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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阅读 

纯电动物流（快递）车行业：2016 年 10 大变化趋势 

 

2015年是中国纯电动物流车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年，2015年，

纯电动货车产量达 44497 辆，是以往年份产量的几倍。去年，有 281

款纯电动物流车进入工信部目录。新增车型与产销都打破历史新高。 

 
福田欧马可 4X2 纯电动厢式轻卡 

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即将迎来“十三五”期间的第一年，

行业已经取得良好开局，如何应对机遇与挑战成为了每个纯电动物流

车车企十分关心的问题。头绪虽有万千，但是以下几点需要重点关注，

包括政府政策、市场动态、企业产销等方面的关注，电动汽车资源网-

《电动汽车资源》杂志记者将为大家分析与解读： 

（一）政策驱动影响纯电动物流车发展态势 

2015年，国家加大纯电动物流车财政支持，财政部出台了《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http://www.360che.com/pic/51831_270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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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继而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发文《关于开展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目录》”），纯电动物流车这一新能源汽车细分市场在政策助推

下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1）纯电动物流车补贴标准按电池容量每千瓦时补助 1800元 

根据《通知》附件 1《2016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标准》中

第三条所示，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等专用车、货车

推广应用补助标准：按电池容量每千瓦时补助 1800元，并将根据产品

类别、性能指标等进一步细化补贴标准。 

电动汽车资源网点评：该政策延续了 2015年的政策，补贴额度保

持不变。根据近年来的政策来看，其他车型政策都有退坡，而纯电动

物流车也不例外，2013 年按电池容量每千瓦时补贴 2000 元，每辆车

补贴总额不超过 15万。2014年补贴由原来的 2000元退坡到 1900元。

而进入“十二五”收官之年，纯电动物流车补贴金额下滑到 1800 元。

如果不看今年的补贴，补贴金额是逐步减少的。而 2016 年，补贴金额

与 2015年保持一致，而往年都有所降低，总体说明国家在纯电动物流

车这一块支持力度在加大。 

（2）纯电动物流车享受 5年或 20万公里质保 

《通知》第二项第三条所示，为加强关键零部件质量保证，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

机控制器质量保证，其中商用车生产企业（含客车、专用车、货车等）

应提供不低于 5年或 20万公里的质保期限。汽车生产企业及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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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应承担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主体责任。 

电动汽车资源网点评：过去几年，质保一保持在 5 年 18 万公里，

企业都说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规范质保，旨在规范市场活动中一些

不正当的市场竞争。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规范质保是对消费者最

大的惠赠，特别是维修、电池更换等售后服务上。 

（3）纯电动物流车续航里程要求达到 80km以上 

《通知》附件 2 显示，纯电动货车续航里程必须达到 80km 以上，

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货车续航里程必须在 50km 以上，燃料电

池货车续航里程必须达到 200km。 

电动汽车资源网点评：根据我国新能源物流车发展历程来看，各

大车厂基本上做的是纯电动，已经完全摒弃了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路

线。未来，燃料电池会不会运用到物流车领域，另当别论。就目前的

情况而言，各大纯电动物流车续航里程都在不断提升，最低续航在

80~100km，最高续航也在 220~330km 内。这条规定，保证纯电动物流

车在行驶过程中免受续航里程不足困扰，保证在运输过程中顺利进行，

最终打通为“最后一公里”。在城市短途运输中，80km 续航里程足以

完成单次运输任务，并且绰绰有余。 

（4）纯电动物流车将会朝着轻量化方向发展 

根据《目录》附件 5 所示，运输类新能源专用车、货车动力电池

系统总质量占整车整备质量比例不超过 25%，作业类新能源专用车、

货车不超过 20%。 

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专用车、货车能量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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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符合以下要求： 

 
注:仅对提供驱动力的动力电池给予补贴。 

电动汽车资源网点评：这一条将会影响到今年纯电动物流车发展

态势，不仅影响到纯电动物流车车型设计，搭载电池与整车比例问题，

电池能耗量与续驶里程问题的改变，也影响到车辆上牌情况，以及纯

电动物流车进城资格。同时，该政策的执行，也会淘汰一部分车型，

对部分车型来讲无疑是一个打击，企业应该适当调整对这类车型的生

产。而最重要的是，将会刺激纯电动物流车朝着轻量化方向发展。 

（5）或暂缓在电动商用车上使用三元锂材料动力锂离子电池 

近日,电动汽车资源网从有关部门获悉,相关部门向工信部递交了

“关于暂缓在电动商用车上使用三元材料动力锂离子电池建议的函”,

认为:三元材料动力锂离子电池与磷酸铁锂动力锂离子电池相比,存在

较大的安全风险,而商用车(尤其是商用客车)乘员较多,一旦发生事故,

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建议工信部暂缓在电动商用车上使用三元材

料动力锂离子电池。 

目前,为了向政府部门反映动力电池企业的想法和意见,相关组织

http://www.360che.com/pic/51831_270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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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征求有关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是否应该暂缓在商用车上使用三元

材料动力电池?如果该建议被采纳，将会给新能源汽车行业带来巨大冲

击,车辆的相关参数和技术都将可能发生改变。纯电动物流车作为商用

车一大分支，是否包含在内，还在讨论当中。如果该项意见落实，将

会对纯电动物流车产业链（包括搭载三元车辆制造商、三元电池厂、

运营商等）造成致命打击。 

（6）地方政策宽松影响纯电动物流车产销与推广应用 

过去几年，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出台了纯电动物流车推广方案，

北京、天津等九大省市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方案纷纷落地，推广方案中

均提及将推广纯电动物流车。2016年，各地将出台新政，或延续去年

新能源物流车政策。以下是各地纯电动物流车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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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电动物流车迎来市场化春天 

过去几年，纯电动物流车发展比较缓慢。2015年，纯电动物流车

迎来市场化春天，不仅仅在量上有所增加，在运营模式上有新的出路。

迈入 2016年，纯电动物流车市场虽然有乱象重生，无论政策如何调动，

但大致还是朝着末端物流、分时租赁两大市场走。 

（7）轻物流与宅配成为纯电动物流车最大市场 

在城市物流体系中，主要以商超配送、电商快递等业态，主要是

以电子商务快递、社区便利店配送为代表的城市轻物流越来越受关注。

此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的冷链配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

发展期，高端车型需求越来越大。它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小批

量、多频次，也就是具有轻物流的特性。另外，国内宅配市场亦日趋

受到重视，不论是商店购买大型货品所提供的"送货到门"、邮局的 EMS、

一般货运、快递，甚至搬家都属于宅配业务。 

轻物流与宅配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两者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运

输路程短。因此，在配送车辆需求也不同于其他城市物流业务，而纯

电动物流车满足了轻物流轻便小巧、机动灵活、专业化程度高三大特

性，并且环保、舒适。 

据了解，许多纯电动物流车整车厂商都相应的把车辆的投放到快

http://www.360che.com/pic/51831_2704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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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冷链、搬家等行业内。如东风、重庆瑞驰、比亚迪、力帆、扬子

江等物流车企都把目光投向末端物流，与“三通”等快递公司签订购

车合同。 

（8）纯电动物流车步入分时租赁行列 

2015 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地相继推出分时租赁服务。

在北京，推出了公车分时租赁，以推进公车改革。计划在国家部委及

北京市相关单位完成 2000辆纯电动车分时租赁的示范运营，到年底计

划完成 6000辆，包括建成 175个充电网点。在上海，鼓励更多的公司

开展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试点，分时租赁经营企业可采取多种合作模

式建设充电桩、租还车点等，市民可按小时或天随租随还，政府部门

人员可率先选择新能源汽车出行。在深圳，9600个电动车指标分别配

置给汽车租赁企业与分时租赁公司等，元旦起深圳市民提供电动汽车

分时租赁服务。 

而针对着对充电桩、续航里程、电池等问题的顾虑，许多车企为

了打消用户的顾虑，而投放部分车辆到租赁运营当中。如东风时空在

宁波市的做法，一部分物流车用于快递邮政，一部分物流车投放到租

赁当中。御捷的纯电动物流车也是采用销售与租赁并驾齐驱的运营模

式。另外，一些充电桩企业为了让桩正常运营，也会在运营打造自己

的品牌，它们意识到要想让桩盈利，必须有车充电。所以，大量车企、

充电桩企、租赁运营商等纷纷在各地投入到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中，

这也刺激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和社会接受度的提升。 

但是，面对着日趋火爆的纯电动物流车市场，虽然大量的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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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这一细分市场中。各地区也出台相关政策，但是纯电动物流车市

场可发展的空间依旧非常大。 

 

福田欧马可 4X2 纯电动轻卡底盘 

三、企业抢食纯电动物流车市场激烈 

不可否认，许多车企看到了纯电动物流车市场很火爆，纷纷投产

物流车。就 2015年数据显示，全年纯电动货车产量达 44497辆，是以

往年份产量的几倍。产量的增长，除了政策与市场驱动外，离不开车

企的发力。 

（9）车企抢夺会不会出现一家独大？ 

根据去年的纯电动物流车产量分析，全年东风、重庆瑞驰、陕西

通家、力帆、北汽等车企产量最高。特别是东风、重庆瑞驰、陕西通

家三家企业，纯电动物流车产量总和是其他车企产量的一倍左右。 

除了产量以外，就是订单。去年最大几个订单是东风与时空的

10000辆订单，扬子江的 5000辆订单。今年开春，最大的喜讯就是东

风扬子江与湖北当代签订的 2.5万台纯电动物流车。 

http://www.360che.com/pic/51831_270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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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想象，纯电动物流车市场潜力是巨大的，各大车企都

在布局。那么，未来几年，纯电动物流车行业会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

局面？编者觉得，至少在 2020年以前不会。首先，纯电动物流车尚处

于初步阶段，很多地区还刚刚布局，并且物流领域庞大，可发展的空

间还很大。其次，纯电动物流车产销基数不大，终究无法与传统物流

车相提并论。此外，纯电动物流车技术要求低，但是还是需要加大技

术含金量，特别是关键零部件技术有待提高。 

但编者也相信，随着行业的发展，整个行业需要重新整合，一定

会出现并购、重组，以至于部分企业会壮大。到底什么时候，2020年

之后，或者就是 2020 年，至少 20%目前的 OEM、整车厂会消失、被并

购。 

（10）纯电动物流车融资租赁问题有待解决 

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逐年退坡，以及制造研发成本居高不下，

再也不能单纯的靠补贴实现市场化，一方面需要加大产品研发与制造

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创新商业模式，使产业正常运转，获得更高收

益，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整个行业中，资金与融资是最

为重要的。对于纯电动物流车租赁运营公司来讲，只有关注融资问题，

才能更好的运营起来。但是，目前融资租赁、yieldco、资产证券化、

众筹等方式具有不同程度限制，破解纯电动物流车融资难题根本上还

要依靠手握重金的银行。 

总结：2016 年，纯电动物流车市场依旧是各大企业投资的重点，

但面对着政策的调整、市场的变化、融资方式的改变，特别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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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所描述的境况，对于纯电动物流车市场而言，瞬息变

化，需要提前做好预防突发事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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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 

[邮政管理]国家局深入推进“双随机”抽查与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7 月 8 日，国家邮政局在河南洛阳召开“双随机”抽查工作机制

与快递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会议，进一步深化邮政管理工作“放管服”

改革，创新市场监管模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双随机”抽查工作机制，是 2016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所提

出的重点工作之一，即年内全面推开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

检查人员工作模式。会议就《邮政管理部门随机抽查工作细则（征求

意见稿）》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征求了与会代表意

见，结合监管工作实际对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进行了深入讨论。与

会代表普遍认为，加快推进邮政管理部门随机抽查工作，有利于创新

监管工作模式，规范监管行为，降低企业负担，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威慑力度，对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和推动快递业转型升

级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快递业信用体系试点工作，会议认为推进快递业信用体系建

设，有利于推动企业加强诚信文化建设，营造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

实现信用监管的规范化与常态化。目前，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已部署上

线，各试点省份就工作开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表示将严格

按照试点方案要求，全面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和评定工作，确保试点工

作各项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12_797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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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管理]国家局启动快递业信用管理信息系统试点省份轮训 

为深入推进快递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近日，国家邮政局下

发通知，启动快递业信用管理信息系统试点省份轮训。 

根据《通知》要求，天津、内蒙古、吉林、浙江、河南、湖北和

陕西省（区、市）邮政管理局在 7月 4日—17日期间，统筹安排时间，

组织辖区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集中进行系统使用的培训。国家邮政

局市场监管司会同发展研究中心、系统开发厂商对各试点省份单独进

行现场培训和指导。主要内容包括：发展研究中心和系统开发厂商就

快递业信用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进行演示和讲解；市场监管司就省级

和省级以下监管机构如何开展和推进试点工作进行讲解，现场解答有

关提问；听取参训人员对试点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04_790482.html） 

 

[邮政管理]上海局启动全市邮政业专用车辆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近期，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启动全市邮政业专用车辆监管平台建设

工作。7月 15日，上海局组织召开该平台建设专题研讨会，就平台模

块设置、功能分类、权限管理以及界面显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

究。 

建成后的全市邮政业专用车辆监管平台，将把包括全市快递货运

机动专用车辆与快递电动专用车辆等邮政业专用车辆纳入其中，在充

分运用互联网、数据库以及 4G通讯等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车辆运行轨

迹管理、车辆违规行为管理、车辆运行分析等功能。加快推进该平台

建设，将进一步落实市《关于促进本市快递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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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文件精神，深化落实市政府与国家邮政局共同签署的《关于加

快推进上海快递总部经济建设与发展合作协议》内容，加强上海市快

递专用车等邮政业专用车辆运行管理，全面提升城市道路运营监管效

能，构建上海市邮政业专用车辆安全运营长效监管机制，有序推进快

递服务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对接。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19_802906.html） 

 

[政府信息化]2016(第十一届)中国电子政务论坛召开 

由国家行政学院、国家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 2016(第十一届)中国

电子政务论坛于 7月 30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政府、

地方行政学院、有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界的 300多位代表参加了论坛。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副院长李季，联合国副秘书长

吴红波，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

委员会顾问杨学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益民、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副局长张望、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周民出席

论坛开幕式。 

（来源：http://mt.sohu.com/20160731/n461898196.shtml） 

 

[顶层设计]李克强谈互联网+物流 

“推进互联网+物流，既是发展新经济，又能提升传统经济。”李

克强 7月 2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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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会议部署推进互联网+物流，降低企业成本便利群众生活。此

前，李克强曾 3 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物流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互联网+

流通”行动。李克强说：“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

术与物流深度融合，推动物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是物流

业的‘供给侧改革’。” 他强调，在推进互联网+物流的过程中，很

可能还会诞生许多新业态，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政府

部门不要一开始就“拦住”、“管死”。对那些充分吸纳就业、降低

企业成本、方便群众生活的物流企业，要加大用地等政策支持，结合

营改增创新财税扶持，简化物流企业设立和业务审批，鼓励金融机构

重点支持小微物流企业发展，在优化服务的同时，也要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 

“希望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加大互联网+物流的推进力度。”李

克强最后要求，“这既是发展新经济，也是在改造提升物流、制造业

等传统经济，助推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689.html） 

 

[其他行业]全国法院电子政务建设硕果累累 

在 7 月 19 日举行的 2016·新常态下电子政务建设经验交流大会

上，全国有 13家法院共 14个信息化应用案例获得“互联网+诉讼服务”

专项成果，被收录《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

以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下大力气推进信息化建设，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7 月刊 

15 

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树立了中国法院的良好形象。在 2016·新

常态下电子政务建设经验交流大会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立体

化诉讼服务平台”、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的“大力加强科技应用 倾情

打造阳光法院”、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的“电子法院建设与应用”、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的“立足科技载体创新司法理念全力

打造公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12368 诉讼服务平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实况视频直播平台”等 13 家法院共 14

个信息化应用案例获得“互联网+诉讼服务”专项成果，被收录《中国

电子政务年鉴（2015）》。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687.html） 

 

[地方应用]浦东政务的“云”之路 

上海浦东，一个现代都市的典型代表，在云计算大潮中当然不落

人后。2015 年浦东正式启动了政务云建设，借助云计算的“东风”，

来解决区内政府各部门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政”的隐患，从而为浦

东新经济构筑塔基。面对政务应用的云需求，浦东采用了新华三提供

的基于 OpenStack为政府行业定制化的云管理平台 Cloud OS、全融合

的自主研发虚拟化产品 CAS、超融合产品 UIS 等诸多产品组成的整体

解决方案。 

“云”之后，浦东各政府部门获取 IT 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浦

东政务云平台将传统数据中心中计算、网络、存储、安全、应用等资

源作为云资源，云服务的方式向区内各部门提供，包括云主机、云硬

盘、云防火墙、云负载均衡、云网络、云数据库、公网 IP等。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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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需要部署政务应用时，可以通过统一的 Portal，实现云资源的申

请、使用、管理、销毁。关键在于，这些云资源使用起来与传统 IT资

源没有任何区别。由于新华三提供的是可以同时兼容目前业内常见的

各种虚拟化平台，这样一来，可以为租户屏蔽异构虚拟化平台差异，

为租户提供相同的云主机资源服务。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975.html） 

 

[地方应用]福州市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 

福州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

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运用大

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部署要求，促进

政府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福州市采取以下措施运

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一、提高政府运用大数据的能

力，包括加快提升部门业务信息化覆盖率、提升网上办事水平、健全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加强和规范政府数据采集等内容; 二、提高

为市场主体服务水平，包括提高注册登记和行政审批效率、加强统计

监测和数据加工服务、提高政府信息服务水平等内容; 三、健全对市

场主体监管监督，包括创新政府监管、鼓励社会监督等内容。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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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 

[科技活动]中国国际仓储与搬运设备展览会召开 

中国国际仓储与搬运设备展览会于 7 月 1 日至 3 日在长春举行。

此次展会以“服务东四盛联通东北亚”为主题，致力于搭建一个国际

化的仓储运输行业交流大会，集产品展示、技术论坛为一体的专业化

平台，展示全球先进的仓储物流技术及应用，进一步推进我国仓储物

流市场快速发展。 

仓储物流是利用自建或租赁库房，储存、保管、装卸搬运、配送

货物。在企业的物流总成本中，库存成本费用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美国，库存成本约占总物流成本的三分之一。 

（来源：http://www.logclub.com/thread-215771-1-1.html） 

 

[自动化]互联网环境下智能物流设备走向自动化高端物流 

随着现代物流的快速发展,物流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以

及现代信息技术、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动化仓储出现了井喷式

发展势头,成为现代物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动化物流装备按功能

构成分为:集装单元、搬运装卸、自动化输送设备、自动化分拣设备、

货架存储设备几大类,主要产品有 AGV 自动导引车、堆垛机、输送机、

RGV穿梭车等。智能仓储和高速分拣设备是智能物流核心。 

（来源：http://www.zhongyunwl.com/News-1407） 

 

[标准化]福建发布全国首个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地方标准 

近日，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公告，省地方标准《智能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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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运营服务规范》（简称《规范》）正式获批准发布，这是全国首个关

于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方面的地方标准。 

《规范》主要规定了智能快件箱的设置、运营组织管理和服务要

求。在安全管理方面，主要规定：一是智能快件箱运营组织应采取措

施保障用户的通信安全和通信秘密，二是智能快件箱运营组织与快递

服务组织签订书面协议时应事先确认其已取得合法经营资质，三是快

件箱运营数据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1 年。在避免纠纷方面，主要规定：

一是快件箱每个格口应只投放一票快件，二是征得用户同意使用快件

箱投递快件但因故未成功投递的，快递业务员应告知用户并另行约定

投递方式。在规范服务方面，对快件箱运营组织的要求是：未经用户

同意，不能向其发送与快递服务无关的广告信息，不收取快件保管费

用，不设置取件的前置条件等内容；对快递服务组织的要求是：生鲜

产品、贵重物品、易碎品、外包装明显破损的快件不得通过快件箱进

行投递，快递业务员不提前录入快件签收信息等。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13_799101.html) 

 

[标准化]安徽两市入选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 

近日，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标准委将我省合肥市、马鞍山市纳

入 2016 年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范围，每个市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8000万元。物流标准化试点将围绕托盘标准化及其循环共用进行的相

关配套设施设备升级改造，鼓励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结对子”，协同推

进托盘共用系统平台建设与改造，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整合;重点支持

基于“互联网+”的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按照国家标准建设改造，支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7 月刊 

19 

持平台拓展撮合交易、金融结算、标准化、质量认证、诚信监督等增

值服务功能，利用大数据、供应链、众筹等手段整合线下资源，以模

式创新推动智慧物流发展。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试点将促进有

关市加大物流标准化投入，推动物流标准及其设备的普及应用，着力

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能力，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同时促进

试点市发挥带动辐射作用，形成联动互动局面，提高区域物流标准化

水平。 

（来源：http://www.aqnews.com.cn/html/zhxw/ahxw/201607/2269461.html） 

 

[标准化]中国物流标准化路在何方 

围绕着物流标准化，相关政府部门、相关企业以及专家学者，均

有不同的看法。然而 ,在这些“不同 ”之下 ,其实都离不开三个共同

的关键词 , 那就是 :“很重要”、“很艰难”以及“很期待”！ “很

重要”，是从物流标准化的意义上而言。物流标准化是物流产业发展

的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就企业的运营层次而言，物流标准化，

不仅是促进企业完成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同时，它还对降

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益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期待”有两层含

义：一是因有益而期盼，物流标准化对社会、企业而言均有不可估量

的重要意义，各相关方面均期待实现标准化后所带来的收益；二是因

暂未实现而期盼和努力，我国的物流发展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仍有

较大差距，物流标准化方面的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来源：http://www.hlgsw.com/news/itemid-250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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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百度外卖智能物流如何保证配送效率？ 

百度外卖的智能物流调度系统已迈入全新的“调度系统 4.0”时

代，30项专利成为其核心竞争力，通过大数据挖掘还可进行用户分级

和商户分级，形成了单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的差异化配送能力。此

外，借助百度地图 lbs 定位技术，百度外卖骑士可以实现高效配送速

度，更好的满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服务。 

“调度系统 4.0”采用多品类、多工具、多模式的智能化派单模

式，当某个区域有新的订单产生时，系统会结合百度地图显示该区域

的骑士分布，安排给就近的骑士配送员，而且每个骑士当前所派送的

订单数目会在后台可视化屏幕上进行标记，如果某个骑士的订单量已

经满负荷，则会人工干预安排给附近的另一个骑士，从而保证配送速

度，让每一个订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用户手中。 

(来源: http://difang.gmw.cn/newspaper/2016-08/11/content_115130316.htm) 

 

[智能物流]欧浦智网打造智能物流运行平台 

2016 年 8 月 9日，欧浦智网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

将按照“地网”、“天网”、“金网”三网合一的战略规划进行布局，

以“地网”建设为基础，积极采用物联网技术提升仓库管理水平，打

造智能物流运行平台，稳步推进线下业务的异地扩张，巩固仓储和加

工业务的竞争优势（爱基,净值,资讯）；重点打造“天网”电商平台两

翼，运用互联网思维不断开拓业务领域，构建平台型企业；不断发掘

和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充分发挥“金网”供应链金融配套服务

的协同作用，巩固供应链管理的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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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探索互联网经济下新的商业模式，努力实现

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来源：http://stock.jrj.com.cn/2016/08/10140221299315.shtml) 

 

[智能物流]电商物流呈现智能化众包化趋势 

为专注“互联网+物流”开拓，京东成立了 JDX事业部，全自动物

流中心、无人机、仓储机器人等成为黑科技。而无人机在农村配送的

运用，解决了偏远农村地区送货难、成本高的问题。京东华北区最大

的物流园区之一固安园区也充分体现了“智能”概念。 

另外，在共享经济的浪潮下，众包物流也成为电商物流的发展趋

势。众包物流在电商促销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自建物流

的重要补充。目前社会上的众包物流企业有 C2B模式的达达、我快到、

51 送等，O2O 模式的京东众包、饿了么“蜂鸟”、百度外卖等，C2C

模式的有人快递、闪送、E快送等。 

（来源：http://news.pack.cn/news-324234.html） 

 

[智能快件箱]山东局大力推进共同配送末端网点（智能快件箱）建设 

近日，山东省邮政管理局会同省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

共同配送末端网点（智能快件箱）建设的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大力推进共同配送末端网点（智能快件箱）建设。 

《方案》从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原则以及工作重点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方案》指出，坚持“政府引导、政策促进、市场运作、

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城市共同配送末端网点（智能快件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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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用三年时间，在全省 17个设区市支持新建 1万个智能快件箱，利

用智能快件箱送达的快件占全部快件的比重提高到 10%以上。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06_791227.html） 

 

[智能快件箱]揭阳局牵头搭建校园智能快递箱研发交流平台 

随着校园快递服务需求的急剧增加,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问

题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群体期盼尽快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邮政业管理

和校园管理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揭阳局积极探索，着力于校园快递

超市的升级建设。  

7 月 6 日，由揭阳局牵头，揭阳市快递协会、顺丰速运集团有限

公司普宁分公司、深圳市云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齐聚潮

汕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智慧校园之智能快递超市系统开发”的

事项进行深入研讨。智能快递超市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

是智慧校园系列平台之一，它不仅将会打通校园快递最后 100 米，解

决校园师生收发快递的难题，达到方便师生收寄快递的目的。同时，

也将不断加强物联网技术成果研发与应用，提升邮政业服务质量,加强

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切实为服务于揭阳地区快递行业发展、为地方经

济、物流产业做贡献。  

(来源：http://gd.spb.gov.cn/dsjxx/201607/t20160714_801460.html) 

 

[无人机]首单美国官方批准无人机快递成功送达 

7 月 2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首单美国官方批准的商用无人

机快递在内华达州成功送出，开创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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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的连锁便利公司 7-11 与无人机初创公司弗利尔蒂

(Flirtey)合作，近日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首次使用无人机将货物送

到订购者家中。 

（来源：http://tech.gmw.cn/2016-07/25/content_21118199.htm） 

 

[无人机]亚马逊申请新专利:无人机快速派送快递 

亚马逊在 7月 12日申请的无人机送货专利日前被曝光，专利权内

容为“多用途无人机系泊系统”。无人机送货专利描述了一种在建筑

物的高处设立无人机“接驳点”(Docking Station)的送货系统，亚马

逊的送货无人机可以借助该接驳点进行充电和极端天气的避险，提供

更好的送货服务。关于无人机的续航问题，亚马逊计划为无人机建造

一个“加油停机坪”，例如路灯、电话 亭、信号塔甚至合适的建筑物。

所有“加油停机坪”都连入控制中心，方便操作员进行无人机派送任

务的调配，同时能为无人机提供更精准的位置信息。在恶劣天气中，

无人机可以在“停机坪”稍事休息，并且避风雨的设施也在专利中进

行了标注。 

（来源：http://mt.sohu.com/20160722/n460500355.shtml） 

 

[无人机]亚马逊获准在英测试无人机快递 

据外媒报道，美国亚马逊公司宣布，将与英国政府合作，探索通

过无人机快递小型包裹的可行性。这是英国首次进行此类测试。 

由英国民航局支持的跨政府团队批准了亚马逊在三个关键领域进

行探索:在农村和近郊地区测试超出视线范围的无人机运营、测试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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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识别并躲避障碍物以及一人操作多台自动飞行无人机。 

这一试验所允许的最大负重为 5 磅(约合 4.5 斤)，而亚马逊发言

人称，该网站上销售的 90%的商品重量低于 5 磅。在测试中，这些无

人机的飞行高度将限制在 400 英尺(约合 122 米)，并远离空港的飞机

跑道。 

(来源：http://sn.people.com.cn/n2/2016/0727/c190216-28734869.html) 

 

[机器人]伦敦新“快递员” 机器人送外卖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未来几个月，英国伦敦街道尝试用机

器人来送外卖。 

一家外卖公司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这款外卖机器人，并决定在

英国伦敦进行测试。食物会被放置在机器人内部的一个隔离室中，当

机器人到达送货地点之后，顾客们可以通过验证码来打开机器人取出

食物。这些机器人的速度可达每小时 4英里，送餐服务全程只需 30分

钟。 

这款机器人配备了摄像头、感应器和其他技术，能够自动绕过地

面上的障碍物，它们通常走在人行道上，以免造成交通阻碍。顾客无

需担心外卖被别人拿走。如果有人试图偷走外卖，操作人员会与之进

行对话，并将机器人的地点发送给警察局。同时，机器人装备的 9 个

摄像头会拍下小偷的脸，并且机器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封闭的，只有

顾客能够通过密码来打开它。 

（来源：http://www.haonipai.com/newdetail89/11688600.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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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跟踪 

[前沿技术]谷歌神秘计划入手美快递无人机 

据英国媒体 8 月 2 日的报道，美国白宫近日给谷歌的快递无人机

服务开了绿灯，允许其在美国进行无人机测试。这一现象被认为是美

国白宫对快递无人机技术了解过程中的一次尝试。 

谷歌早在 2014年就推出了自己的为期 2年的秘密无人机快递项目。

这个项目被成为“翼计划”，由谷歌的秘密研究实验室“谷歌 X”实

施，该实验室也同时在发展无人驾驶车辆和可穿戴计算机、可穿戴屏

幕等。白宫表示，“翼”项目的测试，将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设置的

6 个安全环境点进行。该计划首个运送的物品是由谷歌董事兼技术部

总监谢尔盖•布林操控运送一部除颤器给一名心脏病患者，未来的范围

将被慢慢扩大。谷歌的无人机和常规旋翼机有所不同，采用飞翼布局，

翼展约 1.5 米，在正常飞行段依靠飞翼的空气动力学外形提供升力，

而在起降段，则通过 4 个电动螺旋桨提供动力。设定飞行程序后，只

需一个按钮，该飞机就可以自动进行飞行，而且可以在一些突发的阵

风等气象条件下依然保持安全的飞行方式。 

（来源：http://www.sirenji.com/article/201608/83921.html） 

 

[技术动态]军阀混战 618 电商物流呈现五大特征 

特征一：物流智能化。智能化成为电商促销期间物流配送效率的

重要保证。不论是京东、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物流体系，还是四通一达、

顺丰等第三方快递企业的智能化都将有力解决促销期间爆仓问题，提

高电商促销的物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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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二：物流众包化。众包物流在电商促销中发挥一定作用。众

包物流利用社会闲散资源，能够有效解决电商促销期间运力不足问题，

同时在最后一公里配送上有较强的优势。 

特征三：物流开放化。随着电商自建物流规模的扩大，物流逐步

开放给第三方卖家，提高平台物流服务的标准化。“618”作为自营和

第三方卖家共同的狂欢盛宴，物流的开放也尤为重要。 

特征四：物流农村化。目前我国城市电商发展进入成熟阶段，而

大多数的农村电商受制于物流网络的短缺，成为电商掘金蓝海。“618”

战火也烧到农村市场，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都在布局农村市场，

但物流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制约瓶颈，近年来电商在农村物流的投入

逐年增加。 

特征五：冷链物流竞争激烈。“618”生鲜品类成为电商争夺的蓝

海，物流成本高、损耗大是生鲜电商的致命点。冷链成为生鲜电商的

兵家必争之地，京东、中粮我买网、菜鸟网络等不断加码冷链物流。 

（来源：http://www.askci.com/news/hlw/20160622/08563932151.shtml） 

 

[技术动态]京东率先应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  

近日“北京市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项目里程碑节点检查会在

京举行，由京东集团建设的“基于北斗的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应用示范

项目”通过评审。京东北斗项目不仅推进了物流运营的透明度和现代

化，成为智慧物流建设的重要环节，也起到了北斗项目应用落地的示

范作用，对国家战略项目的推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京东集团建设的

“基于北斗的电子商务云物流信息系统项目”，在北京市经信委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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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于 2013年正式启动。该项目以北斗导航应用技术为基础，通过

建设现代电子商务配送和服务体系，带动物流行业的流程升级、提升

物流行业整体的服务水平和产业环境。该示范项目，是中国最早推动

北斗卫星导航民用项目之一。 

（来源：http://www.donews.com/net/201607/2934332.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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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陕西省与国家邮政局签署协议 共建西安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 

7 月 29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邮政局在西安签署协议，决定

合作共建西安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和邮政研究院，邮政业高等人才

教育布局进一步完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

陕西省省长胡和平，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军胜，中国快递协

会会长高宏峰见证签约并举行会见，就高站位提升陕西邮政业发展水

平、加强快递业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更好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等

话题深入交换意见。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与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邢小江

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小燕，省政府

秘书长陈国强参加了会见。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30_809374.html） 

 

北京局推动首都特色邮政公共服务配送平台研究取得新成果 

近日，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听取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首都特色邮

政公共服务配送平台建设与发展研究》课题组专项汇报，了解课题研

究进展情况，针对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推进课题研究工作深入。 

自 4 月份课题开题以来，在北京局的指导和帮助下，课题组积极

开展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课题研究报

告初稿已基本完成。研究报告重点从两方面体现课题研究成果。一是

注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北京邮政业创新发展相结合，通过分析北

京邮政企业供给侧现状和寄递业市场需求侧要求，深入剖析邮政企业

存在的“供需错位”问题，提出通过搭建特色邮政公共服务配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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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实现邮政普遍服务创新发展。二是围绕如何建设首都特色邮政

公共服务配送平台进行方法论探索，对平台业务功能、运作模式、类

别划分、建设维护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28_808139.html） 

 

山西省物流快递配送网络建设获政策支持 

近日，山西省印发《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简

称《意见》），推动全省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物流快递配送网络建

设获政策利好。 

《意见》提出，一是加快全省物流业发展，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物

流快递配送网络建设。启动国际邮件互换、快件一体化监管中心建设，

不断优化进出境邮件和快件通关流程，提升寄递实效。二是鼓励跨境

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在电商孵化、服务模式创新、公共平台建设、产业

链条搭建、物流快递配送等方面先行先试。三是支持跨境电商、物流

快递企业、第三方支付机构对接公共服务平台。四是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依托海外仓在境外建设物流快递分拨中心。五是争取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支持，增加国际普邮包裹、航空挂号线路和 EMS 快递直封、直发

邮路等服务。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7/t20160712_797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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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法草案拟增加多项促进网络安全的支持措施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27日就网络安全法草案作汇报时表示，拟增

加多项促进网络安全的支持措施，在维护网络安全的同时，促进发展。

一是，国家推进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企业、机构开展

网络安全认证、检测和风险评估等服务。二是，国家鼓励开发网络数

据安全保护和利用技术，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推动技术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网络新技术，提升网

络安全保护水平。三是，增加大数据应用必须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匿

名化处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公民个人信息使用规则。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6-06/27/c_1119120424.htm） 

 

工信部将建国家级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数据库 

人民网北京 6 月 22 日电为期三天的 2016（第十五届）中国互联

网大会昨日在京开幕。在今天上午的互联网安全分论坛上，工信部网

络安全管理局李学林副局长表示，当前我国网络安全工作还面临多重

风险和问题，工信部将从四大方面开展网络安全工作，包括加强网络

安全技术能力建设和建立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 

（来源：http://it.people.com.cn/n1/2016/0622/c1009-28469665.html） 

 

中俄元首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加大打击网络恐怖及犯罪力度 

中中新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 25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7 月刊 

31 

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中俄元首呼吁，要加大工作力度，预防和打击利用网络进行恐怖

及犯罪活动，倡议在联合国框架下研究建立应对合作机制，包括研究

制定全球性法律文书。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应急合作与网络安全威胁信

息共享，加强跨境网络安全威胁治理。 

（来源: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6-26/7917585.shtml） 

 

全球最大反恐数据库外泄 220 万可疑人员档案曝光 

世界最大的反恐资料库日前被发现资料外泄，220 万个可疑恐怖

分子和与犯罪组织有关的人员的个人资料最近在网上出现。这个名单

是供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银行和企业使用的。 

这些个人资料由金融数据公司汤森路透代为其客户管理。安全研

究员克里斯•维克里最近在网上发现 2014 年版的名单不需要密码就可

以打开。 

汤森路透感谢维克里发现了这个事故。该公司表示已经与把这些

资料放到网上的第三方进行了联系。对方同意把这些资料从网上撤下

来。 

（来源：http://news.qq.com/a/20160630/0374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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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宣传 

信息化服务 

 

一、信息化规划研究 

及时跟踪行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动态，对行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

趋势有深入研究。先后承担国家邮政局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邮政行

业科技发展规划、邮政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研究课题。 

 国家邮政局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研究（2015—2020） 

 “十二五”期间邮政行业科技发展规划研究 

 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绿盾工程”总体设计 

 邮政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二、信息化咨询 

具备大型信息化项目一体化解决方案咨询服务能力。支撑国家邮

政局完成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等申报项目的建议

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等编制工作，为广东、吉林、海南、

大连、杭州等省和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化项目规划、方案咨询、

技术评估和实施指导等信息化相关咨询服务。 

典型案例： 

 大连快递安全监管平台项目建设方案设计 

 广东快递业安全监管建设项目方案设计 

 吉林邮政行业安全监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方案设计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工程（国家邮政局建设部分）项目建议书、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7 月刊 

33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邮政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三、信息化项目建设与管理 

 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信息化项目实施管理体系，能够对项目全生命

周期进行有效管控。承担国家邮政局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圆

满完成了 2013年的“6.30工程”和“12.31工程”、2014年的“12.31

工程”以及 2015年的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建设和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信息

系统改造等国家邮政局各年度重点信息化建设任务，以及 2012至 2014

年“双 11”安全监管信息系统、电商协同平台和快递企业视频监控系

统的运行保障工作。 

典型案例： 

 省以下监管机构基础信息系统项目 

 国家邮政局办公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邮政行业统计信息系统改造项目 

 邮政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工程 

四、信息系统建设 

具有丰富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和实施经验。负责国家邮政局

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已建设完成的应用系统覆盖行业管理、内部

办公、公共服务和数据资源等四大类，包括行政执法、行业统计、普

服监管、快递许可、安全监管、统一门户、OA、门户网站等 30余个系

统，为三级邮政管理部门构建起了具有邮政行业特点和符合行业管理

工作实际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建成了国家邮政局数据中心、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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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等应用支撑系统，为各应用系统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地图集

成展示等提供了基础支撑平台。同时，承担建设了吉林、大连、杭州

等省和地市邮政管理局的相关信息系统。 

    典型案例： 

 国家邮政局行政执法信息系统 

 邮政行业统计信息系统 

 普遍服务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信息系统 

 邮政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视频监控中心和视频监控系统 

 集邮联微信平台 

 邮政业舆情分析系统 

 集邮市场与用品用具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五、信息化培训 

为各级邮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技术培训和信息系统使用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