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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对“ 互联网 ＋ ” 公路货运物流的探索与实践
李

翔

(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ꎬ四川绵阳 ６２１０１０)
摘

要:该文针对国内公路物流货运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ꎬ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路物流信息平台建设

和运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ꎬ探讨借助“ 互联网＋” 思维及技术手段实现公路物流资源整合的方法与途径ꎮ 通过总
结与对比四川省四大公路货运物流信息平台在开发、经营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ꎬ提出了重点扶植和培育带动
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的公路货运信息平台建设ꎬ支撑西部开放高地建设的发展目标ꎮ 最后从建立公路物流货
运平台建设和运营标准、实现公路货运信息平台与其他物流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加快示范性“ 互联网＋” 公路货运信
息平台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保障的建议ꎮ
关键词: 四川ꎻ公路货运ꎻ互联网＋ꎻ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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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中国物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ꎬ但是公路

据了将近一半的运输流量ꎬ形成了一个为“ 空车配

货运物流领域小、散、乱及物流货运市场信息的区域

货” 服务的中介地带ꎮ 但是ꎬ这些传统的货运中介

化“ 孤岛” 格局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ꎬ严重制约了中

公司之间信息分散、路线单一、价格混乱ꎬ甚至恶性

国物流行业健康发展ꎮ 作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西
部经济发展的高地的四川省ꎬ在互联网 ＋ 物流领域
积极推进与探索ꎬ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令人瞩
目的成 绩ꎮ 本 文 以 四 川 作 为 研 究 对 象ꎬ 探 讨 借 助
“ 互联网 ＋” 思维及技术手段实现公路物流资源整合

竞争ꎬ形成了 “ 中介公司不少ꎬ空车返程照跑” 的奇
怪现象ꎮ 公路货运小、散、弱、差令人堪忧ꎮ

１.２

物流企业、公路货运企业专业化、信息化水平

低

从物流行业整体角度讲ꎬ当前物流行业许多车

的方法与途径ꎬ期望对国内同行有所借鉴ꎮ

辆装备达不到专业物流的要求ꎮ 经营模式仍然采用

１

传统的运输方式ꎬ物流企业车辆拥有率低ꎬ车辆空驶

当前国内公路货运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率高ꎮ 虽然一些大中型企业物流及第三方物流企业

物流业是基础性、战略性产业ꎬ公路货运业是基

信息化意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ꎬ但是这些企业

础的基 础ꎮ 中 国 运 输 费 用 占 社 会 物 流 总 费 用 的

仅仅是围绕自身经营建立个性化信息系统ꎬ物流信

５３％左右ꎬ其中ꎬ公路运输承担着 ７６％ 的货运量和

息区域、点状化程度严重ꎬ各自形成信息“ 孤岛” ꎬ无

路货运占很大比重ꎮ 当前ꎬ公路货运市场竞争不规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互

３３％的货物周转量ꎮ 中国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ꎬ公
范ꎬ部分企业诚信缺失ꎬ企业盈利能力偏弱ꎬ严重影
响到物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公路货运市场存在以
下突出问题:
１.１

物流企业、公路货运业规模偏小

法实现大交通大物流、一体化物流信息资源的整合ꎮ
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 正式公开发布ꎬ提出“ 互联
网 ＋ ” 高效物流的战略部署ꎬ物流业将进入以网络
化、组织化服务为主的“ 新常态” ꎮ 为了整合货运资

源ꎬ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ꎬ国内出现了一批形式

目前中国大部分物流企业规模偏小ꎬ据中国道

各异的基于公路运输的货运配载信息平台ꎬ发布货

路运输协会对 ８０ 万家货运企业最新调查显示ꎬ真正

物运输需求和车辆供给信息ꎬ进行货物的拼箱、配

有 ２.５ 辆车ꎬ空驶率达 ４０％ 以上ꎮ 由于空驶返程占

益ꎮ 互联网对运输系统的覆盖也由过去的车辆追踪

在运营的车辆只有约 ６０％ꎬ平均每家货运企业仅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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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ꎬ中国物流学会会员ꎮ 主要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ꎮ

货ꎬ减少车辆空驶率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
与定位开始向车队管理、车辆维修、金融服务、车辆
智能调度等领域全方位延伸ꎬ极大促进了货运领域
的发展ꎬ使小、散、乱、差的货运领域正在发生巨大变
革ꎮ 但是ꎬ物流互联网大幕才刚刚开启ꎬ国内公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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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整体仍存在着许多问题ꎮ 在“ 互联网 ＋ ” 背景下ꎬ

展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 ꎮ « 方案» 要求积极引导企

并改造传统货运行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ꎮ

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对接ꎬ建设全省物流大数据

２

中心ꎻ支持四川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拓展软件定制

货运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ꎬ未来将很大程度上影响

四川公路货运市场发展概况与物流产业

政策分析

２.１

四川公路货运市场发展概况
作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西部经济发展的高地ꎬ

四川公路货运继续保持着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
头ꎮ ２０１４ 年全年ꎬ四川省公路货运量 １４.２ 亿吨ꎬ同

比下降 ６.３％ꎬ货物周转量 １ ５１０.５ 亿吨公里ꎬ同比增
长 １８.６％ꎮ 道路货运转型升级加快ꎬ开始大力发展

城际货运专线班车、集装箱等专业运输ꎬ推进甩挂运
输试点ꎮ全省新增集装箱车辆１１１ 辆ꎬ总 数 达 到

１ ６５１ 辆ꎮ 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ＥＴＣ) 开
通运行ꎬＥＴＣ 专用车道数已达 ５０４ 条ꎬ覆盖全省 ６０％

业物流信息系统、行业物流信息平台与四川省物流

服务功能ꎬ提升中小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ꎮ
(４)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四川省发布« 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 ２０１５ 年“ 互联网 ＋ ” 重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 ꎮ « 方案» 要求加快推进“ 三个一” 通
关服务平台建设ꎻ加快推进四川省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信用管理、车联网技术、智能调度、天府云仓等子
系统建设ꎬ形成交易撮合、支付结算、物流全程跟踪
等一体化服务功能ꎬ进一步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ꎻ加
快推进企业物流信息系统、行业物流信息平台与四
川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数据对接ꎬ建设全省物流大
数据中心ꎮ
但是ꎬ在推动物流信息化发展方面的政策与措

的收费站ꎮ 客服网点达 ３９３ 个ꎬ覆盖所有已通高速

施保障依然存在不足ꎮ 目前中国还尚未建立货运平

目前ꎬ全省公路总里程达到 ２７.４ 万公里ꎬ居全

不经意间让很多物流人与物流平台走火入魔ꎮ 许多

公路县级以上城市ꎬ用户数量近 ２０ 万户ꎮ

国第一位ꎮ 道路综合运输枢纽和物流园区货运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ꎬ成都东客站等 ６ 个重点枢纽站

建成投运ꎬ泸州、德阳等一批客运枢纽站开工建设ꎮ
四川省物流业呈现出宽领域全方位发展格局ꎬ货运
组织集约化水平显著增强ꎬ公路货运水平正在不断
提高ꎮ
２.２

四川物流发展的产业政策分析
近年来ꎬ四川省政府为了加快物流产业发展ꎬ推

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ꎬ尤其是针对公路货运
物流方面ꎮ
(１)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四川省出台« 四川省现代物流

业工作推进方案» ꎬ要求形成覆盖全国各大、中城市

的公路货运班车网络ꎬ打通蓉桂、蓉沪国际陆海联运

台模式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标准ꎬ互联网 ＋ 物流正在
物流信息平台“ 孤岛化” 现象严重ꎬ物流资源与物流
基础设施尚未实现跨区域、跨行业的有效整合与互
联互通ꎮ

３

四川打造公路货运物流信息平台的实践
首先ꎬ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西部物流中心建

设领导小组ꎬ王宁副省长和甘霖副省长担任领导小
组负责人ꎬ全面推进全省物流业发展ꎬ研究部署物流
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等ꎮ 具体事务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口岸与物流办公室负责ꎬ承担全省物流业发展的综
合协调职能ꎬ负责推进物流业特别是第三方物流发
展问题ꎬ并搭建了四川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ꎮ
四川省内公路货运行业也涌现出如四川宏图物

国际通道以及蓉滇国际陆运通道ꎮ
(２)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四川省发布« 四川省人民政府

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物联亿达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ꎮ « 规划» 要求完善和推广“ 公路

一大批企业ꎬ其中以四川东亨科技的“ 物流指南” 、

关于印 发 四 川 省 物 流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 ２０１５ －

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运营货运 ＡＰＰ 的

港” 物流经验ꎬ支持和引导传统公路货运场站转型

成都传化公路港物流的易配货等货运 ＡＰＰ 等为典

升级ꎬ实现省内专线企业的集约化、信息化和组织化

型代表的物流信息交易平台已成为了公路物流市场

管理ꎬ建设交通运输公共物流信息平台ꎬ加快推进跨

平台整合发展模式的亮点ꎬ不断推动四川省现代物

区域、跨行业平台之间有效对接ꎮ

流业向信息化转型升级ꎬ为西部公路物流高端转型

(３)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四川省发布« 四川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５ 年全省现代物流业发

升级以及完善公路物流平台市场综合功能提供助
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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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四川省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对比分析

熟的商业模式ꎬ货运信息平台难以快速推广ꎻ(５) 物

除了上述较为典型的货运信息平台ꎬ国内尚有

流网络信息化技术还停留在信息中介与信息展示的

运满满、物流 ＱＱ、罗计物流等品牌ꎮ 大致包括信息

界面ꎮ

网站、信息发布中心、货运信息集散地等三大类主要

下面以四川境内具有典型代表的四川东亨科技

形式ꎮ 综观这类货运信息平台ꎬ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物流指南” 与成都传化公路港物流的易配货、易货

题有以下几点:(１) 信息失真严重ꎬ诚信机制有待完

嘀、运宝网物流信息平台ꎬ从物流信息平台目标用

善ꎻ(２) 在全国区域范围整合物流信息较难ꎬ难以实

户、功能定位、功能设计、平台特色及优势、社会效益

现全国物流信息一盘棋ꎻ( ３) 货运从业人员结构复

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ꎬ如表 １、表 ２ 所示:

杂ꎬ素质参差不齐ꎬ难以形成规范管理ꎻ( ４) 缺乏成
表１

四川东亨科技“ 物流指南” 公路货运信息平台

比对项目

比对内容

目标用户

对全国范围内中小企业货主与车主

功能定位

全国性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和货运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主要通过对全国范围内中小企业货主与车主信息的搜集、调查与分析ꎬ实现线上交易ꎮ 尤其是针对广大手

功能设计

机客户ꎬ可以方便通过手机上网实时查看货运信息ꎬ完成在线交易ꎮ
四大机制来提供货运信息的安全保障:

运营管理设计

１、实名认证体系
３、安全货运体系

２、诚信保证体系

４、快速查找货运信息

１、“ 物流指南” 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ꎬ能容纳更多的用户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交易ꎬ发布车源、货源信息完全

平台模式

免费ꎬ信息交易免费ꎮ

特色及优势

２、“ 物流指南” 在技术上采用的是信息自动精准匹配、信息自动推送ꎬ可以实现订单整合、自动拼货、路线选
择ꎬ定时刷新陈旧信息ꎮ

１、该平台与中国联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ꎬ
及时交付ꎬ诚信交易ꎬ安全理赔ꎬ降低成本ꎮ

社会效益

２、已经得到四川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ꎬ和 ２８ 个省的物流行业协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ꎬ全面推广“ 物流指
南” 信息平台ꎬ引导全国物流企业 ３ ０００ 余家上线使用ꎬ上线车、货物流信息达 ５ 万余条ꎮ

东亨科技在全国各省区市、地市、区县设立线下实体信息采集引导发布机构与网络信息自动配送系统相结
建设目标

合ꎬ快速打造全国物流信息一盘棋ꎬ信息全线贯通ꎬ信息直达全国各个乡镇ꎬ实现货车司机与货物方的实时
无缝连接和交易ꎬ有效提高物流、车流的目的性和时效性ꎬ减少空载ꎬ降低物流成本ꎮ

表２
目标用户

传化物流“ 易配货” 、“ 易货嘀” 、“ 运宝网” 三大线上业务物流信息平台
易配货

易货嘀

货运代理等物流企业及长途个体货

货主企业、物流企业和同城短途个

运司机及为主

体货运司机

功能定位 物流配货交易平台
针对长途货运市场设计的物流信息
功能设计 交易平台以及个体货运司机生活消
费入

同城货车电召平台
针对短途货运市场设计的物流信息
交易平台ꎬ主要满足货主企业与物
流企业的“ 最前一公里” 和“ 最后一
公里” 的集货和配送需求

运宝网
“ 物流企业” 和“ 货主企业”
生态智能交易平台
提供交易撮合服务ꎬ并依托实体公
路港为 物 流 企 业 提 供 “ 分 拨 仓” 、
“ 货运班车总站” 等基础设施服务ꎬ
为货主企业提供供应链物流解决方
案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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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三者都是传化物流旗下的线上业务特色产品ꎬ有传化物流有强大的实体平台作为支撑ꎬ在会员的发展和线上

平台优势 产品的推广中有先天的优势ꎮ
及特色

２、传化物流在全国首创了基于一卡通的诚信体系ꎬ率先引入公安专线ꎬ极大地保障了司机与货主在交易中的安
全ꎮ

１、全国 １７ 个省会城市ꎬ５０ 余个枢纽级地市ꎬ合计初步签约或接洽了 ７０ 个左右的项目ꎬ在浙江、四川、山东、江
社会效益

苏、福建、重庆、天津、黑龙江、吉林、河北、贵州等 １１ 个省市进行了全省网络布局ꎮ

２、平台内入驻中小物流企业 ２ ０００ 多家ꎬ日均发布货运信息 １.５－１.８ 万条ꎬ占成都地区货运信息量 ９５％以上ꎬ平
台的年均交易额达到 ４０ 亿ꎬ车源货源匹配时间降低到 ６－８ 个小时ꎮ

构建“ 中国公路物流网络运营系统” ꎬ通过线上“ 互联网物流平台” 与线下“ 公路港实体网络” ꎬ系统性解决中国
建设目标

公路物流短板问题ꎬ提升公路物流效率ꎬ降低公路物流成本ꎬ打造“ 物流＋互联网＋金融服务” 为特征的中国公路
物流新生态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２ 年形成全国性的公路港网络ꎬ建成 １０ 枢纽以及 １６０ 基地的全网布局ꎬ合计 １７０ 个公
路港ꎮ

对比这两大品牌的信息化平台产品ꎬ传化物流

产生了货找不到车ꎬ车找不到货的矛盾ꎮ 第二个是

旗下的线上业务产品ꎬ有传化物流有强大的实体平

贯穿于运输环节中的空驶问题ꎬ这与物流系统不健

台作为支撑ꎬ在会员的发展和线上产品的推广中有

全、客户对运输的时间要求苛刻、特种货物运输回程

先天的优势ꎬ志在夺取物流实体市场和网络市场的

配载难度较大等等货源问题都有关系ꎮ 可以看出ꎬ

双重胜利ꎮ 而四川东亨科技通过巧妙的商业模式设

这些行程几乎组成了运输的整个过程ꎬ如果能够将

计ꎬ在全国各省区市、地市、区县设立线下实体信息

这部分行程对接货单ꎬ将能大幅提高资源的配置率ꎬ

采集引导发布机构与网络信息自动配送系统相结

降低各方成本ꎮ

合ꎬ期望以巧制胜ꎬ实现货车司机与货物方的实时无

３.２.３

缝连接和交易ꎬ降低物流成本ꎮ 这两大品牌ꎬ虽然公
司实力悬殊、市场定位不同ꎬ却各有千秋ꎬ都胸怀打
造全国物流一盘棋的雄心壮志ꎮ

公路信息化与业务管理的融合不足

传统模式下通常是由中介贩卖货主信息给司

机ꎬ并从中收取 １０％ － ３０％ 不等的中介费ꎮ 平台公
司的着眼点都在于希望去掉中介提高效率ꎬ然而现

物流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依托成熟的信

实情况是ꎬ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ꎬ信息资源共

息技术ꎬ就必须加强物流行业的信息化平台建设ꎬ解

享水平较低ꎬ动态信息采集能力相对薄弱ꎮ 烧钱补

决物流信息开放与共享和跨区域应用ꎮ

贴也许能在前期吸引到货主ꎬ而如何长期保持用户

３.２

黏性才是平台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ꎮ

四川打造公路货运信息平台的瓶颈与困难

３.２.１

平台缺乏有效的运营方式

同质化竞争、恶性竞争导致许多货运 ＡＰＰ 平台

３.２.４

屡见不鲜的信任危机

由于市场环境不规范以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

的下载次数、使用人数很少甚至没有ꎬ造成了资源的

齐ꎬ缺乏对司机身份的验证ꎬ货运安全难以保证ꎮ 在

极大浪费ꎬ不少货运 ＡＰＰ 都存在类似于“ 滴滴刷单”

这种情况下ꎬ只做信息连接平台就不够ꎬ合理的信用

的套利行为ꎬ制造了虚假的交易繁荣ꎬ但行业的本质

机制建立与完善就变得至关重要ꎮ 如何尽可能通过

没有发生改变ꎮ 由此可见ꎬ很多项目对货运行业的

审核等方法杜绝事件的发生以及事故产生后的赔付

改造都停留于表面ꎬ没有触及内核ꎬ如何设计并合理

追诉机制ꎬ都是平台需要着重考虑的ꎮ

运营公路货运信息平台是四川打造平台系统的一大

３.２.５

不断通过融资扩张ꎬ而缺少背后的资本与体系

瓶颈ꎮ
３.２.２

尚在迷雾中的盈利模式

个体散户特征的个体司机与车辆的信息化

水平还不高

支撑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资金链始终紧绷ꎬ甚至陷入
不断地亏损ꎮ 通过上述问题暂时看来ꎬ现阶段各家

第一个问题出现在一轮匹配环节中ꎮ “ 低、小、

公司现阶段各家公司都处在解决车货信息匹配的初

散、乱” 的运行状态ꎬ面对面的熟人交易模式ꎬ平时

期ꎬ对很多痛点仍没有公认可行的解决方案ꎮ 除了

的供求关系不平衡ꎬ淡季、旺季的时候差异大ꎬ从而

涉及到车货匹配ꎬ为司机提供车辆维修、保养、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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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等服务甚至包括移动端电子支付为核心提供金融服

信息服务等方面做出有益探索ꎬ打造高效的智慧物

务等等都可能成为旧模式下的新机会ꎮ

流系统ꎮ

３.２.６

４.２.３

各地信息平台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目前ꎬ不仅四川各个物流货运信息平台各自为

加强物流集聚集约ꎬ促进平台高效联动发展

必须坚持创新公路运输物流新平台的整合型发

政ꎬ在全国范围内尚有诸多同类平台竞争角逐ꎮ 大

展模式ꎬ最大限度地对四川省现有公路货运资源的

部分物流系统还处于初级阶段ꎬ各地信息平台网络

优化整合ꎬ促进物流平台整合服务高效联动ꎬ实现公

化程度低ꎬ呈现分散、独自发展的态势ꎮ 信息网络与

路货运信息平台与其他物流信息平台互联互通ꎬ推

实体网络都没有实现互联互通ꎬ更没有实现实体网

动西部公路物流货运市场竞争积累向集中化整合加

络与信息网络的对接与融合ꎬ给司机与车队带来很

速发展ꎮ

多麻烦ꎮ

４.２.４

４

四川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的发展目标

与实现途径

４.１

鼓励平台创新经营ꎬ减少同质化竞争

利用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等将四川省内公路货运信息平台之间的竞争从
单纯的货源竞争上升为服务、体验的竞争ꎬ以满足多

发展目标

层次、个性化的运输服务需要ꎬ改变西部传统公路物

四川省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在整合公路货运

流货运行业的竞争环境ꎮ

资源、提高公路物流信息化水平、提升公路物流效率
方面ꎬ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若要总体实现信息化、标准

４.２.５

新旧有机结合ꎬ实现平衡发展

结合川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西部公路

化、智能化、集约化转型ꎬ借助互联网思维及技术手

物流货运发展的客观规律ꎬ加强新兴的物流平台传

段和资源整合方法ꎬ需要以“ 组织化、集约化、信息

统物流平台有效衔接ꎮ 通过信息流带动物流、物流

化、标准化、连锁化” 为切入点ꎬ以促进信息交互和

带动商品流、商品流带动资金流ꎬ推进新兴公路物流

提升服务效率为核心ꎬ以立体化物流节点为基地ꎬ以

货运信息平台与传统物流平台协同化合作、平衡发

网络电商平台为载体ꎬ实现公路货运信息平台与其

展ꎬ形成优势互补、协调配套、共同发展的新格局ꎮ

他物流信息平台互联互通ꎬ构建开放型资源共享的

４.２.６

供应链ꎮ 促使川内公路物流货运市场由规模化向细

突出优质平台ꎬ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建立与完善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的考核评价

分化、个性化、多样化演进ꎬ重点扶植和培育几个能

机制ꎬ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服务功能完善、物流组织

够带动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的公路货运信息平

化程度高、公共服务能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货运

台ꎬ助力西部公路物流货运行业高端转型升级ꎬ完善

信息平台ꎮ 对川内发展好的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

公路物流信息平台市场综合功能ꎬ支撑西部开放高

给予重点关照ꎬ促进其做大做强ꎬ发挥示范和带动作

地建设ꎮ

用ꎬ引领四川省物流行业、企业平台迅速向“ 互联网

４.２

实现途径

４.２.１

顺应政策导向ꎬ把握市场机会

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管、规划、协调引导作用ꎬ促

＋物流” 升级跨越ꎮ

４.２.７

借助资本力量ꎬ催化行业加速整合

车货匹配平台、整合社会资源等创新创业的货

进传统公路物流货运平台与互联网平台、信息通信

运物流新型物流企业吸引了众多资本ꎬ融资为公路

技术融合升级发展ꎮ 突出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

物流货运行业注入强大的新兴增长动力ꎮ “ 互联网

用ꎬ鼓励和支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平台管理公司化、

＋” 、公路货运物流、资本通道和集中的成长空间相

运营模式市场化ꎮ

结合ꎬ有助于加快引进先进运营理念和技术ꎬ引进高

４.２.２

级人才ꎬ催化行业加速整合ꎮ

响应电商新需求ꎬ探索公路货运物流新生态

抓住互联网对传统物流产业的重构机遇ꎬ响应

全省电子商务领域新需求ꎬ运用互联网思维、信息化
技术来改造升级传统西部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ꎬ

５

推进四川公路物流货运信息平台建设的

政策保障

在公路货运动态信息采集与监控、交通信息资源整

为促进公路货运物流体系信息化、标准化、智能

合开发与利用、交通运行综合分析辅助决策和交通

化、集约化的形成ꎬ提升公路货运市场的连锁化、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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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化、集中化程度ꎬ推动物流集群化的发展ꎬ优化公

系统之间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互联互通ꎬ全

路物流货运的格局与业务形态ꎬ结合四川省经济发

面整合运输企业、营运车辆等运力资源ꎮ

展和物流需求ꎬ初步建立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

５.４

同化的西部公路物流货运 “ 互联网 ＋ ” 产业生态体

系ꎬ让“ 互联网 ＋ ” 成为西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

从政策上推动示范性“ 互联网 ＋ ” 公路货运信

息平台培育

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制定“ 互联网 ＋ ” 公路物流

要驱动力量ꎬ参照国家各项指导意见、规划通知、行

货运信息示范平台的认定管理办法ꎮ 综合考虑规划

业条例ꎬ建议制定以下保障政策:

实施、功能开发、集聚集约、运营管理、模式创新、融

５.１

资能力等制定平台评价指标ꎬ加快建立示范平台的

国家对四川省“ 互联网 ＋ ” 公路货运物流创业

创新产业的重大项目予以政策支持与保障ꎬ为四川

考核与评价机制ꎬ规范示范平台的建设考核标准ꎮ

打造成西部开放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对示范公路货运信息平台发展情况定期进行综合评

鉴于目前国内公路货运物流信息平台开发的乱

估ꎬ对发展好的信息平台在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等方

象ꎬ国家应当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正确引导行业发展

面给予重点倾斜ꎮ 通过平台的不断优化ꎬ能够辐射

的方向ꎬ避免各个地区在“ 互联网 ＋ ” 物流的新一轮

带动四川周边省市ꎬ形成西部开发开放新局面ꎬ更深

博弈中出现“ 群雄逐鹿、走火入魔、两败俱伤” 的格

入、更广泛、更有效地推动西部开放高地建设ꎮ 要坚

局ꎬ浪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ꎮ 四川作为在公

持市场导向的前提下ꎬ大力扶持如传化物流和四川

路货运物流信息平台开发与建设方面所做出了积极

东亨科技等有实力和创新性的物流信息平台ꎬ将之

探索与实践的优势地区ꎬ国家要对四川省“ 互联网

打造成为具有区域乃至全国影响力的公路货运信息

＋” 公路货运物流创业创新产业的重大项目予以政

策支持与保障ꎬ为四川打造成西部开放高地提供有
力支撑ꎮ
５.２

平台ꎮ
５.５

云” 服务体系建设

将建立公路物流货运平台建设和运营标准纳

入四川物流业发展规划与重点工作范畴

从政策上推动四川物流大数据中心与 “ 公共
建议四川省政府高度重视四川物流大数据中心

与“ 公共云” 服务体系建设ꎬ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

四川省人民政府西部物流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和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理念ꎬ加大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在落实“ 互联网

推广信息技术应用产品在物流领域的研发和应用ꎬ

＋” 高效物流的工作方案时ꎬ要将建立公路物流货运

平台建设和运营标准纳入四川物流业发展规划与重
点工作范畴ꎬ对四川省“ 互联网 ＋ ” 公路货运物流创

推动互联网产业与传统物流业有机融合ꎬ提高公路
物流货运平台信息化、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ꎮ
要以各类信息采集为关键突破口ꎬ以信息转换与互

业创新产业的重大物流项目、物流平台建设、物流技

用为研发重点ꎬ以数据挖掘为应用方向ꎬ依托四川省

术创新、标准化示范应用等给予重点扶持ꎬ以标准来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与西部物流中心建设ꎬ构建物流

指引行业规范发展、良性竞争ꎮ

大数据中心与“ 公共云” 服务体系ꎬ为物流行业各个

５.３

要素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ꎬ解除众多中小物流

政策上确保实现公路货运信息平台与其他物

流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为了彻底改变物流信息平台“ 孤岛化” 现象ꎬ建
议政府部门出台物流信息网络体系建设的政策措

企业各自为战之苦ꎮ
５.６

从政策上积极推进公路货运信息平台模式创

新ꎬ打造平台融资环境

施ꎬ实现四川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公路货运信息平

建议政府出台推进公路货运信息平台服务创

台、物流园区信息平台、天府云仓信息平台、快递管

新、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和融资模式创新的保障

理信息平台等互联互通ꎬ加快推进企业物流信息系

政策ꎮ 推动服务创新ꎬ鼓励公路货运信息平台构建

统、行业物流信息平台与四川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开放型资源共享的供应链管理集成平台ꎬ为客户提

数据对接ꎬ建设全省物流大数据中心ꎮ 同时构建互

供一体化、个性化和精益化的供应链物流服务ꎬ解决

通省际、下达市县、兼顾乡村的物流信息互联网络ꎬ

物流平台整合模式在金融、信息、科技高端层面的服

建立各类可开放数据的对接机制ꎬ加快完善物流信

务机制和项目创新ꎬ用服务创新提升物流平台整合

息交换开放标准体系ꎬ实现物流各个环节和各业务

模式功能创新ꎻ推动技术创新ꎬ积极推进物联网、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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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３Ｇ、移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在物流领域的研

流” 环境下ꎬ培育新的增长动力ꎬ集成该省新的发展

发应用ꎬ以新技术引领物流服务模式创新ꎻ推动发展

优势ꎬ打造覆盖全国的公路物流信息平台ꎬ为建设西

模式创新ꎬ大力发展“ 物流 ＋ 交易” 、“ 物流 ＋ 金融” 、
“ 物流 ＋电子商务” 等新型业态ꎮ 积极推进与传统物

部经济发展高地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ꎬ形成西部内
陆开放高地跨越提升的新格局ꎮ

流园区的协同化运营ꎬ促进服务功能的整合ꎬ形成线
上线下经营网络ꎬ建立全省公路货运物流业的联络
协调机制ꎻ推动融资模式创新ꎬ鼓励公路物流货运产
业做强融资平台ꎬ通过银行贷款、股票上市、发行债
券、增资扩股、吸引外资和民间投资等多种途径筹集
建设资金ꎬ营造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环境ꎮ

６

结束语
本文针对国内公路物流货运市场发展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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