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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字„2016‟10 号 

 

 

 

 

 

根据《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认定及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要求，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结合学会换届，每五年（一届）进

行复核确认。 

学会自 2015 年 11 月换届以来，即开始筹划产学研基地复核以

及新基地申报工作。在各有关方面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经各基

地申报、专家评审，学会决定对通过复核及新申报符合规定的 120

家（复核 103 家，新申请 17 家）单位,列为第六届第一批产学研基

地(名单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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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六届第一批“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名单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物流学会                        2016 年 5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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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复核通过的基地（103 家） 

申请单位：大庆油田物资公司 

基地特色：石油产业物流专业特色 

单位负责人：王  政 

基地主持人：高凤龙 

 

申请单位：长春一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仓储配送物流 

单位负责人：于  洪 

基地主持人：于  洪 

 

申请单位：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基地特色：大宗商品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韩铁林 

基地主持人：李勇昭 

 

申请单位：北京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第三方供应链物流产学研基地 

单位负责人：闫  敏 

基地主持人：恽  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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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湖南省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 

基地特色：公路港物流 

单位负责人：杨应龙 

基地主持人：杨应龙 

 

申请单位：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现代物流研究中心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与管理 

单位负责人：康飞宇 

基地主持人：缪立新 

 

申请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物流系统管理 

单位负责人：何明珂 

基地主持人：何明珂 

 

申请单位：天津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系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李敏强 

基地主持人：赵道致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物流情报研究所 

基地特色：港航物流 

单位负责人：黄有方 

基地主持人：郑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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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基地特色：农村物流 

单位负责人：徐仲安 

基地主持人：岳云康 

 

申请单位：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联合培养高素质物流职业人才 

单位负责人：皋玉蒂 

基地主持人：姚大伟 

 

申请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产学研合作 

单位负责人：吴学敏 

基地主持人：谈  慧 

 

申请单位：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实训基地 

基地特色：职业教育 

单位负责人：王自勤 

基地主持人：姚文斌 

 

申请单位：军事经济学院军事物流与采购系 

基地特色：应急物流 

单位负责人：凌大荣 

基地主持人：凌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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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武汉商贸职业学院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农村物流、冷链物流、医药物流 

单位负责人：乐  岩 

基地主持人：胡顺芳 

 

申请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专业品牌优、校企合作深、服务功能强 

单位负责人：梁世翔 

基地主持人：姬中英 

 

申请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庞  燕 

基地主持人：庞  燕 

 

申请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应用型、复合型 

单位负责人：杨  蓉 

基地主持人：沈  凯 

 

申请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国际物流 

单位负责人：杜安国 

基地主持人：缪兴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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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广州大学冷链物流及标准化研究所 

基地特色：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谢如鹤 

基地主持人：谢如鹤 

 

申请单位：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产学研协同育人 

单位负责人：黄  刚 

基地主持人：乐国友 

 

申请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 

基地特色：绿色、协同 

单位负责人：骆东奇 

基地主持人：龚  英 

 

申请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基地特色：南亚东南亚物流 

单位负责人：熊术新 

基地主持人：李严锋 

 

申请单位：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综合物流 

单位负责人：孙  军 

基地主持人：肖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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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工业物流 

单位负责人：陆卫东 

基地主持人：陆卫东 

 

申请单位：北京物资学院现代物流产业研究院 

基地特色：高等院校 

单位负责人：王旭东 

基地主持人：邬  跃 

 

申请单位：远成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综合物流 

单位负责人：黄远成 

基地主持人：邹  海 

 

申请单位：开滦集团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研究与实践、物流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张  文 

基地主持人：张求实 

 

申请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卫虎林 

基地主持人：曹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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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中深集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刘玉强、殷向阳 

基地主持人：商金红、殷向阳 

 

申请单位：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农村物流 

单位负责人：范利仁 

基地主持人：侯彦明 

 

申请单位：苏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农村物流 

单位负责人：胡  克 

基地主持人：胡  克 

 

申请单位：河海大学水运规划与物流工程研究所 

基地特色：以港口物流、水运为特色 

单位负责人：郑金海 

基地主持人：王  伟 

 

申请单位：宁波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院 

基地特色：物流规划、物流政策、物流标准 

单位负责人：汪月娥 

基地主持人：周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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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基地特色：平台物流 

单位负责人：应  敏 

基地主持人：程言清 

 

申请单位：华东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制造业物流、物流重点集群 

单位负责人：甘卫华 

基地主持人：甘卫华 

 

申请单位：山东盖世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机电物流） 

单位负责人：盖忠琳 

基地主持人：盖忠琳 

 

申请单位：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粮食物流、商业物流、物流园建设 

单位负责人：张同光 

基地主持人：杨京智 

 

申请单位：山东交通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物流 

单位负责人：鹿  林 

基地主持人：陈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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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基地特色：电力物流研究实践 

单位负责人：白云庆 

基地主持人：杨  怡 

 

申请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运输物流与生产性实训基地 

单位负责人：支校衡 

基地主持人：邹  敏 

 

申请单位：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胡  龙 

基地主持人：陈伟明 

 

申请单位：山东佳怡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以学带研，以研促产，以产定学 

单位负责人：王  琳 

基地主持人：王  琳 

 

申请单位：广东省现代物流研究院 

基地特色：综合物流 

单位负责人：曾亮兵 

基地主持人：陈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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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易通交通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信息化 

单位负责人：刘  亮 

基地主持人：刘玉凤 

 

申请单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用现代物流理念培养现代物流人才 

单位负责人：倪文栋 

基地主持人：肖智清 

 

申请单位：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东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 

单位负责人：危道军 

基地主持人：杨爱明 

 

申请单位：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顺丰速运集团东北区 

基地特色：速运物流基地 

单位负责人：王  强、吕宏伟 

基地主持人：黄  静、宋  亮 

 

申请单位：四川省宏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化 

单位负责人：庭治宏 

基地主持人：施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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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公路港物流 

单位负责人：程  轮 

基地主持人：杨  军 

 

申请单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李卫东 

基地主持人：李建春 

 

申请单位：武汉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人才培养与创新 

单位负责人：汤  云 

基地主持人：易  兵 

 

申请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曾益坤 

基地主持人：周宁武 

 

申请单位：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后勤信息与军事物流工程系 

基地特色：军民融合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  强 

基地主持人：姜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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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太原钢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互联网+钢铁工艺运输物流的模式探索” 

单位负责人：胡永生 

基地主持人：胡永生 

 

申请单位：江苏省南京大学重点物流研究基地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李敬泉 

基地主持人：李敬泉 

 

申请单位：沈阳中深集团、沈阳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产学研基地 

单位负责人：殷向阳、黄  英 

基地主持人：殷向阳、孙  超 

 

申请单位：唐山百货大楼集团银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张  力 

基地主持人：张  力 

 

申请单位：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基地特色：产教学研一体化 

单位负责人：黄学勇 

基地主持人：张广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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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厦门华厦学院 

基地特色：深化产教融合，加强闽台教育交流 

单位负责人：王小如 

基地主持人：陈民伟 

 

申请单位：上海金融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金融管理特色 

单位负责人：王洪卫 

基地主持人：王晓光 

 

申请单位：西安国际港务区 

基地特色：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核心功能区 

单位负责人：杨明瑞 

基地主持人：李平伟 

 

申请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教学科研基地 

单位负责人：施先亮 

基地主持人：施先亮 

 

申请单位：中物华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及金融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景福 

基地主持人：刘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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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港口物流 

单位负责人：邢录珍 

基地主持人：张志军 

 

申请单位：宁波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单位负责人：吕忠达 

基地主持人：朱占峰 

 

申请单位：南昌工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吕  品 

基地主持人：陈则辉 

 

申请单位：浙江业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面向制造业产业集群体的供应链服务解决方案的 

提供 

单位负责人：曾水平 

基地主持人：胡奇俊 

 

申请单位：金陵科技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顾晓燕 

基地主持人：姜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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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仓储物流 

单位负责人：孙景余 

基地主持人：马三生 

 

申请单位：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基地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郑福辉 

基地主持人：郑福辉 

 

申请单位：浙江新颜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文化建设与信息系统平台 

单位负责人：邓邵涛 

基地主持人：颜  滨 

 

申请单位：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林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罗掌华 

基地主持人：王永富 

 

申请单位：江苏天赋力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园区 

单位负责人：蔡金科 

基地主持人：文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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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中物策（北京）工程技术研究院 

基地特色：物流园区规划设计 

单位负责人：李芏巍 

基地主持人：李芏巍 

 

申请单位：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山西万昌商贸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供应链管理与公路港建设 

单位负责人：许  良、齐俊斌 

基地主持人：许  良 

 

申请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基地特色：多式联运综合物流体系 

单位负责人：张晓东 

基地主持人：朱晓宁 

 

申请单位：迁安市北方钢铁物流产业聚集区 

基地特色：多式联运综合物流体系 

单位负责人：彭清江 

基地主持人：彭清江 

 

申请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张  诚 

基地主持人：张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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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张玉庆 

基地主持人：郑全军 

 

申请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田巨平 

基地主持人：马发生 

 

申请单位：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行业技能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杨俊峰 

基地主持人：李陶然 

 

申请单位：西安外事学院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国际陆港物流 

单位负责人：韩玲冰 

基地主持人：徐德洪 

 

申请单位：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曹根基 

基地主持人：易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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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浙江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园区前期咨询和设计 

单位负责人：胡加林 

基地主持人：胡加林 

 

申请单位：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实训、物流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陈工孟 

基地主持人：房巧红 

 

申请单位：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大数据；区域物流规划；物流网络优化 

单位负责人：何  民 

基地主持人：戢晓峰 

 

申请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国际物流 

单位负责人：钱伟荣 

基地主持人：蔡南珊 

 

申请单位：武汉工商学院 

基地特色：农产品物流与电子商务 

单位负责人：王  勇 

基地主持人：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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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重点物流企业、物流金融 

单位负责人：李建忠 

基地主持人：李建忠 

 

申请单位：聊城盖氏邦晔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园区建设及运营 

单位负责人：盖守岭 

基地主持人：盖守岭 

 

申请单位：厦门市物流协会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王龙雏 

基地主持人：王惠军 

 

申请单位：山东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金融物流 

单位负责人：鲁友水 

基地主持人：张召军 

 

申请单位：湖北中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平台经济 

单位负责人：朱乐群 

基地主持人：伍如良 



— 22 — 

 

申请单位：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中心 

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钢铁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洪玉、王延明、王  锋 

基地主持人：侯海云、金玉然、金启中 

 

申请单位：山东高速标准箱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平台、信息化、标准化 

单位负责人：孙永玉 

基地主持人：孙永玉 

 

申请单位：招商局物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及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刘  亮 

基地主持人：孙德威、马  骏 

 

申请单位：湖北省中物物流采购职业培训中心 

基地特色：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董海鹰 

基地主持人：董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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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技术产学研基地 

单位负责人：刘文清 

基地主持人：张劲珊 

 

申请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基地特色：校企合作、采购 

单位负责人：李国华 

基地主持人：陈  博 

 

申请单位：武昌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医药物流 

单位负责人：马必学 

基地主持人：吴元佑 

 

申请单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基地特色：逆向物流、化工物流 

单位负责人：俞  涛 

基地主持人：郝  皓 

 

申请单位：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人才培养生态圈 

单位负责人：邵清东 

基地主持人：邵清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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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申请的基地（17 家） 

申请单位：青岛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大件物流 

单位负责人：冯贞远 

基地主持人：冯贞远 

 

申请单位：河南国能黄河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综合性物流园区公铁联运 物流公共服务平台 

单位负责人：潘  平 

基地主持人：潘  平 

 

申请单位：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培训与物流系优化 

单位负责人：李海波 

基地主持人：吴鹏华 

 

申请单位：临沂大学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晓东 

基地主持人：李晓东 

 

申请单位：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农村物流、冷链物流、医药物流 

单位负责人：吴振顺 

基地主持人：吴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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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中外运河北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赵宇红 

基地主持人：龙少良 

 

申请单位：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周茂东 

基地主持人：谢卓君 

 

申请单位：鹰潭兴安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的电商平台 

单位负责人：刘  峰 

基地主持人：刘  峰 

 

申请单位：博瑞诚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申请专业特色 以规划为引领，官产学一体化创新研究 

单位负责人：武继尊 

基地主持人：刘二宅 

 

申请单位：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大数据挖掘、物联网技术 

单位负责人：王家远 

基地主持人：邹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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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安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无车承运、多式联运、海外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勋功 

基地主持人：刘勋功 

 

申请单位：山西永旺能源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开发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永旺 

基地主持人：连柄凯 

 

申请单位：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煤炭物流，跨境物流，协同创新 

单位负责人：金  焕 

基地主持人：王新桥、沙蓓蓓 

 

申请单位：苏州智耕物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咨询、培训、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 

单位负责人：王  英 

基地主持人：王  英 

 

申请单位：北京亦新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校企技术合作、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邓  彬 

基地主持人：邓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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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北京福田智科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两业联动，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 

单位负责人：江  健 

基地主持人：刘德臣 

 

申请单位：徽商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张  韶 

基地主持人：王兴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