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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字〔2022〕17 号 

 

关于认定第七届第一批“中国物流学会 

产学研基地”的通告 

 

中国物流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已于 2021年 12月完成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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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结合学会换届对产学研基地进行复核确认。 

在各相关单位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经各基地申报、专

家评审，学会决定将通过复核及新申报符合规定的 230 个单位

（复核通过单位 185 个、新申报批准单位 45 个）列为第七届第

一批“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名单详见附件）。 

特此通告。 

 

附件：第七届第一批“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名单 

中国物流学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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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附件： 

第七届第一批“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名单 
（共 230个） 

一、复核通过单位（18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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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商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新零售、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荀卫 

基地主持人：荀卫 
 

单位名称：北京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第三方供应链物流服务与创新 

单位负责人：闫敏 

基地主持人：张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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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波 

基地主持人：谭振国 
 

单位名称：中路港（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枢纽规划、物流产业规划 

单位负责人：沈永木 

基地主持人：齐岩 
 

单位名称：北京趋势中科物流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莫宗楠 

基地主持人：邓彬 
 

单位名称：中物策（北京）工程技术研究院 

基地特色：物流策划、产业研究、规划设计 

单位负责人：李芏巍 

基地主持人：李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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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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磊 

基地主持人：朱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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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基地特色：可持续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兆华 

基地主持人：李果 
 

单位名称：北京物资学院对外合作办公室 

基地特色：物流和流通 

单位负责人：刘军 

基地主持人：王成林 
 

单位名称：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姜旭 

基地主持人：姜旭 
 

单位名称：北京工商大学电商与物流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孙宝国 

基地主持人：杨浩雄 
 

单位名称：天津大学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 

基地特色：智慧供应链与运营管理 

单位负责人：霍宝锋 

基地主持人：刘伟华 
 

单位名称：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型生产性物流实践基地 

单位负责人：于海祥 

基地主持人：王晓阔 
 

单位名称：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欣 

基地主持人：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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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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玉 

基地主持人：李冠军 
 

单位名称：新陆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全功能铁路口岸、国际班列 

单位负责人：张树兴 

基地主持人：张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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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运配一体综合服务型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张力 

基地主持人：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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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粟 
 

单位名称：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万昌智慧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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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周爱玲 

基地主持人：薛建强 
 

单位名称：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马良军 

基地主持人：李杰 
 

单位名称：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校企共建 

单位负责人：杨涛 

基地主持人：郭妍 
 

单位名称：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蔡大勇 

基地主持人：马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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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太原钢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互联网+”冶金公路物流的模式探索 

单位负责人：胡永生 

基地主持人：胡永生 

 

单位名称：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立足资源型经济转型、打造物流人才高地 

单位负责人：卫虎林 

基地主持人：刘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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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交通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运输与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白托娅 

基地主持人：任建伟 

 

单位名称：沈阳深国际综合物流港置业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型物流服务与职业技能实训基地 

单位负责人：孙法山 

基地主持人：朱家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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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海云、朱元明 

基地主持人：金玉然、解军、金启中 

 

单位名称：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彤 

基地主持人：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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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新 

基地主持人：姜国新 

 

单位名称：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速运物流基地 

单位负责人：武新 

基地主持人：张润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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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刘玉强 

基地主持人：谷岩 
 

单位名称：长春一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智能仓储物流配送 

单位负责人：祁国华 

基地主持人：王欢 
 

单位名称：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领域智能技术与装备的“基础研发+集成应用” 

单位负责人：李智昊 

基地主持人：高跃峰 
 

单位名称：长春一汽富晟大众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车售后备品仓储物流 

单位负责人：曲红超 

基地主持人：王晶南 
 

单位名称：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春明 

基地主持人：韩萍 
 

单位名称：大庆油田物资公司 

基地特色：采购仓储服务一体化 

单位负责人：张波 

基地主持人：王庆生 
 

单位名称：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农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志强 

基地主持人：侯彦明 
 

单位名称：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综合物流 

单位负责人：聂腾云 

基地主持人：蔡元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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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忠 

基地主持人：黄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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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基地特色：化工物流、国际物流、逆向物流 

单位负责人：谢华清 

基地主持人：郝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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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运输学院 

基地特色：航空物流行业特色 

单位负责人：何法江 

基地主持人：何法江 
 

单位名称：上海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商贸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胜桥 

基地主持人：殷延海 
 

单位名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金融 

单位负责人：杨力 

基地主持人：王晓光 
 

单位名称：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皋玉蒂 

基地主持人：姚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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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 

基地主持人：欧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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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金融贸易、公共平台、物流仓储 

单位负责人：胡克 

基地主持人：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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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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腾 

基地主持人：毛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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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飓 
 

单位名称：江苏海企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化工物流 

单位负责人：孙承莉 

基地主持人：史先召 
 

单位名称：江苏凯卓立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装卸设备 

单位负责人：王泽黎 

基地主持人：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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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中国船舶智慧供应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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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工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 

单位负责人：崔杰 

基地主持人：崔杰 
 

单位名称：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姜方桃 

基地主持人：姜方桃 
 

单位名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基地特色：产学研结合 

单位负责人：谢永华 

基地主持人：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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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航空物流 

单位负责人：程淮中 

基地主持人：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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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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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 

基地主持人：张威 
 

单位名称：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区块链金融与跨境电商物流 

单位负责人：陈洪 

基地主持人：袁亮 
 

单位名称：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智能制造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许朝山 

基地主持人：易善安 
 

单位名称：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基地特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史金虎 

基地主持人：吴冰 
 

单位名称：浙江新颜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管理文化建设与智能系统平台 

单位负责人：颜滨 

基地主持人：颜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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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 
 

单位名称：浙江业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汽摩配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曾水平 

基地主持人：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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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浙江科友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数字物流 

单位负责人：姜荣幸 

基地主持人：王立峰 
 

单位名称：宁波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基地特色：物流规划 

单位负责人：戴东生 

基地主持人：戴东生 
 

单位名称：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风险管理 

单位负责人：郭杰群 

基地主持人：郭杰群 
 

单位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政产学研”四维融合 

单位负责人：邵千钧 

基地主持人：唐连生 
 

单位名称：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基地特色：平台物流 

单位负责人：应敏 

基地主持人：李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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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专业 

单位负责人：邹非 

基地主持人：李海峰 
 

单位名称：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互联网物流平台 

单位负责人：冯雷 

基地主持人：冯雷 
 

单位名称：漳州漳龙物流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现代化大型物流园区 

单位负责人：施运心 

基地主持人：施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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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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 

基地主持人：王惠军 
 

单位名称：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商船系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江海学 

基地主持人：孙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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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厦学院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管工结合 

单位负责人：谢增鸿 

基地主持人：陈民伟 
 

单位名称：闽江学院 

基地特色：邮政快递行业人才教育培训基地 

单位负责人：王宗华 

基地主持人：陈成栋 
 

单位名称：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培训与校企合作 

单位负责人：蔡维灿 

基地主持人：肖振锈 
 

单位名称：江西长淮汽车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实现教育创新 

单位负责人：谭浩 

基地主持人：黄东风 
 

单位名称：华东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特色物流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郭军华 

基地主持人：徐翔斌 
 

单位名称：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基地特色：校企合作、服务社会、以赛创新 

单位负责人：熊焱 

基地主持人：林锋 



— 13 — 

单位名称：南昌职业大学 

基地特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单位负责人：聂剑 

基地主持人：肖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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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乐堂 

基地主持人：何斌 
 

单位名称：山东盖世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 

单位负责人：盖忠琳 

基地主持人：盖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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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倩 

基地主持人：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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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危险化学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吴加宝 

基地主持人：李雪松 
 

单位名称：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创场景物流生态平台 

单位负责人：于贞超 

基地主持人：于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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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自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市供应链协会 

基地特色：跨境电商供应链产业孵化 

单位负责人：祁玉楠 

基地主持人：祁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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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胶州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 

基地特色：政府、企业、学术的沟通桥梁 

单位负责人：张钰 

基地主持人：张钰 
 

单位名称：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夏同水 

基地主持人：朱立龙 
 

单位名称：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农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国华 

基地主持人：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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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焕斌 

基地主持人：陈松岩 
 

单位名称：滨州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产学研一体化 

单位负责人：石忠 

基地主持人：苟雪 
 

单位名称：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农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张同光 

基地主持人：杨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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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农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邓国取 

基地主持人：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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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粮食供应链与现代物流 

单位负责人：杨艳萍 

基地主持人：杨艳萍 
 

单位名称：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物流与电商学院 

基地特色：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曹献存 

基地主持人：于晓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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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张青松 

基地主持人：张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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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霞 

基地主持人：伍如良 
 

单位名称：武汉现代物流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规划、咨询、研究 

单位负责人：石君 

基地主持人：熊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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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智慧物流、跨境电商 

单位负责人：李青原 

基地主持人：海峰 
 

单位名称：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杨治 

基地主持人：王海军 
 

单位名称：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医药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鲁晓成 

基地主持人：冷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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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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林 

基地主持人：魏学将 
 

单位名称：武汉商学院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熊文杰 

基地主持人：熊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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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危道军 

基地主持人：杨爱明 
 

单位名称：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运输 

单位负责人：梁世翔 

基地主持人：姬中英 
 

单位名称：武汉商贸职业学院现代商务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汽车物流、农村物流、医药物流 

单位负责人：王坚红 

基地主持人：王坚红 
 

单位名称：长江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吴昌友 

基地主持人：马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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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基地主持人：黎明 
 

单位名称：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零担快运 

单位负责人：裴雄伟 

基地主持人：肖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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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国际供应链及其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郑璧双 

基地主持人：黄国荣 
 

单位名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物流与交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与工程 

单位负责人：庞燕 

基地主持人：庞燕 
 

单位名称：长沙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黄立宏 

基地主持人：杨芳 
 

单位名称：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咨询、规划 

单位负责人：徐运保 

基地主持人：黄韧 
 

单位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朱强 

基地主持人：龚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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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1+X证书产教协同创新中心 

单位负责人：曾明 

基地主持人：曾明 
 

单位名称：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物流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技术与装备 

单位负责人：杜丽茶 

基地主持人：梁飞 
 

单位名称：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物流人文艺术学院 

基地特色：跨境物流与服务 

单位负责人：刘淑一 

基地主持人：刘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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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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刘国华 

基地主持人：谢奇洁 
 

单位名称：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智能物流技术专业 

单位负责人：王聪田 

基地主持人：谢红英 
 

单位名称：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单位负责人：王建宇 

基地主持人：王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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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深圳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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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 

基地主持人：缪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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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海 

基地主持人：刘广海 
 

单位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基地特色：空港经济协同创新 

单位负责人：顾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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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经济、电商经济、数字物流 

单位负责人：黄大乾 

基地主持人：王术峰 
 

单位名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国际商务专硕（国际贸易、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领域） 

单位负责人：刘军 

基地主持人：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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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创新创业产学研基地 

单位负责人：刘文清 

基地主持人：张劲珊 
 

单位名称：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龙 

基地主持人：王龙 
 

单位名称：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电子商务物流、供应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迎春 

基地主持人：蔡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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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秀颖 
 

单位名称：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产教融合智能化现代物流管理实训基地 

单位负责人：何文华 

基地主持人：谢卓君 
 

单位名称：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农产品物流 

单位负责人：张珊 

基地主持人：凌海平 
 

单位名称：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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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胡龙 

基地主持人：陈伟明 
 

单位名称：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服务业与顺商发展研究 

单位负责人：陈曦 

基地主持人：刘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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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广西志得实业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国际贸易与国际货运 

单位负责人：彭山 

基地主持人：彭山 
 

单位名称：南宁师范大学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李文敬 

基地主持人：李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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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新 

基地主持人：乐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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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彬 
 

单位名称：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文勇 

基地主持人：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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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昌信 

基地主持人：王永富 
 

单位名称：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李中华 

基地主持人：唐臣 
 

单位名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跨境农产品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梁裕 

基地主持人：吴砚峰 
 

单位名称：重庆机电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智能制造仓储物流 

单位负责人：岳相军 

基地主持人：王锐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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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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仪 

基地主持人：周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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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物流、应急物流 

单位负责人：安建勇 

基地主持人：汪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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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应 

基地主持人：代应 
 

单位名称：重庆工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绿色、一体化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黄钟仪 

基地主持人：龚英 
 

单位名称：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智能物流设备制造与应用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科 

基地主持人：王科 
 

单位名称：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邓明国 

基地主持人：岳一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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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伟 

基地主持人：杨怡 
 

单位名称：宏图智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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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物流股份物流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口岸保税、通道、枢纽经济 

单位负责人：司志阳 

基地主持人：王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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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四川中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国际陆港、冷链物流、物流园区规划 

单位负责人：杨娟 

基地主持人：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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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季辉 

基地主持人：宋心宇 
 

单位名称：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晓康 

基地主持人：刘星余 
 

单位名称：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王浩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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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辉 

基地主持人：徐湘匀 
 

单位名称：云南省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供应链研究与应用 

单位负责人：彭伟 

基地主持人：彭伟 
 

单位名称：云南省现代物流工程研究中心 

基地特色：物流大数据、区域物流规划、物流网络优化、国际物流 

单位负责人：雷基林 

基地主持人：戢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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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润民 

基地主持人：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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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供应链跨专业集成的商贸流通人才培养 

单位负责人：杨红卫 

基地主持人：王元十 
 

单位名称：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铁路运输与现代物流相融合 

单位负责人：赵国智 

基地主持人：赵国智 
 

单位名称：西安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 

基地特色：邮政物流 

单位负责人：谢逢洁 

基地主持人：谢逢洁 
 

单位名称：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基地特色：生产制造与公路运输物流 

单位负责人：郭应时 

基地主持人：杨京帅 
 

单位名称：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产业学院、技术技能平台、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炜 

基地主持人：陈志新 
 

单位名称：新疆众和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基地特色：集公路、铁路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型物流基地 

单位负责人：高伟 

基地主持人：高伟 
 

单位名称：新疆汇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生产服务型铁路物流管理及运营 

单位负责人：张强 

基地主持人：严健 

 

二、新申报批准单位（45 个） 

单位名称：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数字化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炳春 

基地主持人：刘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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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食品行业智慧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华欣 

基地主持人：慕静 
 

单位名称：河北交投物流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以冷链物流为重点的城市绿色货运配送 

单位负责人：乔存学 

基地主持人：郄兵辉 
 

单位名称：上海普洛斯普新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全球品牌一站式供应链服务 

单位负责人：高潭 

基地主持人：高亮 
 

单位名称：同济大学 

基地特色：交通运输与物流工程 

单位负责人：陈杰 

基地主持人：张戎 
 

单位名称：南通理工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产业经济 

单位负责人：王宝根 

基地主持人：李晏墅 
 

单位名称：南京审计大学 

基地特色：跨境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旺洪 

基地主持人：赵林林 
 

单位名称：江苏开放大学 

基地特色：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崔新有 

基地主持人：张燕 
 

单位名称：杭州乾锦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自动化分拣装备 

单位负责人：晁红磊 

基地主持人：郭巧 
 

单位名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单胜江 

基地主持人：王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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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国际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陈占葵 

基地主持人：潘福斌 
 

单位名称：福建工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与管理、交通运输 

单位负责人：童昕 

基地主持人：胡永仕 
 

单位名称：福建省晋江职业中专学校 

基地特色：仓储与配送（电商物流方向） 

单位负责人：刘晓斌 

基地主持人：贾铁刚 
 

单位名称：江西服装学院 

基地特色：商贸物流 

单位负责人：薛家宝 

基地主持人：刘春生 
 

单位名称：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金融 

单位负责人：王森 

基地主持人：杨宝峰 
 

单位名称：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国际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鹏 

基地主持人：刘明 
 

单位名称：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基地特色：港口物流 

单位负责人：毕宪顺 

基地主持人：王秀荣 
 

单位名称：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与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孙才顺 

基地主持人：公昆 
 

单位名称：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李建丽 

基地主持人：李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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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电商物流、农产品物流、多式联运 

单位负责人：刘丽彬 

基地主持人：许军 
 

单位名称：湖北中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供应链智能一体化 

单位负责人：高蒙 

基地主持人：刘雄 
 

单位名称：武汉科技大学恒大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行业区域物流、智能仓储、数字物流 

单位负责人：邓旭东 

基地主持人：邓旭东 
 

单位名称：武汉晴川学院 

基地特色：电子商务与物流大数据 

单位负责人：张李义 

基地主持人：薛红松 
 

单位名称：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周蓉 

基地主持人：周蓉 
 

单位名称：湖南仓大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视觉识别与数据采集管理技术 

单位负责人：刘智 

基地主持人：申庆东 
 

单位名称：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智慧物流、精益生产物流、汽车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国莲 

基地主持人：任志 
 

单位名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供应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李自学 

基地主持人：胡江涛 
 

单位名称：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绿色、低碳、环保、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刘伟华 

基地主持人：刘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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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广州工商学院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冷链物流 

单位负责人：乔鹏亮 

基地主持人：乔鹏亮 
 

单位名称：广州商学院 

基地特色：粤港澳大湾区电子商务供应链 

单位负责人：张燕 

基地主持人：秦新生 
 

单位名称：广州华立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单位负责人：刘洁生 

基地主持人：李季霞 
 

单位名称：广州南方学院 

基地特色：校企政共建产学研基地 

单位负责人：李维国 

基地主持人：李维国 
 

单位名称：深圳技师学院 

基地特色：供应链运营 

单位负责人：罗德超 

基地主持人：刘小军 
 

单位名称：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基地特色：岭南农产品电商物流技术创新研发 

单位负责人：张云义 

基地主持人：梁乃锋 
 

单位名称：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基地特色：物流咨询、物流培训 

单位负责人：戴毅 

基地主持人：黄爱琼 
 

单位名称：四川港投新通道物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冷链物流、物流供应链综合服务 

单位负责人：余曲波 

基地主持人：余曲波 
 

单位名称：四川大学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工程与管理 

单位负责人：邓富民 

基地主持人：梁学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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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现代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杨宗伟 

基地主持人：王平春 
 

单位名称：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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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灿 

基地主持人：袁开福 
 

单位名称：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地特色：大数据+智慧物流 

单位负责人：武斌儒 

基地主持人：杨礼美 
 

单位名称：云南三耳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数字化转型 

单位负责人：聂炜 

基地主持人：冉文学 
 

单位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单位负责人：陈怀达 

基地主持人：杨雄涛 
 

单位名称：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交通物流经济与政策研究 

单位负责人：杜强 

基地主持人：孙启鹏 
 

单位名称：西安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基地特色：物流管理 

单位负责人：焦兵 

基地主持人：周艳春 
 

单位名称：宁夏梦驼铃物流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地特色：物流产业数字化 

单位负责人：杨伟宁 

基地主持人：杨伟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