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提交《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 2019 年度 

工作总结报告》的通知 
 

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 

根据《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认定及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稿）

的要求，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应于每年三月底前向学会提交上一年度

《工作总结报告》，既是考核产学研基地的基本依据，也是各产学研基地

应承担的义务。请各产学研基地认真总结，按期提交。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内容要求 

（一）总体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根据物流业高

质量发展的需要，紧扣产学研结合的主题，重点突出，特色鲜明，语言平

实，创新性强，经验具有一定推广价值，在同行业某一专业领域能够发挥

较大影响和示范带动作用。 

（二）反映重点。包括但不限于：共建创新创业平台；共建实验室/工

程中心/实习基地；技术咨询/联合攻关/成果转化；战略规划/课题研究；

人才开发/合作育人；组织实习/实训；教师进企业/挂职锻炼；企业家进

课堂/兼职任教；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希望一个基地能够突出一个方面

的重点，用鲜活的数据和生动的实例反映出具有说服力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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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框架。 

1.背景材料。简要介绍基地概况、项目背景、推进历程等。 

2.做法与效果。应为报告核心内容，篇幅约占全篇 3/4。详细描述合

作内容包括具体做法、在合作中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办法、获得的社会及

经济效益、各方面认可程度等。 

3.经验与体会。总结基地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经验体会，体现示范特色

和推广应用价值。 

二、《工作总结报告》的使用 

“2020 年物流领域产学研结合工作会”将于 4-5 月份召开（会议通

知另发）。总结交流分享产学研结合经验，评选表彰优秀产学研基地是本

次会议的重点内容。在往年工作的基础上，将扩大《工作总结报告》的传

播使用范围，力争发挥更大作用。 

（一）将作为“2019 年度中国物流学会优秀产学研基地”的评选依据； 

（二）择优入选《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结合优秀案例集》，并且装订

成册，作为书面材料发给参会代表； 

（三）选出特别优秀的典型材料，邀请其单位代表做大会交流发言或

参与主题沙龙。 

三、版式、字数及格式要求 

（一）文稿以 word 版提交，总字数在 3000-5000 字为宜； 

（二）文内标题需要采用层级：一、（一）、1、（1）； 

（三）正文使用小四宋体，1.5 倍行距，段前空两格； 

（四）图、表按文章顺序排序，并配有标题说明文字。 

四、材料提交 

请于 3 月 20 日前发至 CSL56@vip.163.com 邮箱，并与学会工作部何

庆宝（15510125659 微信同号）联系确认。 

mailto:CSL56@vip.163.com


2020 年度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课题申报立项

工作与产学研合作项目需求征集工作正在进行中。欢迎产学研基地积极参

与，详见中国物流学会网站首页。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学会工作部 

联系人：何庆宝（15510125659）、吕  杨（13811116258） 

        黄  萍（13301381866） 

电  话：010-83775682、81、80 

传  真：010-83775688 

邮  箱：CSL56@vip.163.com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南路 139号亿达丽泽中心3层 

邮  编：100073 

 

附件： 

第六届 “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名单（第一、二、三、四批共

192 个） 

                           

2020 年 1 月 15 日 

  



附件： 

 

第六届 “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名单 

(第一、二、三、四批共 192 个) 
 

 
一、第一批（120 个）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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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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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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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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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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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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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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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天津大学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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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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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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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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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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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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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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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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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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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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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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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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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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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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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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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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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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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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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北京物资学院对外合作办公室 

基地特色：高等院校 

单位负责人：王旭东 

基地主持人：邬 跃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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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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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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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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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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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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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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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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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 敏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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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华东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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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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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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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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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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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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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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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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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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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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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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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德艾 

基地主持人：陈建华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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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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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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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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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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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武汉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人才培养与创新 

单位负责人：熊文杰 

基地主持人：张轶鹏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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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军事物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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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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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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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沈阳中深集团、沈阳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殷向阳、黄英 

基地主持人：殷向阳、孙超、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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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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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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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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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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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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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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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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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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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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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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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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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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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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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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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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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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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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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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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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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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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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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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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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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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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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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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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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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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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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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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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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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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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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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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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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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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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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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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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涛 

基地主持人：姜  涛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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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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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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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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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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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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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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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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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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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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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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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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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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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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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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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博瑞诚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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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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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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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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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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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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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趋势中科（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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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北京普田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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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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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批（20 个） 
单位名称：安徽合肥商贸物流开发区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韩东亚 

基地主持人：韩东亚 
  

单位名称：胶州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 

基地特色：多式联运 

单位负责人：殷杰 

基地主持人：张钰 
  

单位名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运输学院 

基地特色：航空物流 

单位负责人：何法江 

基地主持人：何法江 
  

单位名称：南京中车浦镇工业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工业物流解决方案 

单位负责人：陶春松 

基地主持人：卢艳华 
  

单位名称：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勇 

基地主持人：王秀荣 



单位名称：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南昌如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校企合作、物流管理学徒制教育、订单班教学 

单位负责人：游永春 

基地主持人：游永春 
  

单位名称：山东传宝物流园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农村物流标准化体系 

单位负责人：陈晓 

基地主持人：陈晓 
  

单位名称：四川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进军 

基地主持人：李进军 
  

单位名称：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企业培训 

单位负责人：张俊平 

基地主持人：王龙 
  

单位名称：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协同育人 

单位负责人：郑伟光 

基地主持人：邓汝春 
  

单位名称：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信息技术、物流金融 

单位负责人：刘国华 

基地主持人：周南 
  

单位名称：云南宝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大宗商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沈康 

基地主持人：沈康 
  

单位名称：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 

单位负责人：谢世康 

基地主持人：黄斌 

 



单位名称：新陆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廊坊市） 

基地特色：依托铁路口岸打造现代流通生态体系 

单位负责人：张树兴 

基地主持人：刘二宅 
  

单位名称：湖北战友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农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杨建桥 

基地主持人：周建亚 
  

单位名称：广西师范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与智能系统 

单位负责人：李文敬 

基地主持人：李文敬 
  

单位名称：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跨境电商物流 

单位负责人：徐平 

基地主持人：韩爱娟 
  

单位名称：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基于互联网+制造业” 智能物流 

单位负责人：袁毅桦 

基地主持人：陈平 
  

单位名称：北京天成恒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基于高速公路的智慧物流服务平台 

单位负责人：杨立 

基地主持人：邓伟 
  

单位名称：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_ 

基地特色：物流金融、现代物流园区 

单位负责人：尹国杰 

基地主持人：尹国杰 
  

三、第三批（18 个） 
单位名称：上海际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信息化、智慧物流园区、物流公共服务平台 

单位负责人：马锦冬 

基地主持人：张剑锋 



单位名称：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镇璐 

基地主持人：镇璐 

 

单位名称：诺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OTO智慧第三方物流 

单位负责人：赵国荣 

基地主持人：赵惠丹 

 

单位名称：运河宿迁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基地特色：公铁水多式联运 

单位负责人：曹建南 

基地主持人：欧向军 

 

单位名称：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专业 

单位负责人：胡新根 

基地主持人：邹非、李海峰 

 

单位名称：漳州漳龙物流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园区 

单位负责人：陈群 

基地主持人：陈群 

 

单位名称：厦门海投供应链运营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林尚勇 

基地主持人：谢志峰 

 

单位名称：河南科技大学 

基地特色：物流运输大数据处理技术 

单位负责人：孔留安 

基地主持人：王辉 

 

单位名称：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医药物流信息化智能化创新与实践 

单位负责人：张青松 

基地主持人：张青松 



单位名称：武汉现代物流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咨询 

单位负责人：刘春雷 

基地主持人：王军丽 

 

单位名称：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金融、现代物流园区 

单位负责人：尹国杰 

基地主持人：尹国杰 

 

单位名称：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校企合作、虚拟仿真教学、智慧物流人才 

单位负责人：王建宇 

基地主持人：王建宇 

 

单位名称：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区域物流、企业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龙图 

基地主持人：王建林 

 

单位名称：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航空物流 

单位负责人：张一纯 

基地主持人：张一纯 

 

单位名称：重庆市发展信息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基地特色：物流信息化 

单位负责人：李志 

基地主持人：周愉峰 

 

单位名称：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丛连钢 

基地主持人：岳一姬 

 

单位名称：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余真翰 

基地主持人：祝红军 



单位名称：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与区域物流规划 

单位负责人：徐湘匀 

基地主持人：李琼 

 

四、第四批（34 个） 
单位名称：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吴宗保 
基地主持人：王晓阔 
 
单位名称：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家电全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郭社军 
基地主持人：杨炜红 
 
单位名称：内蒙古红山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史振宇 
基地主持人：李布和 
 
单位名称：内蒙古鑫港源顺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中国西北钢贸物流全产业链 
单位负责人：武江洪 
基地主持人：武江洪 
 
单位名称：东北大学、辽阳第地嘉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 
单位负责人：马钦海 
基地主持人：戢守峰 
 
单位名称：长春一汽富晟大众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售后备件物流包装 
单位负责人：陈  勇 
基地主持人：刘志永 
 
单位名称：上海狄飞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智能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张  曦 
基地主持人：龙少良 

 



单位名称：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姚  凯 

基地主持人：栾学锋 

 

单位名称：江苏志宏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公共服务 

单位负责人：马海龙 

基地主持人：马海龙 

 

单位名称：江苏通湖物流园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公路货运枢纽 

单位负责人：周  斌 

基地主持人：朱亚洲 

 

单位名称：中集凯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东南大学 

基地特色：数字化多式联运 

单位负责人：王柏林 

基地主持人：张  永 

 

单位名称：江苏科技大学中船工业现代物流研究中心 

基地特色：船舶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苏  翔 

基地主持人：王  利 

 

单位名称：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财经分院 

基地特色：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 

单位负责人：曹华祝 

基地主持人：张  威 

 

单位名称：宁波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开发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多式联运物流枢纽 

单位负责人：张  瑜 

基地主持人：水科磊 

 

单位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学院 

基地特色：跨境物流 

单位负责人：凌  镜 

基地主持人：朱  静、施学良 



单位名称：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陈  忠 

基地主持人：刘  丹 

 

单位名称：南昌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周金堂 

基地主持人：梅艺华 

 

单位名称：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流通仿真实验 

单位负责人：张项民 

基地主持人：许  军 

 

单位名称：黄石传化诚通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全国网络化第四方物流平台 

单位负责人：王  凯 

基地主持人：张  锐 

 

单位名称：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陈方晔 

基地主持人：石小平 

 

单位名称：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提升物流供应链水平研究 

单位负责人：裴雄伟 

基地主持人：肖和山 

 

单位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专业 

单位负责人：李  孛 

基地主持人：朱  强 

 

单位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基地特色：基于北斗+智慧物流产业发展应用研究与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何艾兵 

基地主持人：况  漠 



单位名称：广东白云学院珠三角区域物流研究中心 

基地特色：区域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术峰 

基地主持人：王术峰 

 

单位名称：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电梯物流及电商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安华 

基地主持人：蔡松林 

 

单位名称：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物流管理专业建设基地 

单位负责人：马龙海 

基地主持人：温伟胜 

 

单位名称：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服务业及顺商发展研究 

单位负责人：高  钧 

基地主持人：刘刚桥 

 

单位名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基地特色：港口物流与自贸区物流 

单位负责人：陈  锐 

基地主持人：杨跃辉 

 

单位名称：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徐  刚 

基地主持人：代  应 

 

单位名称：四川威斯腾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多式联运 

单位负责人：李  杰 

基地主持人：倪少权 

 

单位名称：成都工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严余松 

基地主持人：宋心宇 



单位名称：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世伦 

基地主持人：郑小燕 

 

单位名称：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面向东南亚现代供应链产教融合 

单位负责人：杨  军 

基地主持人：李严锋 

 

单位名称：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铁路运输 

单位负责人：赵国智 

基地主持人：赵国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