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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物联物联网字〔2020〕24号

关于开展“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
企业试点”推广工作的通知

各省市发改委、商务局、物流口岸办，省、市物流协会，中物联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了积极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 号）的纲领精神，贯彻执

行《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商

建函〔2018〕142号）的工作要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决定

在全国开展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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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决策部

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产业供应链体系，高效整

合各类资源和要素，提高企业、产业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能力，

适应引领消费升级，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在现代供应链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助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二）总体思路

试点为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试点实施期为 2年。试点企业

的主要任务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数字化仓库技术和模式，

构建和优化产业协同平台，提升产业集成和协同水平，带动上下

游企业形成完整高效、节能环保的产业供应链，推动企业降本增

效、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在若干关系国计民生、消费升级

和战略新兴的重点产业，推动形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产融结

合、供需匹配、优质高效、绿色低碳、全球布局的产业供应链体

系，促进发展实体经济，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筑牢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三）试点目标

通过试点，打造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的数字化仓库，构建一批

科技发达、协同效率高的数字化仓库平台，培育一批行业带动能

力强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企业，形成一批数字化仓库体系完整、

国际竞争力强的数字供应链平台产业集群，总结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数字供应链科技产业园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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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点，数字化仓库试点企业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的重

要支撑点，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成为“一带一

路”“科技强国”“数字经济”建设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重要载体。

二、试点企业重点任务

试点企业应围绕试点目标，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强科学技

术与仓库等环节的协同和融合，着力完善数字化仓库体系，促进

产业降本增效、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和创新转型。

（一）提高仓库数字化管理和协同水平

普及数字化仓库思维，完善数字化仓库管理制度，加强仓库

数字化建设融合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加强数字化仓库标准化建设，培养数字化仓

库专业人才，提高与上下游企业仓储信息的协同能力，形成分工

协作的网络体系，积极开展全球仓储系统对接数据的共享合作，

构建全球数字化仓库运营管理平台，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

（二）加强数字化仓库技术和模式创新

积极与高校、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建设数字化仓库研究中

心或实验室，开展数字化供应链技术创新和软硬件研发，推广应

用数字化供应链新技术、新模式，促进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各环

节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进程。

（三）建设和完善各类数字化仓储平台

以平台为重要载体，完善数字化仓储体系，加强与上下游

企业实现系统和数据对接，充分发挥数字化仓储平台的资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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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供需对接和信息服务等功能，构建跨界融合的数字化供应

链生态。

（四）规范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试点企业可加强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租赁公

司、通信公司、科技公司、跨界平台等企业合作，创新供应链金

融业务模式，积极稳妥、依法依规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五）积极倡导数字化仓库全程绿色化

以全过程、全链条、全环节的绿色发展为导向，优先采购和

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环保产品、设备和设施，促进形成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数字化仓库体系建设。

三、组织实施程序

（一）积极组织申报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秘书处设在

中物联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专委会，该秘书处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各

城市物流协会、仓储协会和生产企业、大型流通企业申报工作，

现将《关于成立“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

的通知》（附件 1）、《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表》（附件 2）

（含电子版）以及《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汇总表》（附件 3）

（含电子版）同文对外发布。

各城市物流协会、仓储协会申报试点时，请认真填写《数字

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表》（附件 2）、《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

报汇总表》（附件 3），一式二份报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

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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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仓库企业申报试点时，请认真填写《数字化仓库企业

试点申报表》（附件 2），一式二份报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

推广领导小组秘书处。

申报工作分二批：第一批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0年 6月 20日；

第二批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0年 9月 20日。

申报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数字化仓库管理能力，

完善的数字化仓库管理制度，配备专业的数字化仓库人才力量，

建有业内有影响的数字化仓库平台，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

产和流通的发展具有影响和示范带动作用。

（二）编制试点方案

申报试点的企业应按要求填写《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

表》。申报企业要围绕试点目标和任务，提出加强仓库数字化建

设、协同、整合、完善的目标和举措。

（三）确定试点企业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秘书处在收

到申报资料后，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通过竞

争性择优分三批确定试点企业名单，并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官方网站上公示。

（四）试点实施并及时报送进展情况

各试点企业应指定专人，每月书面上报试点情况：试点工作

取得的重大进展，或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困难，及时

报告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秘书处。

（五）绩效评估和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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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将会同有关

部门对试点企业进行中期和终期评估，对于中期评估表现优秀的

企业，汇同银行、保险、投资公司，共同研究给予相关激励政策；

根据终期评估结果，对试点效果显著、行业引领能力强、绩效评

估为优的企业授予“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示范企业”称号，同

时总结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报上级有关部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要密切配合、

支持，共同做好试点的组织实施、监督、评估和总结推广等工作，

及时帮助协调解决试点企业的困难和问题。

各试点申报企业要加强试点的组织领导工作，成立“企业数

字化仓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上下游、协同单位参与的工

作协调机制，制定试点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统筹协调，确

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要积极指导

试点企业参与数字化仓库建设和评估的标准建设，建立数字化

仓库绩效指数评价体系，为各企业建立数字化仓库、数字化仓

库服务平台提供技术支持，为试点企业提供数字化专业指导和

平台业务培训等服务。

（三）做好宣传和总结推广工作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及时梳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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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试点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在各类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试点中

形成的先进模式和经验要及时推广，扩大试点、示范效果。

五、联系方式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秘书处

联系人：历星冶 李钠钠

电 话：（010）83775676，83775677

邮 箱： zwlwlw@cflp.org.cn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南路 139号 1号楼

附件：1．《关于成立“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

广领导小组”的通知》

2．《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表》

3．《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汇总表》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0年 4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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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

推广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7〕84号）要求，积极贯彻执行《商务部

等八部门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商建函

〔2018〕142号）的精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决定成立“中

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积极开展全国数

字化仓库试点推广工作。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的成立，旨在

支持实体企业、现代服务企业融合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 、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建设服务实体的实时化、

透明化、可追溯的数字化仓库运营管理体系，加快数字供应链的

创新与应用；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中物联全国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推广领导小组的工作，由蔡

进副会长领导，由中物联物联网专委会秘书处负责实施。

2019年 12月 23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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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数字化仓库企业（第二批）试点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企业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性质 员工人数

法人代表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货物类别
□钢铁制品 □有色金属 □橡塑原料 □液体化工 □汽车、汽配

□电子产品 □农产品 □冷链 □散货 □快消品 □装备 □其它

仓库类别

□室外库 面积： 万平方米 □室内库 面积： 万平方米

□筒 库 体积： 万立方米 □罐 库 体积： 万立方米

□其它库 面积： 万平方米

仓库平面图
室内仓库平面图（.JPG格式）

室外仓库堆场平面图（.JPG格式）

企业发展总体

情况，包括企业

的行业地位和

代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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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仓储情况

是否有独立数

字化管理部门
□是（如是，请填写仓储数字化部门员工人数 ） □否

是否有独立数

字化内部审核

人

□是（如是，请填写员工人数 ） □否

人才与技术

数字化仓储专

业人才情况

数字化仓储相

关专利、标准

情况

仓库管理系统

功能内容

入库管理内容：

出库管理内容:

过户管理内容:

移库管理内容:

结算管理内容:

统计管理内容:

客户管理内容:

单证管理内容:

系统管理内容:

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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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作业实景

图

请贵司将以下区域：存货区，卸货区、仓库出入库口、装卸设备，

作业实景，各提供一张 JPG实景图。

三、试点方案

企业开展数字

化仓库试点建

设的总体目标

及措施

申报企业：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将申报表电子版和盖章扫描版一起回传到中物联物联网专委会邮箱: zwlwlw@cfl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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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数字化仓库企业试点申报汇总表

统计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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