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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加快地铁轨道交通物流从业人员等级能力标准建设

9月14日，马仁洪秘书长主持工作会议研究地铁轨道交通物

流从业人员等级能力标准。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胡

梅、标准化部副部长黄晓鹏等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通报了前期到广州地铁调研的情况、标准文件编制的

工作思路及大纲，以及加快职业技能等级研究的建议。会议着

重研究了本标准与省人社厅鼓励企业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自主

建立首席技师制度，培养高级技能人才；支持“一试多证”职

业标准开发及评价试点的重点工作相结合的建议，以及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相关技术要求，对地铁轨道交通物流从业人员能力

等级体系、关键性能力要求进行讨论。

根据会议研究决定，由标准化部牵头，加快本标准的技术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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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要闻】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征集2020年度国家级服务业
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

为更好发挥标准对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促进服务消费升

级、扩大服务业改革开放、打造“中国服务”品牌的技术支撑

作用，依据《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实施细则》，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决定面向各地区征集2020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备选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试点广泛面向教育、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休闲、

金融、交通运输、物流快递、电子商务、商贸流通、商务服

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技服务等服务业领域

征集，并应突出试点地区服务业发展的特色领域及优势产业。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9〕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

提质扩容的意见》（国办发〔2019〕30号）重要部署，2020年

度试点中将设立养老服务、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试点。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已与相关部门沟通，共同推进专项试点建设指

导与经验总结，并已将实施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家

政服务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纳入《2020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

点》，作为2020年重点工作推进。

各地区在推荐服务业标准化试点时注意与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化试点推荐工作进行区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单位

的申报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申报主体可

以是企业、行业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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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承担单位基本条件

试点承担单位可以是服务性企事业单位、一定行政区域内

的服务行业、服务企业较集中的区域及区域性综合服务机构。

（一）试点区域和试点行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当地政府重视标准化工作，能够为试点提供政策、资金

及其他支持。

2. 开展试点的行业应为当地支柱性服务行业。

3. 试点区域和试点行业应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作为组织实施

部门。

4. 试点区域和试点行业内的主要服务企业应自愿参与，参

与试点企业数不得少于本行业或本区域内服务企业的50%。

（二）试点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 诚信守法，企业三年内未发生重大产品和服务质量、安

全健康、环境保护等事故，未受到市级以上（含市级）相关部

门的通报、处分和媒体曝光。

3. 服务能够体现行业和地域特色，对行业内其他企业具有

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

4.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排名位于本地区同行业前

列，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5. 具有一定的标准化工作基础，设立标准化管理机构并配

备专兼职标准化人员，最高管理者具有较强的标准化意识。

三、试点申报程序

（一）试点申请由试点区域、试点行业、试点企业自愿提

出，填写《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申请表》、《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任务书》和实施方案，经试点承担单位、参加单位、保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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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报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汇总后，上报所属省份市场监管

部门。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

管局（厅、委）依据本地区政府工作重点和产业发展实际等开

展试点评审，必要时会商相关行业部门，研究确定本地区试点

备选项目，正式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申报国家级试点

原则上以省级试点为基础。

四、时间要求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

（厅、委）于2020年10月31日前将本地区推荐的试点备选项目

清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纸质材料一份，

电子材料发送指定邮箱）。

联 系 人：李涵 柳成洋

联系电话：010-82261655 010-82262932

传 真：010-82260922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100088）

电子邮件：fuwuyebiaozhunhua@126.com

附件：1．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申请表

2．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任务书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年9月3日

详情链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征集2020年度国

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

http://www.samr.gov.cn/bzjss/tzgg/202009/t20200904_321389.html
http://www.samr.gov.cn/bzjss/tzgg/202009/t20200904_321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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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批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名单公示（广东首家）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评估专家评审会

会议于9月15日下午线上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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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联评估办主任杨国栋、中

物联标准部主任李红梅、中物联冷链委秘书长秦玉鸣、国家农

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利、北京物资学院

物流学院院长姜旭、华润万家有限公司物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周亮等人员参加会议。

第十批五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济

南维尔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红星冷链（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依次进行线上答辩。各位专家听取各企业的介绍，在企业冷链

业务、发展方向、核心及创新业务、核心竞争力等内容进行依

次提问。杨国栋主任针对第十批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评估的整体

情况和现存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中物联冷链委秘书长秦玉鸣

对14家参评和4家复核企业的现场评估情况进行具体介绍。崔

会长针对冷链物流企业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各位委员进行激烈

的讨论。各位委员通过投票对第十批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及第四

批星级冷链物流复核企业进行决议。

在本次决议公示的名单中，经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评估工

作办公室推荐并组织现场评估的仓储型冷链物流企业、佛山市

鼎昊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进入“全国四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公示

名单之列。佛山市鼎昊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将有望成为广东省首

家“全国四星级冷链物流企业”，也是广东省首家“星级冷链

物流企业”。

决议公示名单中如下：

一、第十批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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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星级冷链物流企业（3家）

1.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2.济南维尔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型

3.红星冷链（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仓储型

（二）四星级冷链物流企业（5家）

1.广西南宁华晨物流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2.成都银犁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储型

3.佛山市鼎昊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型

4.松原市瑞禾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储型

5.合肥周谷堆大兴农产品国际物流园有限责任公司、仓储型

（三）三星级冷链物流企业（4家）

1.北京京粮物流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2.江苏汇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3.安徽谷之润食品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4.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型

（四）二星级冷链物流企业（2家）

1.中盛统一粮油工业（厦门）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2.抚松县成达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型

二、复核企业名单公示

（一）五星级冷链物流企业（1家）

1.夏晖物流（北京）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二）四星级冷链物流企业（1家）

1.辉源（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三）三星级冷链物流企业（2家）

1.资兴市达达农产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2.厦门正旸物流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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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废止10项地方标准和终止12
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方标准管理

办法》等规定，我局对广东省现行地方标准和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项目进行自查清理，现决定废止10项地方标准和终止12项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见附件）。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

效。

详情链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废止10项地方标

准和终止12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告》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9月14日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应急管

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准体系与规划路

线图（2020—2024年）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创

新发展的意见》（粤府〔2018〕4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广东省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方案的通知》（粤

府函〔2018〕190号），加快推进全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关键

技术研发以及标准体系建设，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广东省氢燃料电池汽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085890.html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085890.html


8

车标准体系与规划路线图（2020—2024年）》。请各单位结合

我省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实际，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不断建立健全我省氢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标准体系，以先进标准引领产业发展。

详情链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

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准体系与规划路

线图（2020—2024年）的通知》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2020年9月1日

【行业发展动态】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建

立健全塑料制品长效管理机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要求，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实施意见》（粤发改规〔2020〕8号）。实施意见自2020年9月1

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实施意见要求，坚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源头减量、绿色替

代，分区域、分品种、分阶段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086069.html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086069.html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086069.html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0860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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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积极推广替代产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建立覆盖塑料

全生命周期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推动塑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2

年，一次性塑料制品禁限范围进一步扩大，替代产品得到有效推

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电商、快递等新

兴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到

2025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

基本建立，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实施意见要求，有序推进部分塑料制品的禁限工作。国家《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属于淘汰类的塑

料制品项目，禁止投资；属于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到2020年

底，全省邮政快递网点45毫米宽度及以下的胶带封装比例提高到90%

以上。到2022年底，全省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

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塑料胶带使用量，免胶带纸

箱应用比例提高到15%以上。到2025年底，全省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胶带，免胶带纸箱应用比例提高到20%以上。

实施意见强调，加快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一）积极推

广应用替代产品。在邮政快递网点、快递企业推广使用电子运单和环

保箱（袋）、环保胶带、环保填充物等环保包装，鼓励寄件人使用可

降解可循环再利用的环保包装（省邮政管理局）。（二）大力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以连锁商超、大型集贸市场、物流仓储、电商快递等

为重点，推动企业通过设备租赁、融资租赁等方式，积极推广可循

环、可折叠包装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鼓励企业采用股权合作、共同

注资等方式，建设可循环包装跨平台运营体系，使用商品和物流一体

化包装，建设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回收体系（省商务厅、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展改革委，省邮政管理局）。（三）增加绿色产品供

给。塑料制品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生产符合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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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料制品，鼓励日化、饮料企业推广应用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

要求的团体标准，推动塑料硬包装“减轻、减薄和瘦身”（省市场监

管局、工业和信息化厅）。积极采用新型绿色环保功能材料，增加

使用符合质量控制标准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再生塑料，加强可循环、易

回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研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

局）。（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支持我省塑料生产企业加快实施技

术改造，提高可循环、易回收等先进环保塑料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能

力（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实施意见强调，完善支撑保障体系。（一）建立健全法规制度

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电商、快递等新兴领域企业绿色管理和评价指

标体系（省市场监管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省邮政管理

局）。（二）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加大对绿色包装研发生产、绿色物

流和配送体系建设、专业化智能化回收设施投放运营等重点项目的支

持力度。（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财

政厅）

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香港货品编码协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各委员、专家、中心

发：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联盟、新能源电动船产业联盟成员单位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各部门、会员单位、智慧冷链产业学院

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 2020年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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