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治理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8
N

o.5
Septem

ber2020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年年

第第
十十
八八
卷卷

第第
五五
期期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中出现了运输通道受阻、应急物资分拨不畅等

问题，暴露出中国的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

保障的特征和难点，解析此次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中的经验及所暴露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指出既有交

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时存在不足之处：缺乏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

运输保障特定需求的相关措施和专项预案，缺乏完善的将全社会运输资源进行有效组织的机制，缺

乏应急运输系统参与者的高效沟通协调机制，缺乏应急物流设施合理配置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

提升中国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的基本对策，并从应急物流网络结构、节点设置、

运行机制和协同运作等方面研究了依托既有资源快速构建应急物流网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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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national emer-

gency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such as blocked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and ineffective allocation of

emergency materials, has revealed that some deficiencies exist in such work in China.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in emergency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VID-

19 pandem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ergency transport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causes of problems

exposed.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weaknesses of existing transportat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

tem in dealing with major emergencies: 1) lack of relevant measures and special plans for emergency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to ensure specific needs during pandemic; 2) without a well-developed mecha-

nism to effectively organize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in the whole society; 3) short of mechanism for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mergency logistics facilitie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emergency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during pandemic, and discusses the methods to quickly develop an emergency logistics network

in several aspects: emergency logistics network structure, node setting,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oor-

dinated operation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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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2020 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及

周边地区集中暴发，并在全国多地迅速传播

扩散，很多省市相继发展成为重点疫区。社

会各界力量组织开展了涉及全国甚至海外

的、规模浩大的应急物资输送，有力保障了

疫区紧急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需求。但是，

在整个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中出现的运输通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对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对策

102



朱朱
晔晔

突突
发发
公公
共共
卫卫
生生
事事
件件
下下
应应
急急
物物
资资
运运
输输
保保
障障
对对
策策

受阻、应急物资分拨不畅等问题，暴露出中

国重大突发疫情下的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仍存

在一定程度的不足。

中国的应急管理经历了 70 年的发展，

在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机构等方面呈

现鲜明的经验特征[1]。相关研究始于2003年

非典疫情之后，但以突发疫情为背景的研究

相对较少 [2-4]；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研究

主要针对震后救灾问题，提出应急管理体系

的完善对策[5-7]。国外对应急物流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设施选址和路径选址模型上，大多是

以自然灾害为研究背景，考虑地震等自然灾

害带来的道路破坏以及灾区内诸多不确定性

因素，研究灾前应急配送中心的预先规划方

法或灾后应急配送中心的选址方法[8-12]。新

冠肺炎等重大突发疫情对运输保障的要求，

与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有着显著不同。因

此，剖析此次疫情中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中暴

露的问题，研究如何提升重大突发疫情下的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对于健全中国应急

物资运输保障体系，提高在面临重大突发疫

情时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11 防疫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特征防疫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特征

1）应急物资运输需求涉及范围大、增

长迅速、持续时间长。

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宣布“封城”

后，各省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武汉市

确诊病例数快速增长，并向湖北省其他地区

迅速蔓延。多点防疫、多点救治迅速展开，

其中武汉市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超过 40

家，启用方舱医院16家，有346支医疗队支

援武汉市和湖北省。一时之间，应急医疗物

资需求增长迅速，并随病患数量的快速增加

而持续加速增长，应急医疗物资出现严重短

缺。与此同时，疫情防控工作持续进行，物

资、人员流动受限，疫情严重地区居民日常

生活保障物资问题也开始显现。多方筹集的

应急物资需要源源不断地快速送达疫区。

2） 应急物资来源广、运输需求复杂、

运输时限紧迫。

春节特定时期和疫情防控要求造成相关

从业人员短缺、生产原料供应不足等问题，

使得应急医疗物资来源于国家储备、应急生

产、海外采购和全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呈

现多主体、多品种、多标准、零散以及分配

条件不统一的显著特征。国家调拨与社会捐

赠形式并存，在疫情初期由于应急物资紧

缺，社会捐赠医疗防护用品起到重要作用

(见图 1)。湖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接收社

会捐赠情况公告(第10号)显示，截至2020年

3 月 17 日，湖北省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物资

1.1亿件(套、个、瓶)，其中武汉市 4 813.71

万件(套、个、瓶)。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防

控每日看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4月 7日，

全国通过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

运输方式累计向湖北地区运送防疫物资和生

活物资 120.55万 t，运送电煤、燃油等生产

物资181.6万 t(见图2)。其中，国务院联防联

控医疗物资保障组累计为湖北等地区调拨医

用防护服 800余万件，医用隔离面罩(眼罩)

165万个，免洗手消毒液 357 t，手持红外测

温仪 66万台，负压救护车 1 000余辆，呼吸

机等医疗救治设备 7万台(套)。应急医疗物

资运输需求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供应点多、需

求点散、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运输时限方

面要求紧迫，需要多种运输方式、多方运输

服务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运作，快速、

准确、适时地将应急物资送达，运输保障任

务繁重且复杂。

3）运输保障人力资源短缺、运输通道

不畅、运输组织难度大。

此次疫情突发在春节特殊时期，大量物

流运输从业人员返乡停工，加之各省在启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重点疫

区采取“封城”措施，大批货车驾驶员、配

图1 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医用外科口罩调配情况

Fig.1 Allocation of medical surgical masks by Hubei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eadquarters

资料来源：湖北省人民政府(https://www.hub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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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员处于被隔离状态。在疫情初期，外省

市货车驾驶员执行一次到湖北省的货运任

务，出湖北省就需要隔离 14天，造成运输

保障人力资源严重短缺。随着疫情的持续发

展，各地政府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纷纷进行

道路交通管制，道路设卡导致运输通道不

畅。此外，小区封闭式防疫防控管理也使得

物资“最后一公里”的投送难度加大。作为

承担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的干线运输和物流配

送企业，运输配送生产作业各环节的正常运

作因防疫需要受到影响，运输组织难度加大。

4）运输配送作业复杂、难度大。

应急物资品类繁多，特别是医疗物资具

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和使用标准，需精准分类

配送。此外，应急物资来源渠道众多，除了

国家统一计划调拨外，社会捐赠的应急物资

来源分散，通常多频次、不定时到达，来货

的数量、品类和时间难以掌握。这些特征增

加了应急物资到达分拣/配送中心后进行分

类分拣作业的难度。与此同时，需求端对应

急物资需求的急迫性，要求运输配送系统具

有高水平的分拣和配送作业效率，而临时性

的物流仓储场地设施设备能力和作业水平有

限，进一步加剧了运输配送作业组织难度。

22 发展现状发展现状

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国家

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

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标志

着中国应急管理进入了“一案三制”时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方面，《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06年)规

定，国务院卫生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全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

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

作，建立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物资和生

产能力储备，根据应急处理工作需要调用储

备物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物资保障方

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

预案》 (2006年)原则性规定了各政府部门和

组织承担的职责：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

卫生救援应急药品、医疗器械、设备、快速

检测器材和试剂、卫生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储

备计划建议，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应急物

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药品、医疗

器械和设备的监督管理，海关负责突发公共

事件医疗卫生救援急需进口特殊药品、试

剂、器材的优先通关验放，红十字会负责依

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铁路、交

通、民航等有关部门，保证医疗卫生救援物

资运输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

确保运输安全畅通，紧急情况下负责开设应

急救援“绿色通道”。

当前，中国重大突发疫情下的应急物资

运输保障是通过《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规定》 (2011年)(以下简称《规定》 )及相

关预案体系的响应来开展和完成的。《规

定》要求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和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应急联动协

作机制，根据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

实际需要，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协同应对

超越管辖区域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规

定》指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交通运

输企业的应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应急管理工

作，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编制应急

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关于加强基层交通

运输应急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0年)要

求按照“统筹规划、规模适度、平急结合、

专兼结合、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原则，

建立专业应急队伍与兼职应急队伍、志愿者

队伍相结合的交通基层应急队伍。

针对由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或省级人民

政府牵头处置，需由交通运输部参与处置的

图2 全国每日向湖北地区运输应急物资量情况

Fig.2 Daily freight volume of emergency materials to Hubei province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防控每日看数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http://wjw.hub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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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

安全等事件，以及需由交通运输部提供公

路、水路等综合运输应急保障的事件，根据

突发事件的特点、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等，

分为四级响应。交通运输部管理的国家铁路

局、民航局、邮政局依职责负责处置需由交

通运输部本级响应的突发事件。《交通运输

综合应急预案》《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水

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共同构成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下交通运输的应急预案体系，规

定了应急事件响应等级、启动条件及日常应

急管理机构和职责分工。但是，既有预案体

系对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的特

征和难点缺乏针对性措施。

33 既有经验既有经验

此次疫情中，中国应急救援物资保障体

系初见成效，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展了涉及全

国甚至海外的、规模浩大的战“疫”应急物

资输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物流与运输行

业协会和社会物流力量群策群力，有力保障

了疫区紧急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需求。

2020年1月21日，交通运输部启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二级应急响应，及时设置物流

保障办公室，负责健全部省联动的运输保障

工作机制，统筹铁路、公路、水运、邮政等

运输方式，协调解决应急物资运输通行问

题，下设公路、铁路、水路、邮政 4个应急

运输保障组，全力做好应对疫情各类应急物

资、生活物资、重点生产物资运输保障。交

通运输部公布的交通运输防控每日看数据显

示，截至 2020年 4月 7日，交通运输部物流

保障办公室受理各部委、各省提出的应急运

输保障工作 134 项，共下达紧急运输指令

153项，累计运输货物3.79万 t。各省受理应

急协调物流运输保障事项 63 634 项、解决

63 455项。

物流与运输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政府部门

和企业关系中的桥梁作用，主动服务疫情防

控大局，组织和动员行业、企业在医疗防护

物资生产、民生物资供应保障、参与专门医

院建设以及捐款捐物、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京

东、顺丰、九州通等物流企业在社会捐赠医

疗物资与生活物资运输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京东在疫情初期不到 40 天的时间里，

有效开展了全国近 300个城市的正常订单受

理和配送服务，向全国消费者提供了 2.2亿

件、29万 t的米面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用

品[13]。疫情初期，京东物流依托自建的物流

运输通道和基础设施，开通了全国各地驰援

武汉救援物资特别通道，承担了近 400多家

机构的捐赠运输任务，截至 2020年 3月底，

累计承运口罩、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按摩椅

等应急医疗物资超过7 000万件，总重量约3

万 t[14]。京东物流多年积累的平衡供需、全

渠道供应、仓网优化、早期预警模型和无人

配送等物流技术创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体系的

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思路。此外，顺丰快

速启动驰援物资的物流通道，同时和中国邮

政一起联合拼多多建立起全国农产区直连湖

北的特殊物流通道，保障医护人员的食物供

给。九州通物流公司协助武汉市红十字会开

展捐赠物资和药品的仓储管理工作，运用现

代医药物流技术大大提升了捐赠应急物资的

调配效率。

44 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

此次以武汉市为中心的全国一致战

“疫”，涉及大量应急物资在全国范围内调配

供应的过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任务复杂繁

重，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1）疫情初期应急物资供应链混乱无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迅速调

配各方资源驰援武汉，但各方参与者未能快

速组织、协调起来，未能与整个应急体系实

现有效对接，医疗防护物资供应紧缺，供应

链上游储备不足、复产缓慢，末端道路封

闭，分拨迟滞，应急物资供应链出现一定程

度的混乱局面。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工作的既有预案体系

中，缺少主管部门对重大疫情下全国应急物

资运输保障运力组织方案的顶层设计，缺乏

对各级运力保障系统的统筹规划，不能在有

限的时段内共筑合力，形成强大的运输保障

生产能力。同时，缺乏应急时的统一调度、

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系统，各地物流运输企

业自发独立运作，需求变化和运力保障动态

不能实时掌握，车货信息不匹配、不对等，

运输环节也出现一定的混乱无序状态。自发

无序的运输组织，在效率、保障水平和可靠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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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难以支撑应急运输保障需要。此外，

运输保障需求与各地各部门防控防疫的条块

控制产生了矛盾，物流运输车辆通行受阻、

驾驶员滞留，阻碍了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这

一现象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已经发生[6]，但

面对突发的重大疫情，依然被动应对，暴露

出相关标准更新机制的缺失。

2）干线运输与末端配送衔接不畅。

大量应急物资通过干线运输源源不断进

入重点疫区后，接力干线运输与末端配送转

换的物流节点系统缺乏统一规划布局。应急

物资存储转运、分拣配送所需物流场地设施

设备的缺乏，以及受到对干线运输驾驶员采

取隔离策略的影响，使得运输链条不畅，应

急物资不能及时进入配送环节，影响应急物

资全程运输时限，不能及时有效发挥应急物

资的保障作用。2020年 2月 2日，交通运输

部办公厅采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建议，

发布《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做好进鄂

应急物资中转运输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湖

北地区确定 5个物流园区作为进鄂应急物资

道路运输中转调运站，为外省进鄂的各类应

急物资提供中转服务，这才解决了干线运输

与末端配送的优化衔接问题，也为今后应急

物资运输保障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思路。

3）末端配送缺乏专业物流组织。

末端物流配送自发而混乱，各自为政，

缺乏统一、有序、协调的调配组织，大量应

急物资进入疫区后，在应急物资末端配送过

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在管理方面，缺乏明

确的统一指挥部门，各职能部门分工不明

确，职能部门间缺乏联防联控机制，造成指

挥协调能力缺失，物流资源调度不力。在组

织方面，职能部门缺少组织相关专业物流运

输企业开展配送服务和沟通末端物流配送各

参与方间的能力，面对强大的应急物流配送

需求，未能快速形成应急物流配送生产能

力，不仅使捐助方、医院方、运输物流服务

方等独自解决问题，末端配送物流也基本处

于混乱的自组织状态。在需求匹配方面，供

需之间缺乏高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手段，使

得有些仓库应急物流堆积却未能及时配给，

而医院急需医疗物资又不能及时得到供给，

出现湖北武汉、河南信阳等地医院多次公开

向社会公布捐赠需求的现象。

总体来看，在此次应急物资运输保障

中，在对于社会力量的组织、末端配送的协

同、预案的针对性方面均存在问题。社会物

流运输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物资的运输保障并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一体化的运

输保障组织机制，疫情发生后未能迅速有效

地将各参与者组织、协调起来，也未能有效

地与疫情下的整个应急体系对接起来，造成

在实际应急物资运输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临时

措施，影响应急物资运输时效。中国交通运

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面对重大突发疫

情时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缺乏针对

突发重大疫情的运输保障专项预案；缺乏完

善的将全社会运输资源进行有效组织的机

制；缺乏应急运输系统参与者的高效沟通协

调机制，应急运输协调指挥主要依靠人工联

络；缺乏建立应急物资绿色通道或专线通道

的相关标准，各区域的通行要求不统一、地

方执行不到位；缺乏应急物流设施合理配

置，难以形成统一调配、协同运作的一体化

运输保障体系，从而有效组织全社会共同承

担应急物资的运输保障任务。

55 保障对策保障对策

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

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见图 3)，需要通过

完善的“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相关政

策的支持和引导、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构

建基于综合运输的应急物流网络，同时有效

调度各方资源协同运作来共同完成。

55..11 保障能力提升对策保障能力提升对策

1）健全应急物资运输组织管理机构的

职能和运行机制。

技术保障

政策保障

体制、机制、法制预案

供给 需求

调度组织

运力资源

物流网络
基础设施

信息

物流园区

场站码头 通道

邮政

公路

水运

铁路

航空

无车
承运人

物流
企业

个体
驾驶人

工厂

海外采购

捐赠

储备点

工厂 防疫部门

储备点

社区

医疗机构

配匹

图3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总体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emergency material transportation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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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急常”兼备、分工明确、职责清

晰、响应及时、流程规范、全程可控的应急

物资运输组织管理机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时，全权负责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组织工作；

平时负责应急物资运输物流网络规划、节点

设施和运力资源的配置原则和标准的制定，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专项预案的制定、日常演

练以及应急运输保障能力评估工作。

2）制定针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应急物资

运输专项预案。

针对重大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的特

征与难点，基于统一调度、多方主体融合、

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保证干线运输时限

与运输能力的原则，编制干线运输专项预

案；基于疫情全过程多主体协同运作、高效

调配的原则，编制城市配送专项预案。运用

仿真技术，从运达时限、运输能力、点线能

力匹配、协同运作效率等多个方面评估预案

的可操作性与实施效果。

3）完善应急物资运输绿色通道通行制度。

制定明确统一的应急物资运输绿色通道

通行标准、车辆识别标准(车辆标识、通行

证等)、信息交互标准、审批流程等，实现

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保障标准统一，减少

沟通协调时间，切实保障绿色通道通行顺畅。

4）构建干线与末端有机衔接的应急物

流网络。

将重大疫情下的应急物资运输需求纳入

国家及省市的相关交通、物流规划中，制定

应急物资储备点、分拨点以及运力资源的配

置原则、标准、使用方式及保障政策，优化

节点布局和资源配置；构建干线运输网络与

城市末端配送网络有机衔接的应急物流网

络，充分发挥综合运输系统的干线运输能力

和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的分拨配送能力，整体

提升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

5）建立覆盖运输全过程的应急物资运

输指挥系统。

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

兴技术，以应急物资运输组织指挥中心为核

心，以应急物资运输需求受理、运输计划制

定、运输任务下达实施、全程运输监控、物

流信息动态跟踪、信息汇总分析为主线，通

过电子数据交换提升应急物资运输组织指挥

手段。电子数据重点与物资筹备部门、社会

机构、慈善组织信息平台对接，受理运输需

求；与干线运输企业、物流企业及相关物流

与运输信息平台对接，下达运输和配送任

务、获取车辆及物流动态跟踪信息。

6）建立政府与社会物流运输企业的协

同运作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跨地区、跨行业的协调指

挥功能，实现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合作，有效

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应急物资运输保障工

作。充分发挥大型物流运输企业服务网络覆

盖面广、专业性强、服务能力和水平高的优

势，提升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

7）充分发挥社会物流力量保障社会捐

赠物资运输。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能力的提升必须从政

府调配物资和社会捐赠物资两个方面共同推

进。通过推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京东物流

等先进物流企业的成功经验，提升物流仓网

的动态优化调整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物流力

量，优化社会捐赠流程，构建高效的社会捐

赠物资运输保障系统，实现非定向捐赠物资

集中调配和精准匹配、定向捐赠物资的直达

时效运输，以整体提升社会捐赠物资的运输

保障能力。

55..22 网络构建与协同运作网络构建与协同运作

重大突发疫情下的疫情防控措施，直接

造成大批物流运输企业、物流园区停工，道

路封闭，运输活动无法顺利开展，严重影响

进出疫区运输服务的正常运行。重大突发疫

情下应急物资运输任务复杂，在运输资源受

限的情况下，需要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快

速形成分工明确、协同运作，由供应点、集

(转)运点、分拨点、配送点、医疗点(社区)

组成的干线运输和末端配送两级应急物流网

络，保障应急物资运输任务的适时有序完成。

1）应急物流网络的基本结构。

在重大突发疫情下，政府调拨物资和社

会捐赠物资的运输保障采用不同的运作模

式。政府调拨物资通过对运力资源的征用，

由场站码头等社会物流节点接入来组织完

成，而社会捐赠物资需要依托新型现代物流

企业自身网络系统来完成。两种运作体系相

辅相成，共同完成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任务，

总体的应急物流网络结构参见图4。

覆盖城市分拨中心(转运)的干线运输网

络，是基于全国综合运输体系构建的多种运

输方式、多方运输主体联合运输，承担应急

物资由供应点至疫区城市分拨(转运)中心的

干线运输任务；同时，整合社会物流配送资

源建立末端配送网络，承担分拨(转运)中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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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配送中心向医疗点(社区)的配送任务。

分拨(转运)中心有机衔接干线运输与城市配

送，能拓展应急物资物流网络与社会运输资

源的对接。

2）应急物流网络的节点设置。

以国家物流枢纽为依托整体规划设置物

资储备点，以既有社会物流资源的基础设施

为依托设置城市分拨(转运)中心和配送中

心。分拨(转运)中心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应

急物流配送和干线物流转换需求，以纳入城

市应急物流末端配送服务体系的规模化物流

企业的基础设施、物流园区和干线运输场站

设施为依托，进行统一布局。配送中心以纳

入城市应急物流末端配送服务体系的规模化

物流配送企业的基础设施为依托，选取社会

物流配送资源作为补充。

3）应急物流网络的运行机制。

通过分拨(转运)中心实现城市物流配送

网络与干线运输的有机衔接。基于应急物资

配送需求的复杂性，城市末端配送采用分拨

(转运)中心直达配送的一级配送模式和经过

配送中心中转的二级配送模式。城市末端配

送网络由分拨(转运)中心、医疗点(社区)组

成的二级网络与由分拨(转运)中心、配送中

心、医疗点(社区)组成的三级网络混合叠加

形成，通过分拨(转运)中心实现干线运输与

末端配送的衔接转换，由分拨(转运)中心、

配送中心完成向医疗点(社区)的配送任务。

在分拨(转运)中心接入社会捐赠物资，统筹

协调社会机构、慈善组织、民间捐赠应急物

资的运输组织问题，加快社会捐赠物资进入

应急保障体系的进度，充分发挥社会捐赠物

资的积极作用。

4）应急物流网络末端配送的协同运作。

重大突发疫情下出现的应急物资末端配

送问题，并不是单个运输企业或物流企业的

服务能力问题，而是缺乏相应的一体化运输

保障协同运作机制，未能将物流企业有效地

组织起来，充分利用社会物流企业资源增强

应急服务能力。城市末端配送系统需要充分

发挥专业物流企业的作用，构筑以规模化物

流配送企业为主体的应急物流末端配送服务

队伍，建立物流企业之间的协同运行机制，

推动应急物资配送需求与应急运力精准匹

配，形成快速响应的专业化应急物资末端配

送能力。同时，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实时精准对接需求，并依托大数据预测后续

的物资需求。利用物流企业的末端配送网

络，实践运用无人车、无人机、无人仓等先

进技术手段，实施点对点的便利化、快速精

准配送。

强化分拨(转运)中心作为城市物流配送

系统的核心作用。应急管理机构通过对分拨

(转运)中心的调度指挥，整合本地物流运输

配送能力，实现本地物资配送资源协同运

作。以分拨(转运)中心为载体，配置城市应

急物流末端配送服务资源。应急管理机构结

合应急物流末端配送网络资源配置和物流企

业服务能力和水平，制定物流企业进入分拨

(转运)中心的方案，并负责管理入驻物流企

业的运作，当配送运力不足时，负责协调组

织社会运力。入驻分拨(转运)中心的物流企

业承担分拨(转运)中心、配送中心的配送服

务。建立开放的物流信息平台，实现内外信

息的采集、交换、分析、发布，将通向疫区

的干线运输、支线运输、末端配送有机整合

起来，制定周密的货物交接、人员交接、信

息沟通、决策支持方案，提高末端配送系统

运行效率。

66 结语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物资运输需求复杂，

运输保障任务难度前所未有。中国应急物资

运输保障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重大突发疫情

下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要求，需要围绕国家应

急体系建设，结合重大突发疫情下应急物资

运输保障需求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升应急物

物流企业节点 班线

干线运输网络

铁路场站专用线 专列

机场 专机

公路场站枢纽 专线

码头

储备点

生产地/捐赠

海外

铁路、航空、公路、邮政、
大型物流企业……

末端配送网络

中转配送

直达配送

衔接转换

供应点

集(转)运点 企业分拨(转运)中心

社会分拨(转运)中心 社会配送中心

企业配送中心

需求点

图4 应急物流网络结构

Fig.4 Emergency logistics servi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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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运输保障能力：1)建立“急常”兼备、分

工明确、职责清晰、响应及时、流程规范、

全程可控的各级应急物资运输组织管理机

构；2)构建基于全国综合运输体系的干线运

输网络与城市末端配送网络有机衔接的两级

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物流网络；3)建立重大突

发疫情应急物资运输专项预案编制与演练制

度；4)建立覆盖运输全过程的应急物资运输

指挥系统；5)建立地方政府应急机构与主要

物流企业的协同运作机制，发挥社会运输物

流企业在应急物资运输保障中的积极作用；

6)优化社会捐赠物资运输流程，充分利用社

会物流力量提升社会捐赠物资运输保障能

力。重大突发疫情下的应急物资运输保障是

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努力，不断

完善，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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