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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基础、物流技术、物流管理和物流服务等标准化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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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动态】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0 年 12 月 1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告指出，为了规范国家标准管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规章修改工作安排，《国家标准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8 日。

详情请登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网：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2012/t20201215_324374.html查阅。

（来源：本刊编辑）

【物流标准动态】

两项物流推荐性国家标准批准发布

2020 年 12 月 1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 2020 年第 28 号公告，批准发布了《立体仓库货架系统设计规范》等 323

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和 4 项国家标准修改单。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物

流设施设备的选用参数要求》（GB/T 39660-2020）和《电子商务冷链物流配送服务管理规

范》（GB/T 39664-2020）两项物流国家标准同期发布。

《物流设施设备的选用参数要求》（GB/T 39660-2020）国家标准规定了通用物流设施

设备选用参数的总体要求，以及道路、铁路装卸线、堆场、库房、货架、起重机、叉车、运

输车辆与装卸站台等参数要求。标准通过对物流设施设备的选用参数提出要求，可提升物流

设施建设与物流设备选用的科学性，为港口码头、铁路货运场站、物流园区等物流节点的规

划设计及物流企业物流设备选用提供参考，对于推动物流设施、设备之间的协调衔接，提高

物流作业与运作的效率，提升物流资源利用水平，从而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商务冷链物流配送服务管理规范》（GB/T 39664-2020）国家标准的制定，通过

对电子商务冷链物流配送提供方在基本要求、管理要求、作业流程及要求和内审及改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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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出规定，将解决目前冷链物流在设施设备使用、配送过程温度监控以及产品质量追溯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电子商务领域冷链物流配送服务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动电子

商务冷链物流的发展，保障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两项标准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来源：本刊编辑）

《物流术语》国家标准审查会在京召开

2020 年 12 月 3 日，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组织召开了《物流术语》国家标

准审查会。《物流术语》是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和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双归口。

《物流术语》发布于 2001 年，2006 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标准界定了物

流活动中的物流基础术语、物流作业服务术语、物流技术与设施设备术语、物流信息术语、

物流管理术语、国际物流术语及其定义，适用于物流及物流相关领域的术语应用。来自于政

府部门、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业的全国物标委 33 位委员参加了审查会议，

审查组专家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的编制过程和内容介绍后，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条审

查，认为标准结构合理、内容科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标准的起草符合

GB/T 1.1-2020 的相关规定，此次标准的修订将进一步规范物流领域的术语使用，对物流业

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审查组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对该标准的审查。下一步起草组

将尽快完成报批稿报批。

（来源：本刊编辑）

国家标准《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规范》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0 年 12 月 16 日，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医学检验生物样本

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国家标准经起草单位调研、起草、研讨和修改完善后，现已形成征求意

见稿。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规范》该标准规定了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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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要求、人员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管理制度要求、包装管理、作业要求、可追溯管

理、风险控制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管理。

《征求意见反馈表》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6 日前

详情请登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官网：

http://bzb.chinawuliu.com.cn/wlbzzqyj/202012/16/536449.shtml 查阅。

（来源：本刊编辑）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2020年 12月 2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了《2020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0] 53号），其中批准了 20204961-T-469《逆向物流服务评价指标》、

20204962-T-469《智慧物流服务指南》、20204963-T-469《医药物流质量管理审核规范》、

20204964-T-469《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服务规范》4项有关物流的国家标准项目计划。

（来源：本刊编辑）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 年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20 年 12 月 3 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物标委）2020 年年度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司服务业标准处处长柳成洋，全国物

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局长李云卿，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付出席会议。来自国家发改委、

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总局、相关协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的委员，以及全国物标

委六个分标委、四个标准化工作组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李红梅主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司服务业标准处柳成洋处长对全国物标委一年来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表扬了标委会在今年的疫情中，在标准需求调研、标准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中所做的工作，在标准应用推广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在谈到 2021 年物流标准化工作时，

提出标委会要在“十四五”中更好的发挥标准的基础支撑作用，要面对生产端、面对消费端更

多的研究国内大循环下物流的新发展、新趋势，和国际循环下物流安全稳定等，要加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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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对全国物标委的建设与管理方面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做好“十四五”物流标

准化技术支撑，二是要继续严把标准的质量关，三是要高度重视标委会的考核管理，加强

TC 的自我建设，四是要建立复合性的人才专家队伍。

会上，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崔忠付做了“全国物标委 2020 年年度工作报告”，从标准制修订总体情况、标准的宣传与推

广、国际标准化、其他标准化工作、标委会建议与管理、标委会经费管理六个方面全面总结

了全国物标委 2020 年年度所开展的工作，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 2021 年的工

作重点。

委员们审议了全国物标委 2020 年的工作，对 2021 年的工作重点，以及“十四五”物流标

准化工作重点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会上，全国物标委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肖光伟副处长介绍了物流行业标准

管理的总体情况，提出要进一步明确物流标准的工作范围、要制定并完善物流行业标准管理

办法，要进一步加强物流行业标准的管理。

最后，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局长李云卿做总结

讲话。

李云卿局长在讲话中肯定了全国物标委的工作，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两点意见、四点要

求。指出要深入贯彻学习好五中全会会议精神，学习好“十四五”规划建议，更好的落实在物

流标准高质量发展中，要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原则开展标准化工作，把 2021 年的工作

做深做扎实。针对 2021 年的工作提出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进一步系统的梳理物

流标准体系，二是要聚集物流领域的关键环节，要抓难点、抓焦点，解决短板，制定重要标

准，同时要发挥好头部企业的带头作用，发挥好物流部级联席会议的作用，三是要发挥好标

准的协调作用，做好标准间的协调，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四是要在国际标准化方面有所突破。

（来源：本刊编辑）

首次冷链物流强制性国家标准座谈会成功召开

12 月 10 日，首次冷链物流强制性国家标准座谈会在合肥成功召开。会议由来自冷标委

委员、中物联冷链委标准化顾问团委员，蜀海、味千（中国）、西贝供应链、联合利华、蒙

牛乳业、卫岗供应链、得益乳业、正大供应链、福建安井、千味央厨、山东惠发食品等甲方

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中物联冷链委秘书长秦玉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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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秦玉鸣秘书长将此项标准的制定背景以及发布后的基本情况向与会人员进行介

绍；然后，与会人员依次进行发言。大家对于此项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均持积极态度，认为对

于冷链行业未来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但是，对于标准后期的落地操作、实施细则以及监管等

问题，均提出各自的一些理解，建议后期出台相关监管和实施细则，更好的指导企业操作和

进步。

后续，中物联冷链委会继续针对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宣贯，更好的发挥标准的作用，

通过标准化方式促进企业发展和行业进步。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

《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国标培训圆满结束

12 月 19-20 日，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医药物流标准化工作组、中物联医药物

流分会组织的《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国标培训在南京圆满举行。

来自国药、科园信海贸易、江苏省医药、新疆诺聆维信、生生、金域、钥途、盈顺等

40 余家企业 63 名质量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课程。本次培训邀请到了《药品冷链物流运

作规范》国家标准修订的主执笔人、金华英特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质量负责人朱新

颜，中物联医药物流分会医药物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示范企业评审专家、高

级工程师、执业药师张劲梅作为讲师为大家分享课程内容，本次培训得到了江苏省医药的大

力支持。

19 日，朱新颜讲师针对疫苗管理法中有关物流方面的内容为大家进行了讲解，也从质

量管理体系文件、冷藏药品的收货、验收、贮存、养护、发货、运输、温度监测和控制、设

施设备、人员配备等方面对《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国标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

20 日，张劲梅讲师对医药物流承运商审计与验证管理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享。承

运商审计方面张老师详细讲述了审计的要求、规范管理、以及审计计划和报告等内容；在验

证管理方面，张老师从验证的概念讲起，着重讲述了验证的关键点和应用。

课上大家积极与讲师互动，纷纷就课程内容与讲师沟通、交流，学习氛围浓厚，希望大

家能够通过两天的学习受益匪浅。同时，主办方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礼物，以此奖励积极学

习的学员。

最后张劲梅讲师还为学员们颁发了此次培训证书。

（来源：中物联医药物流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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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动态】

《道路运输 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

方法》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2020 年 12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标委开展了 GB 2975 和

GB 13057《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强度》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两项《征求意见

稿》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9 日前。

GB 29753《道路运输 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该标准规定了

冷藏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和试验方法。该标准适用于采用已定型汽车整车或二类、

三类底盘上改装的道路运输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的冷藏汽车和冷藏半挂车。本次修订扩大了

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未装备机械制冷机组机组的非机械制冷冷藏车和机械制冷及加热冷

藏车的相关要求。

详情请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0/art_8f1f729037ef4576a6597f155986f22b.html查阅。

（来源：本刊编辑）

【相关新闻】

交通运输部深化轻型货车“放管服”改革
2020 年 12 月 7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总质量 4500 千克及以下普通货

运车辆“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安全有序发展。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依法规范对使用轻型货车从事冷藏保鲜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企

业的准入管理，强化对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督促运输企业切实加强车辆技术

管理和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置违法超限超

载。严格落实零担货物受理环节抽检抽查、托运人实名制、托运物品登记和信息留存等相关

制度，防止在货物中夹带禁止运输的物品。使用轻型货车从事零担货物运输的物流运营单位，

应当依法执行零担货物运输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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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要加快推动城市建成区新增物流配送轻型车辆使用新能源汽车，并结合

当地实际，对于符合标准的新能源配送车辆给予通行便利。要引导轻型货车配送企业加快发

展共同配送、集中配送、统一配送等先进运输组织模式，鼓励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利

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整合物流资源，推动降低末端配送成本。此外，督促网络平台道

路货物运输企业加强对使用轻型货车从事运营的实际承运人管理，充分利用信用评价、激励

奖惩等方式，督促其规范运输行为；鼓励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

化手段，加强对城乡物流配送市场的监测分析，指导城乡物流配送经营者科学决策，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

（来源：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推进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整治

2020 年 12 月 6 日，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印发《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危险

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集中整治工作的通知》交安委〔2020〕8 号，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知》聚焦“人、车、路、货、企”等关键要素和环节，围绕严

把资质资格审核、强化车辆技术管理、规范运输过程管控、推进部门协同联动 4 方面，部署

了 12 项整治任务。集中整治将持续至 2021 年 6 月底。

《通知》要求，针对企业“1＋4”挂靠运营行为，深入开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挂靠运营

清理；全面核查、严厉打击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和装卸管理人员“无证上岗”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检查危化品运输专用车辆维护、检测、使用、管理以及审验等制度落实情况；指导危化

品运输企业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与风险防控制度，对安全隐患突出、隐患整治不力、经停

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相关营运资质，。

《通知》明确，从根源抓起，提升危化品运输装备本质安全水平。交通运输部将会同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安全隐患专项整

治，明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营运车辆安全技术条件》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交

通运输部将加快修订《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进一步完善危化品运输分

类分级监管及退出机制。

（来源：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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