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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园区字〔2020〕63 号 

 

 

关于组织申报第三批示范物流园区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改革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第三批物流园

区示范工作的通知》（发改办经贸〔2020〕526 号）（以下简称《通

知》）的要求，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各地提交的第三批示

范物流园区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请开展示范工作的物流园区需符合《通知》规定的相关建

设要求和运营条件，并满足《关于开展物流园区示范工作的通

知》（发改经贸〔2015〕1115 号）的各项申报条件（详见附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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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每省可推荐不超过 3 家符合条件的物流园区参与申报。 

二、申报程序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发展改革委（以下简称各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按照《通知》要求，指导推荐有意愿、有基础参与的物流园

区认真编制申报材料，并进行审核。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

物流园区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严格把关，并通过自然资源部“一

网申报”系统报送物流园区界址点坐标。省级发展改革委负责

将推荐的物流园区名单、申报材料和审核意见寄送我会。 

三、申报材料要求 

1.省级发展改革委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联合推荐文件，主送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抄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物流园区管理运营机构按照“《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编

制要点”（详见附件 2）编制《物流园区名称+示范物流园区申报

书》，加盖公章后报送省级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

盖章。附件可登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物流园区栏目下

载（网址：http://yqzwh.chinawuliu.com.cn/）。 

3.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请于 2020年 8月 20日前，将推荐文件

和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纸质版（一式两份）邮寄至北京市丰台区

菜户营南路 139 号院 1 号楼亿达丽泽中心 3 层 315 室黄萍收，并

将 Word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CFLPYQ@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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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中物联物流园区专业委员会 

黄  萍 13301381866，010-83775680  

 

附件：1.示范物流园区申报条件 

2.《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编制要点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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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示范物流园区申报条件 

申报条件 

具体要求 

货运枢纽型 商贸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 口岸服务型 综合服务型 

基本要求 满足《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划》相关条件和选址要求 

运营要求 开业运营满 1 年或以上，具有独立运营的物流园区管理机构 

园区收入 
全部入驻企业物流业务年收入 20 亿元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 2 亿元的物

流企业不少于 3 家 

实际占地面积 ≥0.5km² 

物流运营面积 

占比 
≥60% 

园区物流强度 

（万吨/km²·年） 

空港型≥60 

200 300 ∕ 500 海港型≥1200 

陆港型≥600 

年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 ∕ ∕ 60 万 TEU ∕ 

仓储面积 ≥20 万平方米（其中，库房面积≥10 万平方米） 

信息服务 
具有园区门户网站、信息管理和服务平台等，可以提供车辆进出管理、运

营和统计等服务，平台网页级别（PR 值）≥1.0 

配套服务 
可以提供停车、住宿、餐饮、加油（加气、充电）、修理、物业、安保等

配套服务，以及工商、税务、金融、保险等政务和商务服务 

注： 

1、物流运营面积占比=物流运营面积/实际占地面积，其中，物流运营面积包括码头、铁

路装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

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2、仓储面积，指园区拥有的库房及堆场等仓储设施面积之和。 

3、园区物流强度=园区年度货物吞吐量/园区实际占地面积。 

4、如个别指标达不到申报条件，但园区经营模式比较创新、其他指标特别突出的，经省

级发展改革部门认可后也可申报 

（转自发改经贸〔2015〕1115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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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编制要点 

为便于各地编制《示范物流园区申报书》，同时有利于评审

环节公正规范有序进行，特提出以下编制要点，供参考。 

一、园区简介。包括：运营管理单位基本情况，物流园区发

展历程，物流需求来源、服务对象、功能定位、经营模式及成效，

供应链集成、智能化改造、平台支撑作用，参与全国物流园区互

联互通，取得的社会贡献及荣誉等。在规划、用地、节能、环保

等方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二、规划建设情况。包括：规划方案、投资规模、建设进度、

与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情况等。附园

区在城市的区位图、规划布局图、交通规划图及功能区块布局图，

并用实景图片展现园区各功能区块设施建设情况。 

三、服务能力情况。包括：仓储、运输、配送、装卸、搬运

等基础服务，流通加工、信息、金融、供应链管理等增值服务以

及政务、商务和物业等配套服务情况，具备应急物资大规模集散

中转分拨能力。并用典型案例、数据和图片体现物流一体化、网

络化、专业化、国际化、智能化服务能力。 

四、运营管理情况。主要阐述园区 2017-2019 年运营管理情

况，包括：园区单位面积物流强度、人均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经营情况；入驻企业数量、类型、质量和经营

情况，并列出园区重点企业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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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贡献情况。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

面的贡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就业、税收、安全、绿色环保，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情况，获得的客户评价、社会荣誉等。 

六、园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支持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中

发挥的作用。包括：组织应急物资资源；协调应急物资运输、仓

储、分拨、配送；承担民生物资物流保障任务；为入驻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支持；园区上半年经营主要数据及同比恢复情况等。 

七、未来发展规划。包括：“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愿景、

思路和重点。 

八、示范特色及推广应用价值。 

九、附表：示范物流园区申报表 

 

 

 

 

 

 

 

  

 



 

注：带“*”的统计指标解释见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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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示范物流园区申报表 

物流园区名称  

园区所在地址  

运营管理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职务  电话  邮箱  

联系人姓名、职务  电话  邮箱  

园区列入政府专项规划名称及文号  

园区运营管理主体类型（单选√） 
政府管委会                企 业 自 主                

委托第三方                其他(请说明)                

园区投资开发类别 
政府规划、企业主导         政府规划、地产商主导           

企业自主开发              其他（请说明）                  

园区类型 

（根据园区服务功能定位单选√） 

商贸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          货运服务型         

口岸服务型         综合服务型         

园区网址  

园区微信公众号  

运输主导方式（单选√） 公路            铁路            海运            内河            航空            

园区开工年月  园区开业年月  

园区实际投资总额（亿元）*  园区规划占地面积（万平米）  

园区运营管理单位 

信息化及物流设备投入额（亿元）* 
 园区实际占地面积（万平米）*  

园区入驻企业 

信息化及物流设备投入额（亿元）* 
 物流运营占地面积（万平米）*  

建筑面积（万平米）*  建筑占地面积（万平米）*  

已建成集装箱堆场面积（万平米）  已建成大宗散货堆场面积（万平米）  



 

注：带“*”的统计指标解释见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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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               参数类型 建筑面积（万平米） 建筑容积（万立方米） 

已建成库房   

其中：自动化库房   

    保税库房   

        冷藏冷冻库房   

临近商品集散地(商品批发市场、 

电商产业园等)名称及距离* 

商品集散地名称：                   距离：                     公里 

商品集散地名称：                   距离：                     公里 

商品集散地名称：                   距离：                     公里 

临近制造业集聚区（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园区等） 

名称及距离* 

制造业集聚区名称：                   距离：                     公里 

制造业集聚区名称：                   距离：                     公里 

制造业集聚区名称：                   距离：                     公里 

临近公路（国道和省道）名称及 

出入口距离* 

公路名称：                   最近出入口距离：              公里 

公路名称：                   最近出入口距离：              公里 

公路名称：                   最近出入口距离：              公里 

公路名称：                   最近出入口距离：              公里 

公路名称：                   最近出入口距离：              公里 

临近铁路货场名称及距离* 

铁路货场名称：                   距离：                    公里 

铁路货场名称：                   距离：                    公里 

园区内铁路装卸线条数及 

其作业线总长度（米） 
装卸线条数：                条 作业线总长度：                      米 

临近港口名称及距离* 港口名称：                   距离：                    公里 

园区内泊位数量及 

总靠泊能力（万吨） 
泊位个数：           个 总靠泊能力：                   万吨 

临近机场名称及距离* 机场名称：                   距离：                    公里 



 

注：带“*”的统计指标解释见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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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设备              参数类型 数量（单位：辆、艘、架） 总额定载重吨数（吨） 

园区公路货运车辆*   

园区铁路日均装卸货运车辆   

园区日均靠泊货运船舶   

园区服务机场日均停靠货机   

装卸搬运设备数量（台/套）  装卸搬运设备新度系数*  

装卸设备总起重能力（吨）  装卸设备单机最大起重能力（吨）  

设备总分拣能力(单、件/天）  在用物流机器人数量（个）  

自动化处理效率 

（吨、立方米、TEU、件/日）* 
 流通加工量(吨、立方米、件）  

日常在用标准托盘数（片）  园区货运卡车停车位（个）  

园区太阳能使用面积（m2）  新能源货运车辆（辆）  

园区充电桩数量（个）  园区加气站数量（个）  

园区（含入驻单位） 

年度耗电量（度） 
 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度）*  

绿色建筑占地面积（万平米）*  

园区流转主要商品类别：（多选√） 

农副土特产品        食 品        药  品        水产品         日用品         纺织品        

家居建材        电子电器        农业生产资料        钢 材        有色金属        煤 炭        

机  械         车 辆        工业零部件        化工品        危化品              邮件快递件          

其他（请说明）                                                                        

园区可提供的主要业务功能：（多选√） 

仓储          运输           配送           转运           贸易            信息            

流通加工               其他(请说明)                                                             



 

注：带“*”的统计指标解释见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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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可提供的金融物流服务：（多选√） 

仓单质押          提单质押          保兑仓           代理采购          垫付货款            

代收货款          保  理          其他(请说明)                           

园区可提供的增值服务：（多选√） 

货运代理            市场交易           贸易代理           口岸          保税            

商品展示          保价运输          保险代理          设施设备租赁               

中介与担保          咨询与方案设计          综合物流与供应链解决方案                    

其他 ( 请说明 )                                                                             

园区可提供的基础配套服务：（多选√） 

停车           住宿         餐饮         物业         修理         购物         娱乐         

安保            加油（加气、充电）         办公服务         其他(请说明)                       

园区可提供的政务和商务服务：（多选√） 

市场监管          税 务          金 融          保 险          海关          国检          

财 务           财 政         其他(请说明)                                                    

园区公共信息平台可提供服务功能（多选√） 

信息发布             数据交换          运力交易            货物跟踪          融资服务          

信用管理          支付结算          物流保险          担保业务          报关报检          

ISP 服务          物业管理          企业建站服务           应用系统托管服务              

增值信息服务               政府行业管理               货运人社区               其他(请说明)               

公共信息平台注册账号量（个）  信息平台日均访问量（次/天）  

每日平均进出园区货运卡车数（辆）  高峰日进出园区货运卡车数（辆）  

园区平均通关时间（小时）*  园区审结报关单数量（单）*  

客户满意度（%）*  是否建立安全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事故数量（件）  连续安全生产天数（天）  

园区国际业务辐射范围：         （个）国家（地区） 园区国内业务辐射范围：              （ 个 ） 省 份 



 

注：带“*”的统计指标解释见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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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园区货物吞吐量（万吨）*    

其中：大宗散货吞吐量（万吨）*    

成件包装货物 

（含整车、零担）吞吐量（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万 TEU）    

集装箱货重合计（万吨）*    

快递包裹收发量（万件）    

快递包裹收发量重量合计 

（万吨）* 
   

2.园区发送量（万吨）*    

其中：公路发送量（万吨）    

铁路发送量（万吨）    

水运发送量（万吨）    

航空发送量（万吨）    

3.园区中欧班列发送量（列）    

4.园区中欧班列回程量（列）    

5.园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亿元）*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亿元）*    

6.园区运营管理单位营业总收入 

（万元）* 
   

其中：物业服务收入（万元）    

物流业务收入（万元）*    

商品贸易收入（万元）    



 

注：带“*”的统计指标解释见表后。 

— 12 — 

延伸服务收入（万元）*    

其他收入（万元）    

7.入驻企业营业总收入（万元）*    

其中：物流业务收入（万元）*    

商品贸易收入（万元）    

加工制造收入（万元）    

其他收入（万元）    

8.园区新增投资额（万元）    

9.园区运营管理单位 

管理服务人员数量（人）*    

10.园区入驻企业就业总人数（人）*    

其中：物流从业人员数（人）    

11.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上缴税收总额 

（万元）    

12.入驻企业上缴税收总额（万元）    

13.园区入驻企业总数（家）    

其中：年营业收入超过 2 亿元的 

物流企业数（家）    

世界 500 强企业数（家）    

A 级物流企业数（家）*    

其中：5A 级物流企业数（家）*      

4A 级物流企业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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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物流企业在本园区的经营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仓储面积 

（万平方米） 

2019 年物流业务 

收入（万元） 

2019 年货物 

吞吐量（万吨） 

1      

2      

3      

4      

5  

 

 

 

 

 

 

 

 

 

    

指标解释： 

1.园区实际投资总额：截至 2019 年底本园区已用于建造和购置资产的总投入额。 

2.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信息化及物流设备投入额：在本物流园区范围内，园区运营管理单位至 2019

年年底，用于园区信息化软件、信息化设备、物流设备等其他设备的总投入额。信息化设备包括服

务器、工作站（包括终端设备）、传输介质（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无线传输媒介等）、网络

连接硬件（如路由器、交换机、ADSL 调制解调器等）等。物流设备包括运输设备、装卸搬运设备、

保管设备、计量设备、养护检验设备、通风照明设备、消防安全设备、劳动防护设备以及其他用途

设备和工具等。 

3.园区入驻企业信息化及物流设备投入额：在本物流园区范围内，园区入驻企业至 2019 年年底，

用于信息化软件、信息化设备、物流设备等其他设备的总投入额。信息化设备包括服务器、工作站

（包括终端设备）、传输介质（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无线传输媒介等）、网络连接硬件（如

路由器、交换机、ADSL 调制解调器等）等。物流设备包括运输设备、装卸搬运设备、保管设备、

计量设备、养护检验设备、通风照明设备、消防安全设备、劳动防护设备以及其他用途设备和工具

等。 

4.园区实际占地面积：截至 2019 年底经政府审批，已开发并投入运营的土地面积。 

5.物流运营占地面积：指已投入使用的物流设施总占地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道路、

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

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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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面积：园区所有已投入运营使用的建筑物(包括墙体)所形成的楼地面面积。 

7.建筑占地面积：园区内已投入运营使用建筑物垂直投影到水平面上的面积之和。 

8.临近商品集散地、制造业集聚园区、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及距离：指距离园区出入口

5 公里以内的商品集散地、制造业集聚园区、公路（国道和省道）出入口、铁路货运站、港口和

机场。 

9.园区公路货运车辆：截至 2019 年底，本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与入驻企业自有及租用的公路

货运车辆。 

10.装卸搬运设备新度系数：截至 2019 年底，园区内装卸搬运设备固定资产净值占装卸搬运

设备固定资产原值的比例。 

11.自动化处理效率：截至 2019 年底，园区运营管理单位及入驻企业自动化搬运、装卸、分

拣、存储设备日均实际处理能力，可选择最大一项作为评价指标。 

12.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度）：指 2019 年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与入驻企业自行利用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使用总量。 

13.绿色建筑占地面积：判定标准可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和《绿色

仓库要求与评价》（SB/T 11164-2016）等相关标准。 

14.园区平均通关时间：园区内货物从海关接受申报到海关放行的平均时间。 

15.园区审结报关单数量：园区内海关审结放行的报送单数量。 

16.客户满意度：园区入驻企业对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相关服务质量满意程度和物流客户对园

区入驻企业相关服务质量满意程度的均值。 

17.园区货物吞吐量：进出园区的货物量之和，包括大宗散货、成件包装货物（含整车、零

担）、集装箱和快递包裹等，不可重复计算。 

18.集装箱货重合计：进出园区集装箱装载的货物重量之和。 

19.快递包裹收发量重量合计：园区收到和发送的快递包裹重量之和。 

20.大宗散货吞吐量：指钢铁、煤炭、原油、建材、粮食等散装货物吞吐量。 

21.园区货物进口（出口）总额：经海关批准，由运营管理单位或入驻企业基于本园区完成

运作的货物进口（出口）总额。 

22.跨境电商货物进口（出口）总额：园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零售进出口商品

交易总额。 

23.园区运营管理单位营业总收入：指运营管理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劳务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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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取得的营业收入总额，包括物业服务收入、物流业务收入、商品贸易收入和延伸服务收入等。 

24.物流业务收入：指运营管理单位或入驻企业基于本园区，通过物流业务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服务等业务的收入总额。 

25.延伸服务收入：指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的增值服务收入、金融物流服务收入和基础配套服

务收入（不包含物业收入）。其中增值服务收入包括货运代理、市场交易、贸易代理、口岸、保

税、商品展示、保价运输、保险代理、设施设备租赁、中介与担保、咨询与方案设计、综合物流

与供应链解决方案等。金融物流服务收入包括仓单质押、提单质押、保兑仓、代理采购、垫付货

款、代收货款、保理等。基础配套服务收入包括停车、住宿、餐饮、修理、购物、娱乐、安保、

加油（加气，充电）、办公服务等。 

26.入驻企业营业总收入：指园区入驻企业基于本园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劳务技术

服务所取得的营业收入总额。 

27.园区运营管理单位管理服务人员数量：指园区运营管理单位从事管理和提供服务的员工

总数。 

28.园区入驻企业就业总人数：指入驻企业在本园区工作的员工总数。 

29.A 级物流企业：指根据国家标准《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综合评估认证的物流企业，有 1A 到 5A 五个等级，5A 级为最高等级。 

30.表中没有年份要求的指标，按照 2019 年年底数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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