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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互联网＋物流”中的“网” 

 

“互联网+物流”的“云”是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因物流

大数据的处理需求倒逼而产生的基础设施;而物流大数据的汇聚

则是依赖“互联网+物流”的“网”这个基础设施。从物流业务

及物流大数据汇聚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物流”的“网”则主要

是由各种各样的“物流平台”编织而成。本节的主要任务就是对

物流平台的形成条件、类型及特点、作用等进行论述。 

一、物流平台的两个必备条件 

从十多年前物流信息撮合平台(发布车/货信息的平台)的兴

起直到今天，物流平台一直是行业的一个焦点。但由于缺乏“所

有物流要素的透明连接”这个基础，物流信息平台的发展暂时被

信息的真实性和实时性要求等因素束缚住了，各式各样的物流平

台构想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但从今天的行业环境及行业

趋势来看，物流平台依旧在路上，它将成为“互联网+物流”中

的“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流平台实际上是汇聚物流服务需求、物流服务资源，促进

物流交易，统筹物流活动，提升物流过程协同效率的场所。 

这个场所，既是线上的场所，也是线下的场所。线上的场所

是处理物流信息的基础设施，线下的场所则是物流实际过程所涉

及的人、车、货、仓等各种物流资源要素及物流基础设施。 

所以物流平台的形成需要达到两个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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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看，能够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的平台很少。原因在

于，能够汇聚物流信息的并不掌握物流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且

信息的真实性、实时性及信息的有效性管理都还比较薄弱;此外，

掌握物流资源配置权的角色主体又普遍缺乏采集信息、汇聚信息

的手段和能力。 

物流信息平台(撮合平台)发展了十多年，但目前还活跃的只

剩极少数，因为其中的大多数不能有效驱动物流资源，因而变成

了摆设。所以，实现“所有物流要素的透明连接”和“物流资源

的掌控力”将成为物流平台的两个必备条件。 

前文提到，实现“所有物流要素的透明连接”是一个持续的

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先是要抓少数关键的要素，再逐渐扩展到所

有要素。在现阶段，物流资源的掌控力是推动物流平台建设的关

键条件。在掌握物流资源的条件下，逐渐推动物流要素的透明连

接，以最终形成平台。 

二、物流平台的类型及特点 

与“物流平台”相关联的名称很多，有智慧物流平台、专线

联盟平台、货源交易平台、运力整合平台、园区平台，等等，不

一而足。在“互联网+物流”的蓝图里，物流平台的类型是基于

平台的作用及要素类型来划分的，笔者认为至少有这三类物流平

台：物流业务协同平台、物流资源要素平台、物流垂直细分平台。

每一种类型的平台都有自己的特点。 

1、物流业务协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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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务协同平台，是指以支撑整个物流业务流程正常运转，

以提高业务过程协同效率为目标的平台。这类平台是以“物流业

务”为中心，又可具体分为企业的物流业务运营平台和跨企业的

物流协同平台。 

企业的物流业务运营平台主要是用以提高企业内部各个部

门的协同能力。 

企业的物流业务运营平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互联网化，

实现企业内部相关物流要素的透明连接而形成的平台。企业的物

流业务运营平台，实际上是企业物流业务运营系统的互联网化，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现“把线下业务搬到线上”，实现“线上”

与“线下”的相互促进与协同，以提高物流业务的效率。这也叫

作物流业务运营的 O2O化。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商贸企业、物流

企业都可以依据自身的情况来搭建平台，以提高自身企业的物流

业务效率。 

跨企业的物流协同平台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现实诉求发

展起来的。 

物流业务的整个流程通常是跨企业的，这就需要有跨企业的

协同。跨企业的物流业务协同，首先要能够支撑业务单据的跨企

业流转，要能够追踪和实时反馈业务执行进展的动态;其次要能

够为整个业务流程中涉及双方或多方交接的环节，提供实时有效

沟通的条件;最后，整个平台需要有一套可行的协同机制和规则。 

2、物流资源要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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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平台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聚集物流资源，而实际上一些

重要的物流资源需要有专门的平台来统筹。 

例如，仓储资源、运力资源、货源等。物流资源要素平台，

就是专业解决物流相关资源的汇聚与统筹问题。就目前来看，典

型的物流资源要素平台至少有云仓储平台和云运力平台。 

云仓储是指基于仓储资源要素的透明连接，实现通过“仓储

资源大数据”来合理安排仓储活动的一种仓储业务经营及管理的

模式。云仓储涉及的范围很广， 可以分为微观和相对宏观两个

层面。在微观层面，云仓储可以准确知道每一个货位、货架的情

况，准确知道每一种货物的库存周期，知道如何合理安排仓储计

划以及如何做到充分利用仓储资源。而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看，

云仓储可以知道全国范围各种类型仓库的分布，知道如何统筹仓

储资源，以匹配货物流通的需要。而支撑云仓储运转的自然就是

云仓储平台，它属于“互联网+物流”中“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物流资源要素平台。对云仓储平台的探索才刚

刚开始，云仓储的发展是整个行业的期待。 

云运力平台，是指基于运力要素的透明连接，而将运力信息

汇聚起来以便于运力资源的统筹和分享的平台。 

云运力平台可以具体分为企业私有平台和行业公共平台。企

业私有云运力平台是指因自身的业务经营和企业发展需要而搭

建的平台，可以将自有运力以及与企业业务有关联的社会运力的

相关信息汇聚在平台上，以便实现对运力的合理调用、统筹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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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分享。行业公共的云运力平台是基于“运力要素的透明连接”，

通过与企业私有云运力平台建立广泛的对接和数据共享，以实现

行业性的运力资源统筹及分享。行业公共的云运力平台，是“互

联网+物流”的一个公共性的基础设施，解决的是企业间的运力

资源共享的问题。 

除了云仓储平台及云运力平台之外，基于货运停车场、货源

等其他物流资源要素也有可能形成专业的平台。 

3、物流垂直细分平台 

物流业有多个垂直细分领域，例如，冷链物流、危化品物流、

零担物流、快递物流等。每个细分领域的运作特点、资源要素的

特点都是个性化的。所以在各个物流垂直细分领域内的资源汇聚、

统筹、分享，需要有专业的平台来支撑。 

冷链物流平台是用来专门汇聚冷链仓储资源、运力资源等以

及统筹、分享这些资源，并通过加强冷链物流业务过程的协同，

以提高冷链物流效率的平台。 

又比如在危化品物流领域，对仓储设施及运输工具的安全性

及专业性都有特殊的要求，需要做到防火、防爆、防泄漏、防污

染，等等。所以危化品物流的互联网化， 需要有专业性的平台

来支撑。此外，钢铁物流、煤炭物流、农产品物流、服装物流等

都有可能衍化出专业性的“物流垂直细分平台”。 

尽管可能会出现非常多的物流垂直细分平台，但各平台之间

并不是割裂的， 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因为各个物流垂直细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11 月刊 

6 
 

分平台之间有资源共享的诉求，例如，服装物流平台的运力也可

以去承运家电物流平台的货物;原先堆放钢材的仓库，清仓后也

可以用来存放袋装的水泥，或者还有多余的空间来放置其他建材。

总之，资源的用途是多样性的。因而物流垂直细分平台与物流资

源要素平台并不是割裂的，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看待事

物的角度不同而已。 

三、殊途同归，协同于网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物流平台，也不管物流平台如何发展，始

终是“互联网+物流”中的“网”的一部分。不管物流要素归属

于哪个物流平台，都是“网”中的一个节点。物流要素和物流平

台，通过普遍的透明连接，最终形成可以广泛支撑物流业务协同

的行业网络。 

从企业的物流业务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需要物流平台;从

物流资源的汇聚、统筹及分享的角度来看，需要物流平台;从物

流垂直细分领域的专业性来看，也需要物流平台。同一个物流要

素也可以同时分布在不同类型的物流平台上，例如，一辆冷藏车，

既可以分布在企业的物流业务运营平台上，同时也可以分布在冷

链物流平台上，同时还可以分布在云运力平台上。 

物流平台是将物流要素广泛透明连接起来的一种形态，是为

了实现物流业的透明，是为了提高物流运行效率。 

所以，物流平台发展的最终趋势，会因为协同的需要而彼此

建立广泛的透明连接，最终形成“互联网+物流”的“网”。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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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企业层面的还是行业层面的物流平台，都必须是开放的，

否则就无法融入“互联网+物流”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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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递靠什么赢取下一个十年？ 

 

中国快递业何以十年间规模增长了近 25倍，一夜之间成为

中国经济的“黑马”，信息经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传统

经济条件下，交易以地理空间范围为局限，跨空间大规模碎片化

交易体量有限，互联网与新零售的发展迅速打破了原有格局，商

业模式去空间化，为快递业的发展提供了最终需求，然而奇点效

应使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指数型发展，也为物流快递体系提出了巨

大挑战，换而言之，信息经济在倒逼快递服务能力的升级，这是

一场信息化拉动工业化，物流快递业彻底融入数据化、智能化的

历程。 

一、新零售倒逼中国快递基础服务能力规模扩张 

物流快递业具备网络性、均质性的特征，理想状态是稳定发

展、流速均衡，各环节资源衔接规律。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信息

经济发展规律并非如此，近 5年线上零售同比增速接近 58%，快

递业务量增速也超过 55%，尤其是双 11，快递业务量接近平时单

日处理量的十倍，为快递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中国快递企业每逢双 11前夕一定会加大设备，网点、人力、

运力的投入量，已经是行业内默认的规则，一方面这是为了应对

双 11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来年发展提前布局。快递业决策

层认为，从以往的经验看，当年双 11 的增量（基础设施与运力）

一般就是来年的常量，因此企业的投入的资源并没有浪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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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这也是为什么行业如此动作的原因。从这个层面上来

看，电子商务确实是在倒逼企业赋能能力升级。 

2005年，中国只有 8.6亿快件，10 多万员工，如今快件日

均处理量已经超过 8000万件，而在 2012年，双 11单日产生的

8000万个快件，快递公司花了 5天时间才全部“消化”完毕，

到了 2015 年双 11，仅阿里巴巴平台产生的包裹就近 4.7 亿个，

是 3年前的近 6倍，全部在一周内消化完毕。 

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压力让快递企业持续增加投入规模，提

升运营能力，2005 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不过 10多万人，2015

年统计，这一数字已经高达 203万，其中超过 110万是一线快递

员。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增长更快，快递网点、

代收点极速增长，2015年底比 2012年增长了 10多倍，中西部

地区增长尤为迅速（基数低），中转基础设施比 2013年增长了

230%以上。 

二、信息经济发展与中国快递业技术升级 

物流是一个多环节相互协调的运营系统，一旦某一个环节效

率低，则整体效率降低。在信息化方面，中国快递与跨国巨头曾

经存在过巨大差距。 

早在 80年代，联邦快递就开发出自己的条形扫码系统

FEDEXSUPERTRACKER 和基于 PC的自动化运输系统。1994年，联

邦快递就开始通过 FEDEX.COM交互式网站，让客户可以查询到包

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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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递业普遍直到 2005-2008年前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信

息系统，例如圆通 2009年与 IBM合作开发的金刚系统，但赶超

速度惊人，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国内快递公司用很短

的时间完成了 IT化进程，很快进入数据化与云计算融合阶段。 

2015年韵达与菜鸟物流云的合作，成为第一家上云的快递企业，

快递企业系统软硬件成本主要包括购买和搭建软硬件设备、网络

设备、测试运营相应的配套设施的费用及后期升级维护费用，相

比企业自建基础设施，通过物流云灵活使用的成本更低。其次，

云计算的 SaaS模式可使系统的业务功能随着业务流程、市场需

求的改变而改变，更加灵活高效。 

在智能手持终端方面，中国快递起步晚，2004年开始引进

HHT，但企业很快进入自主研发阶段，产品更新换代的不断进行，

5代-6代手持终端不但具备物流信息采集功能，还包括了 POS机、

发票打印等功能。近年来与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衔接，实现了信

息提示服务等多种衍生功能。很多快递公司甚至自行开发 APP，

使智能手机具备传统 HHT的基础功能。 

在分拣作业方面，国内快递企业开始大规模引入全自动分拣

设备，顺丰已在北京、深圳等多地运用全自动分拣设备，最大处

理能力为每小时 2-4万件，圆通、申通等企业也分别在杭州、金

华等地上马全自动分拣项目。全自动分拣的成本较高，通常情况

下，人力的确足以满足普通作业流程，但全自动分拣设备的最大

值上限，对于峰值处理能力的提升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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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圆通、中通等快递公司日均处理件量均已超过

1000万件，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相比跨国快递大佬 UPS、

FEDEX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国内很快将会诞生出日处理量

1500-2000万件的巨型快递企业，包括直营和加盟型。 

三、中国快递的智能化后发优势 

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中国还出现了互联网企业反过来推动

快递业展的情况，如菜鸟网络，其主要功能之一是为快递行业提

供数据共享平台和一系列数据基础设施产品，例如电子面单，统

一了物流快递业数据的标准，也大幅提高了快递行业的运营效率。 

中国快递业加盟模式曾经饱受诟病，以往学界与业界公认的中国

物流快递大而不强，是基于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间协作成本足够

高，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的经济理论前提的。简而言之，此前一

家大企业，拥有统一的系统和全部网点，那么各部门之间协作效

率一定高，跨国巨无霸企业发展无不遵循这样的规律，这也是后

工业化时期的现实。然而，这样的前提正在为数据公共平台所打

破，平台经济条件下，企业间协作成本迅速降低，无数中小企业，

只要对接数据公共平台，接受资源配置调度，其整体效率未必比

一家巨型直营企业低。 

自 2013年至今，快递爆仓现象逐年减少，时效逐年提升，

如 2015年双 11时效同比减少了 14个小时，是发生在眼前的事

实。平台经济与互联网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快递业的理论

基础与实际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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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企业与物流快递企业天生是利益共同体，互联网

企业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天生的基因，

使得中国物流快递业的后发优势尤为明显。基于 SLAM技术，以

环境感知、重建、定位为基础，对不同实体进行感知与轨迹预判

的功能已经实现，菜鸟 ET试验室已经开发出一款能够自行送货

的机器人菜鸟小 G，它室外依赖“千寻”定位支撑，室内以激光、

视觉技术定位，可以通过蓝牙与电梯交互，进行独立配送。与时

代的英国 STARSHIP 配送机器人几乎同样先进，功能甚至比

SHARSHIP更全面，如室内室外通用、可爬楼等。 

在客服领域，一般经验认为每 500 个快件就需要一个客服，

但目前很多快递公司已经在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客服系统。在快

递业，客户的需求一般较为简单，大部分是“我的快件到哪了”、

“什么时候可以送货“等等，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胜任，只是客户

情感倾诉之类的人性化需求，人工智能还达不到。 

从大数据、云计算到人工智能，这些都是中国牢牢把握住第

二次信息革命机会所产生的价值。实体商业基础设施落后、世界

工厂货源地、物流劳动力成本低曾经让中国电子商务及其支撑服

务业迅速崛起，快递是其中一个领域。同时，第二次信息革命所

带来的后发优势，也让中国快递业得以实现快速赶超，前者是倒

逼的动力，后者是时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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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 

[邮政管理]三季度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高 40.4%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 2016 年第三季度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China Express DevelopmentIndex，简称 CEDI）达到 665.6，

同比提高 40.4%。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快递发展指数是基于中国快递发展的基本特征、规律，对一定

时期中国快递发展程度进行的量化评价，从第三季度中国快递发

展指数来看，我国快递发展成效显著。今年年初以来，受宏观经

济趋好和经济新动能加快培育的影响，快递市场需求依旧强劲，

我国快递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业务量继续保持了 50%以上

的高位增长，服务质量稳中向好，服务范围继续向广大中西部地

区、农村地区加速延伸，对消费和工农业生产的支撑作用日益凸

现，在加快流通、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就业、普惠民生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稳定运行中的亮点。。 

(来源: 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18_911991.html) 

 

[邮政管理]河南局举办政府网站建设综合管理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政府网站建设管理工作的部署

要求，切实发挥好政府网站支撑服务保障作用，11月 22 日，根

据国家局第三季度网站检查结果的通报及整改要求，河南省邮政

管理局组织举办了全省邮政管理系统网站建设综合管理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国邮政快递报社相关同志授课指导，各

市局负责网站建设管理的工作人员共 26 人参加培训。培训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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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三部分进行：一是解读网站普查指标。培训中详细讲解了 5

个一级单项指标，重点强调了网站管理中包括网站可用性、信息

更新情况、互动回应情况等 15 项二级指标。二是分析问题。培

训班通过引用实例、图片等方式，重点分析了动态类、政策类栏

目更新和意见征集类栏目互动回应等问题，并就下一步网站整改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三是常见问题答疑解惑。各市局分别就网站

管理存在的常见问题等进行提问，并得到了现场解答。培训班还

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 

(来源: 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25_915752.html) 

 

[邮政管理] 福建推“安易递”快递平台 

随着快递行业的迅猛发展，危险品邮寄的安全隐患不断产生

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暴露了快递行业的监管漏洞和收容验

视制度的缺失。国家邮政局发布国标规定在全国推行快递寄件实

名制，计划在 2016 年全面实行快件收寄实名登记制度。为贯彻

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邮件、快递实名寄递工作要求，推动实名收

寄工作落实到位，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研发了首个走向全国的快

递实名制“安易递”平台，并经由国家邮政管理局在福建、广东、

宁夏等省上线，后续还将在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全面推广。 据悉，

“安易递”平台是采用基于图像 OCR/NFC/动态秘钥二维码自动

识别技术，以智能手持终端+云平台为一体的开放式软件应用，

主要为快递从业人员提供实名认证和实名收寄功能、为邮政管理

人员提供企业及网点备案管理，并接入 GPS车辆定位、快递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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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视频监控、快递箱数据，是全国首个为快递业全产业链提供

闭环实名制解决方案的平台，可以提升快递人员工作效率，同时

实现了用户隐私与公共安全共赢。 

(来源: http://ichainnel.com/zh-cn/news/924592_vcx3kg.html) 

 

[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积极回

应实践要求，站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就互联网发展尤其是网

络强国战略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重要讲话。这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

进网络强国战略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国际互联网治理提供了重要

遵循。 

深刻认识互联网——“互联网是 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很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起到很

强带动作用”。 

创新发展互联网——“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

‘牛鼻子’”“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要争这口气，努力尽快在核

心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深度运用互联网——“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

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

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依法管理互联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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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

行”。 

合作共享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这个家

园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3/c_1119902533_2.htm） 
 

[大数据]国家大数据中心如何运行 

全国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概念的首次提出，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和热议。国家大数据中心因何而建？它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就此专访了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进

行讲解的清华大学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主任、微电子学研究所所

长魏少军教授。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大数据中心？ 

魏少军：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是为了推进技

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

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国家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将采

取统筹规划、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方式。 

国家大数据中心能解决什么问题？ 

魏少军：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拟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四个方面：一是大数据的立法。让数据采集、管理、应用有法可

依。二是大数据标准规范。解决数据的部门化、利益化，克服“信

息孤岛”和“数据烟囱”等问题，让各部门的数据愿意开放、能

够开放、敢于开放。三是数据的分类管理。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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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效利用、保障安全。四是促进数据的应用。为政府治理、

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服务。 

国家大数据中心将如何运行？ 

魏少军：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将对数据进行分类管

理并进行处理。数据涉及的范围包括面向公众的数据、面向机构

的数据、面向政府的数据、面向行业的数据，以及涉及国家安全

方面的数据等。在大数据应用方面，国家大数据中心主要开展的

工作有：面向政府管理的应用，例如城市管理、交通、旅游等；

面向意识形态的应用，如进行舆情分析等；以及面向社会安全领

域的应用，如进行相关犯罪预测等。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1631.html） 

 

[其他行业]第二届中国“互联网+政务”50 强发布 

2016 年 11 月 24 日，2016 中国智慧政府发展年会在北京召

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部委、省、市、区县电子政务主管领

导、行业专家、企业代表、主流媒体 600余人参会。会议评选在

聚焦平台的创新性同时，更着眼于贴近用户的具体服务，对支付、

信用、体验等方面的创新给予了重要关注。活动领域涵盖了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和市场监管三大领域，重点发掘了在面向个人办

事和法人服务方面的优秀案例，同时遴选了政府大数据、政务云

等社会治理与市场监管创新案例。评选活动自 2016 年 6 月 1 日

启动以来，持续 5个月，通过平台自荐和专家推荐两种方式共收

到 200余份申报材料，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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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初审、专家评审优选出“互联网+政务”优秀实践案例 50名，

包括：国务院 APP、科技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农业部-全

国农业办事查询服务平台、国家旅游局官方微博、中国气象网数

据共享与开发应用平台、北京市残联-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

平台、首都之窗微信平台、上海市网上政务大厅、徐汇区企业服

务平台、上海市普陀区公共服务平台、绿色新泾微信平台、泰达

政务服务平台、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绍兴市上虞

区企业信用信息云服务平台、中国宁波 APP、镇海 E乡 APP平台、

象山县行政事项微信预审批平台、北仑审批服务微大厅、拱墅区

网络问政平台等系统。 

（来源：http://news.xhby.net/system/2016/11/28/030139489.shtml） 

 

[地方应用]甘肃省将建设工业云平台 

甘肃省将进一步夯实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基础，提升发

展新能级。其中，加快制造业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建设。此外，依

托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以云制造为核心，建设甘肃工业云平

台。最后，依托兰州市，实施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拓展工

程，进行系统创新升级，大力推广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 

甘肃省将全面推进 4G 和全光网普及，加快建设甘肃省新型

互联网交换中心。各通信运营企业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的主力军作用，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企业工业数

据平台建设，加快制造业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建设，在工业企业里

构建先进、完善的工业网络基础设施。争取在 1—2 户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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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展 IPv6、SDN、5G等新技术融合的应用。建成制造业大数据

云服务平台。争取覆盖全省 60%的重点制造业企业，数据存量达

到 E 级(100 万个 T)以上。基本构建智能制造发展体系，重点产

业核心技术装备能力显著提升，智能制造模式在全省制造业领域

示范推广，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形成促进智能

制造的工业网络、大数据和信息安全基础体系。加快工控系统网

络安全防御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全面提升工控系统网络安全保障

能力，进一步加大信息安全产业扶持力度，提高基础软硬件产品、

专用安全产品、应急通信装备的自主可控水平。。 

(来源: 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2316.html) 

 

[地方应用]宁夏：全区首家大数据管理服务局正式获批 

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家——银川市大数据管理服务局正式获

批。标志着大数据时代银川实现反梯度发展，进一步对接新经济

产业将引领新的飞跃。它的成立，对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

大数据资源、挖掘大数据价值、创新大数据应用，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和经济跨越发展等将发挥重要作用。智慧银川作为整个城市

的信息框架，必须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才能实现集约化管理和

数据共享。目前，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着数据采集、应用与安全

滞后，多个平台运行，缺乏专门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等问题。同

时，涉及到数据的权属划分、安全等级界定、共享范围方式、共

享周期、数据需求审批、考核等领域，需要专门性的机构和专业

人才参与。为此，银川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智慧银川建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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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对运用改革创

新的理念，推进智慧银川建设以及大数据统筹发展提出了迫切要

求。银川市编办紧扣中心工作，组织骨干力量专题讨论研究，多

次召开会议分析论证，同时对相关部门承担的智慧城市建设、“一

图一网一云”建设、大数据信息采集、信息化建设、电子政务管

理等具体职责进行了清晰界定。结合改革实际，研究提出该市大

数据管理服务局的设置方案，拟定有关报告，并多次向自治区编

办沟通汇报，积极争取。近日，该自治区编委已正式批复。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2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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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 

[标准化]“三统一”北京打开快递电三轮畅行之门 

11 月 22日，北京市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违法交通行为集

中治理行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禁摩限电”并没有成为关键

词，而是针对快递电动三轮车提出形象、标识、编码“三统一”，

通过规范驾驶行为，将其纳入合法监管。 

政府、企业、驾驶人三方责任明确。作为快递量收均位列全

国前四的城市，快递电三轮在服务首都市民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2015年，北京市 4万余辆电三轮承担了超过 10 亿件快

件的投递重任。北京市邮政管理局高度重视快递电三轮规范管理

工作，多次召开专题研究会，认为“快递末端通行是‘最后一公

里’的关键，是行业服务升级的瓶颈”，明晰了工作基调，积极

推动相关工作方案出台。今年 9月 19 日，按照“交管部门主导，

邮政部门配合，快递协会实施，企业加强自律”的工作思路，北

京市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交通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本市邮政寄递行业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解决北京快递电三轮

通行问题进入执行阶段。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25_915855.html） 

 

[标准化]邮政业标委会审查通过四项邮政行业标准 

11 月 17 至 18 日，全国邮政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成都召

开会议，审查通过了《快递营业场所基础数据元》《快递车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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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元》《快件寄递状态分类与代码》和《快递用集装容器 第

1 部分：集装笼》等四项邮政行业标准送审稿。国家邮政局副局

长邢小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起草组关于标准送审稿编制情况

的说明，并就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议。会议认为，

标准的制定，有利于统一和规范快件寄递状态、快递营业场所和

快递车辆基础信息的名称与格式，对于推动相关基础数据的共享

交换和综合利用，进一步提升快递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23_914752.html） 

 

[自动化]韵达速递自动化流水线发力双十一  

与去年“双十一”同期相比，韵达速递在签收率方面提升

13%，这意味着有 1000万客户将提前一天收到快件，服务能力进

一步提高，服务时效再一次提升。在此过程中，韵达速递分单系

统和电子面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得益于韵达速递科技的领

先，依靠科技的力量提升全网络运营效率。同时，韵达速递通过

上线全矩阵式自动化流水线，提升快件运行效率，采取错峰发货

机制，并通过快递旺季奖励机制注重末端网点的平衡，为快件的

畅通高效运行提供了支撑。 

（来源：http://www.tlnews.com.cn/xwpd/tlxw/content/2016-11/18/content_6084213.htm） 

 

[自动化]武汉邮政：“双 11”自动化设备上阵提速 

据了解，去年 10 月投产的这个现代化处理中心有大小两套

自动分拣机、11台抽屉式胶带机、18台伸缩胶带机、72台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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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设备。邮件传送到分拣机循环转动的托盘上，通过 OBR红外

扫描邮件详情单上的条码，名址信息与分拣路向相匹配，托盘上

的邮件可自动滑入相应格口进行封发。平时，华中陆路邮件处理

中心日处理量在 20 万件左右。为应对“双 11”邮件处理高峰，

华中陆路邮件处理中心除机器分拣场地之外，还设立了大件、异

形件包裹的人工分拣场地，投入 300 人，24 小时作业，可实现

日处理邮件 45万件左右。 

与华中陆路邮件处理中心同在东西湖区的武汉邮区中心局

“双 11”期间包件日均处理量将达到 80 万件，同比增长 146%。

在武汉中心局北楼作业区，一台双层自动分拣机高大挺拔，这台

分拣机配置有 12 个接收口、40 个直连格口、70 个非直连格口，

有邮件托盘 1236 个、人工供件台 20 个、自动供件台 4 个、OBR

扫描装置 6个，邮件日处理能力达 30 万件。 

（来源：http://www.spb.gov.cn/xydt/201611/t20161117_910570.html） 

 

[绿色邮政]国家邮政局加快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程 

11 月 22－24日，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王梅来到青岛，先后在

青岛中德生态园和 4家印刷包装企业，就快递绿色包装等工作进

行实地调研。为了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建设

绿色邮政的发展战略，制订了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实施方

案。在 10月 20日举行的“2016中国快递最后一公里峰会”上，

国家邮政局和青岛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在青岛中德生态园建设快

递业绿色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示范基地的框架协议。23 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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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专程来到青岛中德生态园，和园区管委会主任赵士玉就如何推

动协议内容的落地实施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快递包装标准的修制

订，快递绿色包装实验室的建设以及产品研发、检测，开展企业

试点，人才培养，政策扶持，以及建立联席机制、加强公益宣传

等方面形成了共识。王梅强调，快递包装要实现绿色化、减量化、

可循环的目标，就要从包装材料生产源头抓起，只有原材料绿色

了，快递包装生产、使用才能实现绿色化。快递包装要实现可循

环使用，就要在产品设计上不断创新，满足循环使用的要求，同

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培育广大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王梅

指出，国家邮政局和青岛市政府协议的签署，是推动快递包装绿

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的重要开始，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充分利

用中德生态园的理念、科研、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快建立政、

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七项工作实施落地。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25_916230.html） 

 

[绿色邮政]菜鸟网络推快递包装新技术 

日前，菜鸟网络的算法专家，通过大数据和大规模优化技术，

推出了一套“智能打包算法技术”，相比粗放的人工包装，至少

可节省 5%以上的包装耗材。这套算法通俗来讲，就是可以利用

算法优化，帮助仓库用更小的箱子装下所有的货品。在订单生成

的那一瞬间，系统会自动计算出这个订单需要多大的箱子，几个

箱子来装，找到最省材料的包装方法。   目前，该技术正在菜

鸟的一个仓库内测试运行，从运行的实际结果来看，“智能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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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技术”的成本、效率上都要大大优于人工判断包装。 

首先从成本上，由于每个箱子装得更满，空间利用更合理，

且系统计算非常快速，每个订单的配送成本可节省 0.12 元，耗

材费用可节省 0.16 元。以一个日均 10万单的仓库来说，一年至

少节省 1000 万。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环境的保护，胡浩源表示，

利用优化和人工智能算法，仓库较过去减少 5%以上的包装材料。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 2015年天猫双十一当天产生的约 4.67亿包

裹数来算，如果用上这个技术，一天能节省 2300 万个箱子，可

以少砍伐 8 万颗树木；再以 2015 年全国中国产生快递 200 多亿

件测算，这个技术一年可以节省约 10 亿个包装箱，保护 324 万

棵树木。 

（来源：http://ichainnel.com/zh-cn/news/925233_v1x9zx.html） 

 

[智能仓储]百世快递“黑科技”助力公司发展 

今年双十一，百世云仓库内拣货环节首次使用了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的智能化仓储机器人，颠覆了传统仓库“人找货、人

找货架”的模式，实现了“货找人、货架找人”。机器人接收到

订单后，通过百世智能系统选取的优质路线把货品从货架所在仓

储区搬运至员工配货区，在有效降低人工劳力强度的同时也大幅

缩短了配货时间。 

目前，投入应用的智能化仓储机器人能在负重 1000KG 货物

的情况下实现每秒 1.5米的行走，同时，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大数

据分析系统和超强的学习力对任何仓库模式进行极高的适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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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适合的智能仓储模式目标。 

在快递分拣方面，百世自主研发的自动分拣系统也代替了人

工分拣，高速运转的传送带可以将包裹自动运送到代表不同区域

的袋子里。自动分拣系统将包裹分拣准确率从全人工分拣的 80%

提高到了 99.9%以上，分拣效能也提升了 4倍。 

（来源：http://www.ebrun.com/20160607/178724.shtml） 

 

[智能快件箱]智能快递柜使用率“冰火两重天” 

“双 11”硝烟渐远，邮件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一些智能快

递柜的使用率，有的很高，一个柜每天均有邮件寄存；有的很低，

经常没人使用，空置率超过七成，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早在去年，我市推进了智慧邮政建设，在居民小区、学校等配置

了快递寄存柜，目的方便大众。部分高校：闲不下来的快递柜，

近日，记者在智顺通快件服务中心肇庆学院服务站见到，工作人

员正忙碌着分拣、扫描和录入快件，录完信息后，就将快件存放

在智能快递柜里。“太忙了！快件量很大，工作根本停不下来。”

该服务站负责人潘健忠表示，他们设置有 2000个收件柜子，“双

11”后，每天总共收放有 8000 多个快件，每个柜子每天周转 3

次至 5 次。同样存放快件，有的柜子天天“饱肚子”，有的柜子

经常“挨饿”。对此，记者采访了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肇

庆小区投放快递柜的负责人周家豪。他告诉记者，目前，在肇庆

有 40 多个居民小区投放了该公司的快递柜，由于肇庆对于快递

柜的需求还未成熟，所以运行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像发达的一线

http://www.ebrun.com/20160607/1787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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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接受度很好，认为方便快捷，毕竟这也是未来的一个

趋势。 

（来源：http://www.xjrb.com/2016/1124/321772.shtml） 

 

[无人机]顺丰内测无人机送货 

目前，顺丰正在对“无人机”进行内测，通过其运载包裹，

主要用于偏远地区的配送。顺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无人机”

由顺丰自主研发，采用八旋翼，下设载物区，飞行高度约 100米。

该“无人机”内置导航系统，只要工作人员预先设置好目的地和

路线，“无人机”便可自动到达目的地，并且误差不超过 2米。

不过，对于载重量等细节信息，顺丰方面表示不便透露。虽然细

节信息不便公开，但是，根据顺丰提供的信息，将之与市场上销

售的“无人机”进行比对发现，上述“无人机”预计自主飞行半

径约为 10公里，飞行相对高度 1000 米，在四级风以下可以正常

起降，最大载重量约 3公斤。 

（来源：http://www.huahuo.com/UAV/201611/21100.html） 

 

[无人机]双十一 西安现无人机送货 

近日，西安市长安区西樊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快递员，京东

首次使用无人机给当地的村民送快递，引发围观，据悉这也是京

东在西北地区的首飞。今天试飞的这款无人机，载重量为 15 公

斤，会根据预先设定的线路自行送货，3公里左右的路程，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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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能到达，卸货完毕会自行折返。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农村地区一直是快递行业的一个弱势地区，有些偏远的地区，人

工送货的话要耽误很多时间，延误送货时间。选用无人机送快递

可以规避农村道路曲折的问题，快速的到达送货地点。但是目前

无人机送快递还不是特别成熟，主要配送一些中小件。据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他们的无人机已经在北京、宿迁、成都、西安四地

获得飞行许可，将进一步进行实验，完善无人机送货流程。 

（来源：http://www.cnjiayu.net/real/h_stfskq.html） 

 

[RFID]RFID 手持终端针对快递物流该如何选择？ 

RFID 手持终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对一维和二维条码

进行扫描，还可以采集图像，激光扫描器适合进行长距离的解码，

或读取品质粗糙的一维条码。激光扫描器具有低成本、高性能的

特点，适合对快递物流行业中的一维条码以及二维码的解码仓库

管理：由于工作人员是在叉车上进行作业，因而仓库区中存在运

动敏感性和扫描距离长等问题，激光扫描器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理想选择，使用 RFID 手持终端，实现要从问世到终止的整个生

命周期内对包裹以及商品进行跟踪，可跟踪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用户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应当选择不同的便携式数据采集器。

如果用户在比较大型的、立体式仓库应用便携式数据采集器，由

于有些物品的存放位置较高，离操作人员较远，我们就应当选择

实现扫描距离较远，且首读率较高的采集器。而对于中小型仓库

的使用者，在此方面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可以选择一些功能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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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操作的采集器。对于用户选购便携式 RFID 手持终端来说，

选择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贴合自己行业的需求，即购买适用于本身

需要的，而不要盲目购买价格贵、功能很强的智能终端。 

（来源：http://www.cu56.com/web/newinfo.aspx?id=18088） 

 

[机器人]海康威视发布“智能分拣机器人” 

针对快递物流用户高效、高速的包裹分拣需求，最新推出的

海康威视智能分拣机器人，身材小智慧大，不仅能智能识别包裹

面单信息，同时借助工业相机与电子秤等外围设备，快速完成扫

码和称重，控制机器人的智能分拣系统，充当着多台机器人调度

的大脑，根据包裹目的地规划出机器人的优化运行路径。除了机

器人本身的高度灵敏和智能，海康威视智能分拣系统的核心在于

其强大的技术支撑：自主研发的多重系统算法，结合海康威视工

业相机快速读码技术和机器人智能调度系统，使得机器人作为小

件快递的载体，能够自主进行称重、读码、分拣、信息记录交互;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入库管理技术、智能拣货、随机储存、智能分

仓、调拨等，轻松实现包裹在仓内的运转效率升级，不仅减少人

力，提高分拣效率和自动化程度，还降低出错率，更有效避免出

现“暴力分拣”造成包裹破损 

（来源：http://mh.vogel.com.cn/2016/1118/news_512008.html） 

 

[铁路运邮]中欧班列运邮取得重要突破 

近日，搭乘渝新欧班列的 26 袋邮包共计 139 件邮件，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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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德国杜伊斯堡，并经卡车转驳至法兰克福邮件处理中心后完

成末端配送，标志着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堡中欧班列运邮圆满

完成测试，利用中欧班列运输国际邮件常态化运作的基础已经夯

实，中欧班列运邮取得重要突破。此次测试历经 15 天，途径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 5个国家，开创了中

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全程运输国际邮件的先河。测试是去年 3月

由万国邮政联盟与中、德两国邮政部门共同发起的，筹备工作历

时一年半，涉及 5 大国际组织和 6 个国家的海关、铁路、邮政、

质检等相关方，沟通协作流程复杂。由于国际铁路运邮机制在国

际国内尚属空白，测试需各国携手创新监管模式和作业组织。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04_901736.html） 

 

[铁路运邮]高铁动车“兼职”送快件 

近日，一组高铁运送快递包裹的图片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物流需求特别是快件运输需求，铁路部门推

出了高铁快运、电商特快班列等快捷货运系列产品。“双十一”

期间，仅北京始发的高铁列车就有 200余趟进行快件运输，全国

每天有 170列次的高铁动车“兼职”运送快件。顺丰速运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顺丰速运和铁路部门的合作比较早，在 170条线

路中，149 条线路的列车上有顺丰的包裹，货物发送量将达到

2400吨。高铁快运加入快递运输大军，让 1500公里以内的快件

干线运输有了新的选择。 

在“双十一”期间“兼职”的不仅有高铁，还有饿了么的送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11 月刊 

31 
 

餐“骑士”。圆通速递与饿了么物流配送达成合作，饿了么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 15 个城市安排配送员参与快递配送，配送单

量可达 100万单/天。 

（来源：http://www.968996.com/news/hangye/2016-11-15/103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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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跟踪 

[前沿技术]无人机送快递尚需克服传感技术等的挑战 

目前，国外电商快递包裹仍处于轻重量级范围，比如德国邮

政寄递的包裹三分之一低于 2公斤，亚马逊配送的包裹 86%都低

于 2.27 公斤，所以无人机载重量目前已可满足投递要求。在无

人机导航技术上，非大型无人机因受自身负载、电池容量和成本

的限制，只能搭载基于低成本 MEMS 惯性传感器和 GPS 定位系统

的小型低功耗组合导航平台，但它们分别有误差积累增大和易受

干扰的缺点。另外，无人机飞控中的电子罗盘，受干扰现象也尤

为严重。例如，当无人机在接近桥梁、高压线路或者金属建筑物

的时候，金属或者电线的磁场就会对磁罗盘产生一定的干扰，所

以，在飞行时，应尽量远离这些金属建筑，这也是无人机快递存

在的巨大挑战。除易自然环境干扰外，人为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也可能会成为未来无人机快递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专家提醒，随

着现代无人机功能日趋多元化，反无人机手段也更加丰富了。以

定向能武器为代表的，更加有针对性的反无人机利器正在加紧研

制中。无人机因体积有限，各种高灵敏度的光电传感器紧凑集中，

这导致其容损性较差。若以激光武器攻击，不需要很大能量就能

让无人机失效 

（来源：http://www.50cnnet.com/show-185-127968-1.html） 

 

[技术应用]亚马逊推出“手机 X 光”功能 

在疯狂购物收到堆积如山的包裹后，除了开心得到优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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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的就是拿错包裹，亚马逊推出新服务 Package X Ray 来帮

助买家确认包裹内容物。透过最新 iOS 版本的 App，让消费者

不必拆开包裹，透过手机镜头就能确认包裹内容物。Package X 

Ray 的使用方式相当简单，打开 App 后点选搜索栏旁边的相机 

icon，利用手机镜头扫描包裹上的条码，扫描后会在屏幕上显示

包裹的内容物、购买细项、数量、订单等资讯，如果在一笔订单

中有多项商品，也能够一次查看所有商品项目，虽如不是真正让

消费者的手机变成一台 X 光机那样酷炫，但在包裹量众多的圣

诞购物期间，应该会对消费者确认包裹内容物相当管用。 

（来源：http://it.sohu.com/20161126/n4742086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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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辽宁省加大外贸新业态支持力度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近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实施意见》

（简称《意见》）正式出台，全力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意见》

指出，要落实中国（大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积极争取沈阳、营口、葫芦岛市列入下一批国家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建设服务全省的“跨境电子商务通关公共服

务平台”。大力培育全省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重点支持 10个

省级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重点培育 10个省级跨境电子商务示

范园区。推动省级公共海外仓建设，探索 B2B2C扩大出口的新模

式。对风险控制体系较为完善并有核心竞争力的自营电商企业及

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平台电商企业，在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10_905505.html） 

 

福建省《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规范》宣贯培训会举行 

11 月 22 日，福建省《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简称《规范》）宣贯培训会在福州举行。该标准是全国首个关

于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方面的地方标准。省商务厅、省质监局、

省邮政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出席了标准宣贯培训并作了重要发言。

各设区市邮政管理部门代表、省内 15家重点品牌快递企业代表、

标准起草单位代表等共计 60 人参加了宣贯培训。宣贯培训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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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介绍了《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规范》标准出台的背景和编制过

程，并对标准的框架、主要内容和特点一一进行了详细解读。本

次标准的宣贯，是规范智能快件箱运营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的重要举措，对解决末端投递现实问题和提升快递服务水平起了

重要作用。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23_914176.html） 

 

四川省政府组织开展推动电商与快递物流融合发展调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促

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融合发展，近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组织

商务厅、省政府金融办、省政府口岸物流办、人行成都分行、省

邮政管理局、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等省相关部门和单位深入乐山

市夹江县和阿坝州理县，开展实地调研活动。调研主要采取听取

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全面摸底县、镇、村三级电子商务与快

递物流融合发展现状，探索好的经验，发现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总结查找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18_911492.html） 

 

国家邮政局确定第一批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邮战略和行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加快建

设专业人才队伍，国家邮政局组织开展了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

基地申报工作，各地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申报。近日，国家邮政

局下发《关于确定第一批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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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通知》），确定北京邮电大学、西安邮电大学、石家庄邮

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山东工程技师学院共 6所院校为第一批全国邮政行业人

才培养基地。《通知》指出，遴选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是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

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是造就一支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现代邮政专业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通

知》强调，希望第一批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做好邮政、快

递专业学科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积极开展邮政、快递领域的学术研究、科研攻关、政策解读、宣

讲培训等工作。《通知》要求，国家邮政局有关部门和全国邮政

行业人才培养基地所在省（市）邮政管理局要加强工作指导，积

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快推进现代邮政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步

伐。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17_910604.html） 

 

马军胜为重庆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研究院揭牌 

11 月 2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与国家邮政局共建重庆邮电大

学现代邮政学院和邮政研究院签约及揭牌仪式在重庆市举行。国

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刚共同为重庆邮

电大学两院揭牌并讲话。 

  继北京邮电大学、西安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之后，邮政

行业合作办学牵手工程再结硕果。至此，国内四所邮电大学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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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邮政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学院，邮政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撑体

系基本形成。 

  马军胜在讲话中指出，共建重庆邮电大学两院是国家邮政局

深入实施行业人才素质提升、人才培养提速与合作办学牵手“三

大工程”的重要举措，希望重邮勇于进取、勇挑重担、勇攀高峰，

加快邮政学科建设，加快构建邮政行业人才培养支撑体系，积极

推动建立健全现代邮政专业学科体系，大力创新行业人才培养模

式，为我国邮政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11/t20161126_91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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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中国发布首份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 

11 月 21 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与封面

智库联合发布国内首份基于百万问卷调研的《中国个人信息安全

和隐私保护报告》。该报告揭示了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面临

的严峻形势,提出了“基础法律规范、行业通用标准、企业最佳

实践”的治理构架。 

报告显示,超七成参与调研者认为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严

重;26%的人每天收到 2至 3条甚至更多的垃圾短信;20%的人每天

收到 2 至 3 个甚至更多的骚扰电话;多达 81%的参与调研者经历

过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或单位等个人信息的陌生来电;53%的人

因网页搜索、浏览后泄露个人信息,被某类广告持续骚扰;租房、

购房、购车等信息泄露后被营销骚扰或诈骗的高达 36%等。 

问卷调查显示,在日常生活中,证件复印件、快递单和手机是

泄露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高达 55%的人将证件复印给相关机构

时,从不注明用途;47%的调研参与者经常将写有个人信息的快递

单直接扔掉而不加处理;超过 27%的人在停用、注销手机号以后,

甚至不去银行、支付宝、网站等变更绑定的手机号。 

（来源：http://news.163.com/16/1123/09/C6I0DIJ400014SEH.html） 

 

第十一届政府/行业信息化安全年会在京召开 

11 月 4 日至 5 日，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等单位指导，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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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杂志主办的“第十一届政府/行业信息化安全年会”在北

京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是“新形势下的大数据安全”。会上，多位相

关部委代表、行业代表和专家就大数据信息安全建设、大数据流

量分析、网络边界数据安全等热点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建华结合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大

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做了“新形势下密码研究的思考”的主题发

言。他表示，密码研究要紧紧围绕国家信息安全需求，面向实际

应用，而当前我们的密码理论研究和密码实际应用的结合有待进

一步加强。 

（来源：http://news.163.com/16/1107/13/C59841P0000187V5.html） 

 

第五届全国信息安全等保技术大会成功召开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网络安全系列重要

话精神,深入推动新技术新应用下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

贯彻实施,加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

讨和应用实践,2016 年 10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技术大会在云南昆明成功召开。本届大会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主办，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工

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保密局、中国科学

院办公厅为本届大会指导单位。本届大会重点围绕新技术新应用

环境下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安全、国

内外网络安全政策与策略、网络安全态势监测与预警处置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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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研讨交流。会上，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深刻阐述了互联网的创

新发展带来的网络空间安全新挑战、新特点，比较分析了美国网

络安全战略部署，提出了应对发展网络空间安全的若干思考。公

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总工程师郭启全分析了当前网络安全的严

峻形势，并提出了新时期健全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新思

路和调动各方力量提高我国网络安全防御能力的对策措施。国家

信息中心周民副主任、银监会银行业信息科技监管部李丹副主任、

中国海油信息化部尤钊瑛总经理分别介绍了电子政务外网等级

保护工作技术成果、银行业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经验、能源行业关

键信息技术设施防护等方面的情况。 

（来源：http://news.idcquan.com/event/99953.shtml） 

 

中央网信办：正制定个人信息收集规范标准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赵泽良１１日表示，新通过

的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者进行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处理、使

用和转让等各环节都作出明确规定，突出强调了信息收集者的责

任，中央网信办正制定个人信息收集规范标准，将更好地保护个

人信息。 

１１月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受到广泛关注，中央网信办

１１日对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

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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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这被网友称为“网络实名制”。。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6-11/14/c_135827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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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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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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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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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邮政局数据中心、地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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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