际物流大通道江润智慧物流园（江门节点）重点建设项目合作协议》，并为“江润

智慧物流园粤物协司机之家”、“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江门培训中心”授牌，宣告江润

智慧物流园（江门节点）重点建设项目正式启动，进一步落实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文件，推进“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

目——“川贵广—港澳—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马仁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了大通道项目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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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目前在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沿线节点政府及企业共同推动下，部分重要节点

开始运营，运营体系逐渐形成，沿线节点城市产业加快集聚，海内外市场加快对接，大

通道在“海陆空铁及海关”五大通道基本打通，基础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广东

省物流行业协会将汇集更多资源，推进江门节点建设，推动江门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发展，

为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量”出谋划策。

此次大会旨在推动“川贵广—港澳—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江润智慧物流园（江门

节点）重点项目的建设与合作，为江门制造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增效提质，为江门社会经

济高质量发展搭建产业融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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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2019 年 1-10 月物流运行通报

1-10 月，物流运行延续平稳运行态势。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社会物流总费

用增速小幅回落。

一、 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

1-10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244.4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8%，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0.8 个百分点，但比前三季度回升 0.1 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 221.4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6%，增速与

前三季度持平；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再生资源物流总额 1.3 万亿元，增长 15.4%，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 0.8

个百分点；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 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8%，增速比前三季度回

落 0.8 个百分点。

二、 社会物流总费用增速回落

1-10 月，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比上年同期回落 1.4 个

百分点，比前三季度回落 0.3 个百分点。

从构成看，各项费用增速全面回落。运输费用 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增速

比前三季度回落 0.4 个百分点；保管费用 4.0 万亿元，同比增长 8.0%，增速比前三季

度回落 0.2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增速比前三季度回落 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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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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

联系人：谢诚杰13570482189；黄晓鹏15521247798；洪晓月13763314311.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697号金钟大厦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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