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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物协〔2022〕23 号 签发人：岳建武

关于组织参评全国先进物流企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省内相关物流企业：

近期，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以下简称“中交协”）下发《关

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活动的通知》，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先进物流企业评选。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是经国家

批准同意设立的评比表彰项目，已连续举办 10 余年，在行业内

有较大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为提升我省物流企业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由我会组织会员单位和省内相

关物流企业参评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请有意向的会员单位和物流

企业按照中交协《通知》要求积极申报，其中网络申报自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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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页面标注“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推荐”字样；书面材料请于

10 月 21 日前报送至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秘书处，由我会推荐上

报至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办公室。

本次评选不收取任何费用，评选的解释权归全国先进物流企

业评选办公室。

联系人：陈斌

电 话：0931-4630065 15117200531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107号浦发银行大厦1505室

附件：

1、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活动的通知

2、《全国先进物流企业申报书》

2022 年 9 月 21 日

主题词：全国先进物流企业 评选 通知

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 2022年 9月 21日印发









全国先进物流企业

申报书

申报单位： （盖章）

单位负责人： （签字）

申报日期：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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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参加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的企业，是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中国境内物

流企业。

2.企业填写的各项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

3.评选组委会承诺：对所有参评企业的资料严格保密，不向与评审无关的第三方

透露。

4.请在“□”上划“√”，在“ ”上填写文字。

5.在报送《全国先进物流企业申报书》的同时，按照“附件 2：证明材料”清单

和顺序提供证明材料。

6.请详细填写后，将《全国先进物流企业申报书》（从“先进物流企业申报系统

导出”并签字、盖章）及其相关材料，一式两份，快递至：北京市广安门内

大街 315 号信息大厦 B 座 6 层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办

公室

联系人：马倩 电话：010-63691467，17710420316 传真：010-6369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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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全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4.注册地址：

5.法定代表人：

6.经营范围：

7.是否上市： □是 □否

8.企业所有制性质：

（1）□国有（□央企 □地方国企） （2）□民营 （3）□中外合资

（4）□港澳台商投资 （5）□外资企业

9.企业类型：（1）□铁路运输物流 （2）□道路运输物流 （3）□水上运输物流

（4）□航空运输物流（含机场）（5）□综合运输物流及代理 （6）□仓储

物流及装卸搬运 （7）□邮政快递物流 （8）□新业态物流

（9）□其他

10.企业网站：

新媒体账号（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

11.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12.负 责 人： 电 话： 手 机：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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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报内容

（一） 企业经济规模

1.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2.物流业务收入（流水）

（1）2020 年物流业务收入（流水） 万元

（2）2021 年物流业务收入（流水） 万元

3.2021 年企业上缴税收 万元

4.2021 年企业资产总额： 万元

（二） 设施设备

1.运输工具

（1）铁路运输：货车年运用车辆数 万车，拥有（含自有、租赁）车

皮 节

（2）公路运输：拥有（含自有、租赁）车辆 辆，整合车辆 辆

（3）水上运输：拥有（含自有、租赁）船只 艘，总运力 万载重

吨

（4）航空运输：拥有（含自有、租赁）全货机 架；是否利用客机腹仓

运输货物： 是□ 否□

2.货运枢纽或场站、铁路专用线

货运枢纽（物流园区） 个，总占地面积 亩，其中，联通铁路的

园区 个，毗邻机场的园区或货站 个，纯公路园区 个；

货运码头 个；铁路专用线 条

3.仓储面积

仓储面积（含自有、租赁）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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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卸搬运设备 台，其中智能化设备 台。

（三） 网络规模

1.境内网络

业务到县（区）的覆盖数 个

2.国际网络

是否开展国际业务： 是□ 否□

业务覆盖 个国家

3.覆盖乡村网络情况

业务是否下沉到乡镇：是□ 业务覆盖 个乡镇 否□

业务是否下沉到村： 是□ 业务覆盖 个行政村 否□

（四） 安全绿色发展

1.近两年是否发生过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指造成 3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事故）： 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情况：

2.安全投入资金 万元

3.绿色物流

（1）是否使用新能源运输工具、设备设施：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新能源运输工具、设备设施占比 %，并说明使用情况：

（2）是否使用绿色包装、循环包装等：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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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选是，请说明使用情况：

（3）是否开发了绿色物流产品：是□ 否□

如选是，请具体说明：

（五） 服务水平

1.降本增效

降本增效是否取得成果：是□ 否□

如选是，请具体说明：

2.服务认证体系

（1）是否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是□ 否□

（2）是否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是□ 否□

（3）企业获得的其他 ISO 体系认证：

3.客户评价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评价简述（限 500 字）

1

点击添加一行

4.信用评价

（1）近两年是否被政府部门列入信用考核“黑名单”：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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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两年是否有不良和违约类债务： 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情况：

（六） 企业信息化水平

1.信息化系统应用情况

（1）业务系统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功能 系统功能简述（500 字）

1

点击添加一行

（系统功能：□订单管理 □仓库管理 □运输管理 □其他 ）

（2）结算系统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功能简述（500 字）

1

点击添加一行

（3）内部管理系统：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功能简述（500 字）

1

点击添加一行

2.智能化水平（如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智能设施设备等，全面实现对驾

驶员安全管理、货物状态追踪和智能决策支持等。）

序号 如果有，请说明应用情况（限 800 字）

1

（+点击添加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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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安全

（1）是否建立保护企业和客户数据的安全体系：是□ 否□

（2）是否通过三级等保认证：是□ 否□

（3）请填写建立的安全管理办法、制度或技术方案（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人员安全管理办法、分类分级指导和控制策略、备份管理制度等）

序号 办法/制度/技术方案名称 请简述（限 500 字）

1

点击添加一行

（七） 企业创新能力

1.企业在物流服务方面的创新产品有（请画√选，可多选，并简要说明事例）

□全程物流解决方案设计，说明：

□物流金融服务，说明：

□物流保险服务，说明：

□其他，说明：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制9

2.研发与成果情况

（1）研发经费投入 万元

（2）企业近两年是否获得过科学技术奖项： 是□ 否□

序号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奖励级别 企业排名

1

点击添加一行

（奖励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和全国性社会组织；地市级）

3.是否参加试点示范： 是□ 否□

序号 试点示范名称 组织开展部门 入选时间 试点示范级别

1

点击添加一行

（试点示范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

4. 企业近两年获得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数量 :

序号 软件名称 权利取得方式 权利范围 登记号 发证日期

点击添加一行

企业近两年获得的发明专利数量 ：

序号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时间

1

点击添加一行

5. 企业近两年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国家标准 项，行业标准 项，

团体标准 项，企业标准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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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类别 起草

单位

主要起

草人

适用范围 发布

日期

实施

日期

1

点击添加一行

（类别：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八） 人力资源状况

1.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1）职工总数（包括合同工）：

2020 年期末 ，2021 年期末

（2）管理人员总数：

2020 年期末 ，2021 年期末

（3）技术人员总数：

2020 年期末 ，2021 年期末

（4）员工学历情况：

年份

学历

员工性质
2020 年期末 2021 年期末

职工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

本科学历人员

大学专科学历人员

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

管理人员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

本科学历人员

大学专科学历人员

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

2.企业员工参加培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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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企业员工参加各类培训的人员总数 人.次。

（2）2021 年，企业员工参加各类培训的人员总数 人.次。

3.企业员工培训经费投入情况

（1）2020 年，企业用于员工培训的资金总额 万元。

（2）2021 年，企业用于员工培训的资金总额 万元。

（九） 社会责任

1.党建工作

（1）是否成立党组织 是 否

（2）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

2.参加社会活动情况（如抢险救灾、疫情防控、保通保畅、重大社会活动、货车

司机权益保障、公益基金、捐款捐物、扶贫济困等）

序号 参加哪方面社会活动 开展情况简述

1

点击添加一行

（参加哪方面社会活动：抢险救灾 疫情防控 保通保畅 重大社会活动

货车司机权益保障 公益基金 捐款捐物 扶贫济困 其他 ）

3.企业近两年获得的社会荣誉和奖励（科学技术奖项不在此处填写，请在“企业

创新能力”部分填写）：

序号 社会荣誉和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奖励级别 排名

1

点击添加一行

（奖励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和全国性社会组织；地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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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文化建设情况

如有，请说明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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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推荐函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根据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评选活动通知要求，我单位经认

真组织、筛选、审查，同意推荐 XXXXXXXX 公司参加全国先

进物流企业评选。

推荐理由：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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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

一、必须提供的证明材料

（一）企业简介；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信用评价情况：

1.信用中国查询截图；

2.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3.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报告。

二、有助于评审的证明材料

（一）物流业务收入或流水证明；

（二）实缴注册资本证明；

（三）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

（四）降本增效成果证明；

（五）ISO 体系认证证书；

（六）客户评价；

（七）业务、结算、内部管理系统应用截图、操作

手册；

（八）数据安全水平证明：

1.三级等保证书；

2.安全管理办法、制度或技术方案；

（九）科学技术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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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试点示范证明；

（十一）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证书；

（十二）参与标准编制证明；

（十三）社会荣誉和奖励证书；

（十四）企业信用等级证明；

（十五）其他相关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