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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流业既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力军，也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在讨论疫情中

不同地区物资需求类型和特性、运输方式和瓶颈因素的基础上，总结物流业在重点地区物资保障、

国内城市配送与快递服务，以及国际供应链与产业链协同中的重要作用。从高效组网、智能化两方

面揭示政策和技术支撑下的物流网络快速响应策略。从物流业全面复工复产视角，解析以重点区

域、重要节点和重点企业为核心的分阶段快速恢复策略。最后，构建以参与主体、组织主体、运行

载体和信息保障等为核心的应急物流网络体系设计框架，并提出具体实施建议。

关键词：交通政策；城市物流；应急物流网络；应急保障；智能化；供应链；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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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not only the main force in fighting the COVID-19, but also one of

the industries has suffered the most during the pandemic. By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 in demand for

various types of material demand during the pandemic, transportation modes and bottleneck in differ-

ent reg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materials protection in

key regions, domestic express delivery and distribution, and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

The rapid response strategies implemented by the logistics industry were largely dependent on effec-

tive policy making, efficient intra-industry networking and various logistics innovation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production resumption, the paper highlights multi-phase rapid re-

covery strategies with specific focus on key regions, key nodes and key enterprise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n emergency management-oriented logistics network system, in which participating entities,

organizing institutions, operators and carriers, and information providers are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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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网络快速应对疫情的策略与体系设计物流网络快速应对疫情的策略与体系设计

00 引言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

炎”)疫情具有影响范围广、传播能力强和

致病性高的特点，对全球社会经济运行造成

巨大挑战和深远影响，加剧了全球经济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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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工格局调整。其中，供应链与物流运行

中断、延迟等被认为是各国均面临的关键挑

战，容易引发卫生服务、医疗用品和食品供

应短缺等人道危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1-2]。

有关问题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

织、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国际组织的关注和

重视[3]。

物流的重要性在应对 2014 年埃博拉疫

情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已经得到充分证

明[4-5]。依托专业化、现代化和富有弹性的网

络体系，中国物流业充分发挥动员能力强、

智能技术与装备应用领域广的优势，通过政

府、企业、专业机构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

和团结协作，既为疫情紧急区域的应急医疗

和生活物资提供了高效保障，也有效支撑了

全国其他地区的物资采购、运输与配送任务。

在疫情传播涉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确诊病例突破 1亿例的情况下，世界各

国物流业均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物流业有效

克服了早期疫情应对中的一系列短板，在保

障应急医疗物资和重点区域生活、生产物资

供应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总结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下物流业快速响应与恢复策略，

系统认识应急物流网络运行的机理与机制，

有利于反思中国物流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和不

足，高水平建设应急物流体系[6-7]。

11 物流业在疫情抗击中的作用与短板物流业在疫情抗击中的作用与短板

由于疫情暴发正值 2020 年春运期间，

大多数物流企业员工处于休假状态，物流园

区、物流中心、大型仓库多处于低频率运行

状态，这对疫情应对造成巨大挑战。在国务

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下，交通

运输部联合有关部门成立了物资保障组物流

保障办公室，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物资优先

级、需求特征和高效运输方式的差异，采取

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克服了关键瓶颈因素

(见图 1)。例如，对于当时疫情中心的湖北

省武汉市，通过在周边设立 5个应急物资运

输中转站，保障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应急

物资运输周转的需要，落实绿色通道政策，

确保物资运输车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

费”，优先便捷通行等措施，有效应对了物

流网络运行中的通道不畅问题，并实现了线

上线下一体化保障。从重点区域、国内和国

际等空间尺度开展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物

流业的角色和作用差异。

11..11 快速提高武汉及湖北地区重点物资快速提高武汉及湖北地区重点物资

储运的专业化能力储运的专业化能力

疫情期间，武汉及湖北地区亟须大量医

疗与生活物资，类型多样且时间紧迫性高。

全国各地集中一切力量，依托高效的国际国

内物流网络，克服了大规模物资调配情况下

的车辆调度、库存管理以及最后一公里配送

难等关键瓶颈问题，通过公路、铁路以及航

空等多种运输方式为湖北省输送了大量物

资，为社会性隔离与集中性住院提供了有力

支持。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在疫情暴发

期(1月29日—2月1日)，公路和铁路输入物

资为平缓期(2月 17日—3月 8日)的近 3倍，

防控和生活物资占比达 95%以上[9]。从分品

类来看，1月 13日—2月 12日运抵武汉的物

资主要类型和占比为：蔬菜61%、水果17%、

食品和饮料14%、医疗物资5%、谷物3%[10]。

尽管在1月23日封城后，进入武汉市的货运

总量下降了75%，但医疗物资的货运量却比

一周前增加了 30%。在专业化物流支撑下，

将资源集中于少数供需缺额较大的地区，尽

快缓解疫情控制、病患医疗、基本生活以及

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物资短缺压力，为整个国

家和区域抗疫赢得了时间。

11..22 稳定恢复中国主要地区的常态化快稳定恢复中国主要地区的常态化快

递和储递和储、、运运、、配一体化能力配一体化能力

当前，线上购物已经成为中国居民消费

图1 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同区域层次的物流特征和瓶颈因素

Fig.1 Characteristics and bottleneck factors of logistics in different

reg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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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渠道。2020年一季度中国网络零售规

模与 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甚至增加了5.9%。可见，居家隔离期

间大多数居民均依赖网络购物，以尽可能降

低外出感染风险，这对于快递业既是挑战，

也是低成本、高时效的快递服务优势在疫情

抗击中的充分体现。其次，外卖、宅配、闪

送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线上和线下

的融合，为居民生活提供多样化选择。国家

邮政局启动了Ⅱ级应急响应，完善统一管

理、统一调配的应急物流体系，建立寄递服

务不中断保障机制，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EMS)建立了专门的航线，以连接武汉与北

京、广州、上海等重要城市，并及时为武汉

市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EMS、京东物流、

顺丰速运三家快递企业在疫情期间一直坚持

提供快递服务，而其他快递企业2月10日开

始全面复工，保障了快递业务的常态化运

行，逐步恢复了储、运、配一体化服务能力。

在疫情期间，物流行业结合中国快递服

务长期以来形成的网络优势，响应特殊时期

对“生产企业—电子零售商—终端消费者”

供应链条的巨大需求，将疫情冲击传统“生

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门店—终端消费

者”供应链条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

物流业的快速响应能力、灵活性以及基本保障

功能在这一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

11..33 逐步畅通支撑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逐步畅通支撑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

运营的通道运行能力运营的通道运行能力

中国作为国际供应链的重要枢纽和各类

物资的主要输出国，在疫情冲击下，国际物

流供应链中断、运力不足以及在途时间增加

等问题十分突出。在特殊时期的功能实现需

要来自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11]，特别是物流

运输中涉及海关、检验检疫等流程的协调工

作，有力支撑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有序畅

通运行。

按照国务院复工复产工作机制，交通运

输部会同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等 12个部门成立了国际物流工作专班，研

究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国际货运能力的政策措

施，包括推动解决国际货运机组人员的检验

隔离问题、全面做好抗疫物资外援的运输保

障工作、着力解决国际邮件的积压问题。例

如：1)协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邮政”)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进行需求对接，合

作开展海运邮件的寄递业务；增加国际航空

货运能力，鼓励航空公司用客运飞机支持货

物运输。2)提高中欧班列运输保障能力，

2020年 1—4月，中欧班列共开行 2 920列、

发送货物26.2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4%和

27%，综合重箱率达 98%，累计运送抗疫物

资66万件。3)采取有力措施严控质量、规范

秩序，发布防疫用品国外市场准入信息指

南，加强防疫物资市场和出口质量监管，保

质保量向国际社会提供防疫物资与生产物资。

然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中国的应急物流体系也呈现出一些短板，集

中表现在三个关键环节、两个保障系统和一

个重点领域(见图2)。

三个关键环节指物资的储备、运输与分

配环节。现有储备以政府为主，与关键企业

联动不足，家庭医疗储备制度尚未普及，导

致储备成本高，企业和家庭储备意愿不足；

在运输过程中，航空货运班机数量和网络覆

盖不足致使短时快速调拨困难，而临时调配

的物流企业缺乏经常性的应急物流演练，专

业防护器具配备不足，难以安全高效完成物

资运输任务；在物资分配过程中，诸如红十

字会等慈善机构不具备满足大批量应急物资

管理的专业人员、信息系统和预案，难以满

足复杂多样的分配要求。

两个保障系统指实体设施载体与信息平

台。当前，中国应急物流设施建设集中在粮

食、水利等领域。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大

型公共物流节点规划建设中，对应急功能和

设施配置的系统考虑不足；在公共物流信息

平台和应急物流系统建设过程中，尚未形成

生产、运输、储存、分配、需求全流程信息

的采集、处理与发布功能，平台之间的协同

不足。

一个重点领域指冷链和医药物资领域。

2020年5月以来，北京、山东等多地的疫情

均与冷链环节相关[8]，这表明中国应急物流

全过程监控系统尚未完全形成，前端和后端

环节消杀能力不足，存在安全隐患。为满足

新冠肺炎疫苗分配的迫切要求，应提前设计

应急物流预案和追溯系统，加强应急物流企

业培训，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

22 物流网络快速响应策略物流网络快速响应策略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物流网络的高效

运作依赖于运输政策制定者、物流公司以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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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其他众多参与者的密切合作。中国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涉及节点、通道、企业、

物资以及物流仓储、配送与信息智能化等全

方位的政策方案与技术保障措施。物流网络

中的核心组织主体(如重点企业、园区管理

组织)在政策支持下，充分发挥应急积极

性，保障物流网络不间断运作，提高供应链

响应速度。通过采取高效组网策略和智能化

策略，及时满足不同类型应急物流需求(见

图3)。

22..11 高效组网策略高效组网策略

为了与武汉等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保

持联系，各级运输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有效

协调，围绕核心节点，打通主要通道，依托

关键企业，保障重点物资，实现了高效组

网。主要举措包括：1)围绕核心节点，降低

服务费，保障各类运输网络密集的配送中

心、物流园区正常运行，增设应急物资中转

站，由外地车卸货后，疫区内的本地车运回

市区，双方无接触可降低驾驶员感染风险，

减少运力流失；2)对于主要通道，采取简化

通行手续与免收车辆通行费策略提高物资运

送车辆的通行速度，将中欧班列集装箱运输

车辆纳入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保证防疫

物资进出口畅通，增强物流网络的物资大量

集中与高效供应能力；3)建立重点保障企业

名单制，并向经营必需品流通相关业务的物

流公司提供补贴、支持性融资和退税，这为

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与复工复产提供了良好

制度环境。4)对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重要生

产生活物资实施绿色通道政策，优先保障绿

色通道车辆快速通行，完善应急调度机制，

保证抗疫工作有序进行。

在高效网络的支撑下，制造、交通服

务、物流平台、快递配送、供应链管理、电

子商务和仓储设施等多类企业协同运行，从

前端采购、干线运输、末端配送、质量控制

等方面全力提高物资需求满足率，增强物流

网络协调与优化控制能力，提高需求响应速

度和准确性。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物流供应

链重构与物流网络重组是一个涉及多部门、

多渠道、多模式和多行业的复合式过程，在

公共部门的支持和协调下，通过市场需求的

引导和推动，形成一条具有结构韧性和模式

弹性的特殊供应链，建成一张集约调度与快

速响应的应急物流网络。其中，公共部门的

定位需要界定清晰。为保证组网在有限时间

内完成，需要公共部门充分利用组织能力，

完成资源配置、平台沟通、部门协同的统筹

工作。特别是要依托跨部门和多渠道的信息

采集、汇总与处理能力，保障统一信息平台

的建立。由平台负责收集、处理和发送信

息，并下达协同指令，信息渠道的畅通对于

组网效率提升有着关键性作用。最后，要将

应急组网策略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统一的

行动指南，及时更新操作规程。

物资储备
环节

物资分配
环节

物资运输
环节

航空货运班机不足
专业化应急物流企业数量少

应急运输动态企业库亟待建立

政府常规储备与关键企业
联动不足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亟待建立

慈善组织集中分配能力不足
应急物资分配预案缺失

社会化分配制度亟待建立

应急物流规划不到位
专业化设施配置不足

专业化应急物流网络亟待形成
信息平台

生产、运输、储存、分配与需
求全流程信息整合能力弱

应急物流信息平台亟待建立

设施载体

应急物流
管理短板

冷链和
医药物资
领域

全过程监控难
前端和后端环节消杀能力不足

全流程可追溯应急处置系统亟待建立

图2 中国应急物流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的问题

Fig.2 Emerg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mergency-response logistics system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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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智能化策略智能化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促成了许多产业和行

业创新，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应用为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播提供了有

力支撑。物流行业从创新的运输方式、先进

的仓储设备、新颖的商业模式以及智慧化物

流数据流中受益匪浅。政策制定者也着眼于

智能化的物流发展策略，从仓储、配送以及

信息等多方面布局疫情应急物流供应链，以

保证物资供应效率，提高应急物流响应速度。

仓储数据化、可视化与智慧化，推动智

能标签、无线射频识别等自动识别标识技

术，自动或快速分拣技术，货物跟踪系统等

在疫情应急仓储中的广泛应用，同时为自动

化立体仓库、自动输送分拣系统以及自动化

车库的发展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通过人、

机、环境、系统的相互链接与相互作用，仓

库自动完成货物入库、盘点、分拣和发货，

极大提升了生产力与运作效率。例如在菜鸟

广 东 仓 库 中 ， 搬 运 机 器 人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AGV)接收订单后将货物运至

库位，操作员只需在集货台等待即可，订单

拣选后再由AGV运至打包区，减少大量无

价值位移，工作效率提升至 3倍，同时减少

人员接触、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疫情防控的隔离政策催生“无接触配

送”模式，大型配送企业采用新一代机器

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货物交付。

例如，顺丰速运派出无人机在包括武汉市在

内的 5个城市分发医疗物资，这些无人机飞

行超过 1.3万 km，在 32天内完成了 3 000多

次交付服务。为推广“无接触配送”模式，

政府积极完善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服务场

所设施，为相关快递、外卖配送企业提供服

务经营补贴，同时为配送机器人、无人机等

提供场地规划与研发试运行保障，全力打赢

疫情“最后一公里”配送攻坚战。

大数据是物流政策制定的重要数据采集

工具以及物流公司预测物流需求并做出最佳

决策的关键[12]。通过数据收集与智能化运作

建立应急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指挥系统，同

时完善各类产品质量认证及追溯、智能配货

调度体系，提高了政府掌握信息的完整度与

决策的高效性。为了精确把握需求并迅速做

出响应，大型物流公司在其已建立的供应链

网络中进行搜寻，并从线上线下数据来源中

收集数据，例如苏宁物流创建的仓储空间共

享计划，涉及全国 100多个物流中心，其在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物流基地——苏宁云仓库

的支持下，在疫情期间向地方政府、医院和

慈善组织免费提供其全国仓储资源，并提供

转运和存储的专业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传统供应链的冲击前

所未有，但对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催生力度也

是空前的。公共卫生事件中，货物流动相对

于人员流动对疫情控制的影响敏感性较低，

应急物资运输中转站 降低节点服务费

简化通行手续与
免收车辆通行费

中欧班列 绿色通道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制 资金支持、税收优惠

医疗、生活物资运输
绿色通道

完善应急调度机制

政策支撑

技术保障

自动入库、拣选、盘
点、分拣和发货

数据化、可视化
智慧化

无人机、无人车、智
能机器人无接触配送

完善智能快件箱、快
递末端服务场所设施

智能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和指挥系统

产品质量认证及追溯、
智能配货调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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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物流网络快速响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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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物流过程中同样存在公共卫生风险，因此

在物流源头加强防范，在物流节点减少接

触，同时避免低效重复的物流活动，均有利

于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病毒感染风险、保证

物流业正常运行。因此，智能化策略能够通

过三个方面系统性提升应急物流网络的安全

性和效率。1)供应链上下游的智能协同，可

以降低因衔接过程协调不足导致的效率损

失；2)物流配送过程中的无人化，可以减少

包括快递终端在内的关键节点的安全隐患；

3)大数据信息的普及应用，可以弥补物流网

络中信息不对称的传统缺陷。智能化既是应

急物流网络操作系统的基础要求，也是核心

构件边际效率改善的必要选择。

33 物流网络快速恢复策略物流网络快速恢复策略

物流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联结着社

会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是商流顺畅

进行的推动器[13]。为了保障社会经济有序运

行，物流业率先从疫情中复工复产。通过采

取物流重点区域、重要节点以及重点行业相

结合的恢复策略，以物流网络核心组织主体

和重要物质载体为核心，带动物流网络全面

恢复。在骨干物流节点和重点企业的有效支

撑下，不同时期物流重点区域、重要节点和

重点行业的恢复状态如图4所示。

33..11 发挥骨干物流节点的核心和主导作用发挥骨干物流节点的核心和主导作用

作为物流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发挥

骨干物流节点的核心与主导作用是助力物流

网络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关键[14]。从2020

年2月10日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进入复工

复产初期，低风险地区成为重点恢复区域，

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经济发

达地区，大力保障大型物流枢纽、物流园区

与物流中心的运作恢复，畅通国、省干线车

辆通行，逐步恢复城乡道路运输服务。2月

17日，56家全国示范物流园区中有 49家开

工运营，占全国示范物流园区总数的

87.5%。在已复工园区中，进驻企业开工比

例中位数约为40%，有14个物流园区达60%

以上。3月17日，全国大型公共物流园区复

工率超过95%，为区域内企业生产和居民生

活物资运输配送提供了有力保障。3 月 20

日，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恢复为低风险地区，

进入复工复产中期。以中西部地区的成都、

重庆、西安、郑州等为代表的重要物流节点

城市，全面恢复各类物流节点运行，各市、

县、村之间不再设置卡点，恢复城乡道路运

输服务。在疫情消毒工作与健康码人员流动

防控的基础上，物流节点常态化运营，物流

通道持续畅通，全国主要公共物流园区吞吐

量指数恢复至84.7，主要快递企业分拨中心

吞吐量指数达 89.4。4月 8日，武汉市正式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全国各地恢复

为低风险地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各地区全面恢复物流节点与通道，全国主要

公共物流园区吞吐量指数持续上升，从 4月

94.2上升至 10月 107.1，物流网络基本恢复

2020年 2月 17日，全国示范物流园
区复工占比87.5%；
2020年 3月 17日，大型公共物流园
区复工率超过95%

节点

交通运输、邮政快递、电子商务类；
医疗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物资生产类；
能源、金属冶炼、化工等重工业类

行业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京津冀地区

区域

汽车、电子、船舶、航
空、机床等重点工业类；
食品加工、家电、轻工、
建材等一般制造业

2020年3月24日，全国主要公
共物流园区吞吐量指数84.7；
2020年3月24日，主要快递企
业分拨中心吞吐量指数89.4

中西部低风险地区
(成都、重庆、西
安、郑州)

新增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
乐、教育培训等服务业；
一、二、三产业全面恢复

全国主要公共物流园区吞吐量
指数持续上升，从2020年4月
94.2升至6月98.9；
物流节点与通道全面恢复

区域 节点 行业

节点 行业

后期

中期

初期

图4 复工复产不同阶段物流重点区域、重要节点和重点行业的恢复状态

Fig.4 Recovery status by regions, key sectors and critical industries 51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9
N

o.2
M

arch
2021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一一
年年

第第
十十
九九
卷卷

第第
二二
期期

正常。

以物流园区为代表的骨干物流节点是应

急物流网络组织的核心枢纽，具有衔接上下

游供应方的重要作用。因此，骨干物流节点

能够深度参与物流管理和优化过程，通过迅

速响应的方式对物流流量、方式、时空分布

进行梳理和整合，消除潜在的物流瓶颈，提

高整个网络的动态容量和稳定性。

33..22 发挥重点企业的组织和衔接作用发挥重点企业的组织和衔接作用

作为物流网络中的核心组织主体，发挥

重点物流企业的组织和衔接作用，对于产业

的发展与物流网络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在

复工复产初期，各地区交通运输、邮政快

递、电子商务类，医疗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物

资生产类，能源、金属冶炼、化工等重工业

类等企业率先恢复，保障医疗与生产生活物

资供应。例如截至3月12日，广州市邮政快

递企业基本恢复营业，返岗率达98%，日均

快递业务量约 1 700万件，已恢复到 2019年

平均水平；日均派件量约 580万件，已恢复

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94%。

在复工复产中期，除了全力恢复仓储、

运输、流通加工以及供应链等重要物流企业

以外，各地区还大力促进汽车、电子、船

舶、航空、机床等重点工业类，食品加工、

家电、轻工、建材、电子等一般制造业的发

展，为区域物流发展创造持续稳定需求，带

动物流网络的快速恢复。2020年4月，中国

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3.6%，较3月回升2.1%；

快递物流指数为 104.5%，较 3月回升 0.8%；

电商物流运行指数为 107%，较 3 月上升

2.3%；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为 50.8%，经济总体保

持回升势头。当全国各地均列入低风险地

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时，各地的经

济恢复核心任务为持续恢复物流业与工业制

造业，同时逐步恢复人流聚集程度高的服务

业，如餐饮、住宿、文体娱乐以及旅游业

等，带动物流需求创造，促进经济发展，努

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重点企业作为行业标杆，是应急物流网

络完善的核心主体。地方重点企业往往是产

业链条中的核心动能所在，能够带动整条产

业链的复苏。因此，在疫情常态化控制情况

下，各级地方政府应依托行业协会，尽快总

结重点企业疫情抗击的经验，形成不同情形

下应急物流组织保障规范、实施方案等，并

组建面向不同灾害类型的重点企业库。

44 应急物流网络系统性重构应急物流网络系统性重构

当然，在疫情抗击初期，中国物流业暴

露出应急物资储备不足、医疗物资分配专业

化程度偏低、物流应急基础设施配置较少等

问题，部分地区出现了末端道路甚至少量运

输干线人为中断等问题。通过总结物流网络

快速响应和恢复策略的应用效果，本文从应

急物流的供需网络系统性重构视角出发，围

绕参与主体、组织主体、运行载体和信息保

障等核心问题，提出应急物流体系设计框架

(见图 5)，以完善应急物流体系，提高突发

事件应急物流保障能力和响应效率。

在供给网络建设方面，重点完善生产企

业信息数据库和健全政府—企业—家庭三级

物资储备制度，形成物资储备与消耗的良性

循环系统。实施过程中，要注意生产企业信

息的动态更新，合理确定参与储备企业的政

策性补贴；及时向社会公布家庭储备物资清

单，调动社会大众参与储备的积极性。在需

求网络建设方面，重点加快建立基于需求的

实时动态分配方法，提高物资采购与调配效

率；完善封闭式集中配送、非接触式配送模

式，健全机器人、无人机运营条例与规范；

完善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服务场所等非接

触式服务设施，促进物流配送的智能化发

展。实施过程中，要鼓励各级地方政府依托

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参与信息采集，依据共同

配送中心参与应急物资采购与调配；要尽快

出台非接触式设施的规范与改造升级政策，

鼓励因地制宜地建设差异化服务设施。

为实现供需网络的无缝衔接和协调运

行，亟须构建应急运输与物流企业库，提高

应急运输与物流队伍专业性，并开展库内企

业常态化应急演练、专业物资储备和专业人

员建设；完善应急物流枢纽体系，形成专业

化应急物流网络，注重与常规网络的高效切

换，提高网络的利用效率；加快物流通道体

系化建设，推动多式联运发展，注重解决运

输方式的换装瓶颈和能力限制，提高联运疏

解效率；建立全流程可追溯应急处置系统，

提高冷链物流服务质量，实现关键医疗物资

的物流全程透明化；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应

急物流体系建设深度融合，构建统一应急物

流信息平台，实现国家应急物流统一指挥平

台、地方应急物流信息平台和各类企业物流

信息平台的有效衔接，建立物流节点以及企

业间综合信息的互联互通机制；加强干线运

输、支线运输、城市配送的一体化衔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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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结语结语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仍未放缓、部

分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面临二次疫情冲击的

影响下，世界各国均面临抗击疫情和恢复经

济的双重挑战，物流业在这两方面均能发挥

重要支撑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物流业的角

色以及物流网络应对策略、网络系统性重构

的研究可以看出，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

多部门协同是物流网络快速发展的组织保

障，快递员、卡车驾驶员等一线基层劳动者

的奉献和付出是物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人力

资源保障，而高效、准时和低成本的物流运

作网络和系统是重要基础，大数据技术以及

无人机、无人仓、机器人和智能柜的创新应

用支撑了“连而不触”的配送模式，有效阻

隔了疫情传播。在物流业全面复工复产工作

中，将重点区域、重要节点以及重点行业作

为恢复的重点，无疑实现了放大和传导效

应，既保障了社会经济活动有序运作，也降

低了恢复成本。应急物流网络体系重构应着

眼于未来，增强面向不同类型应急事件的柔

性和弹性，特别是注重提高供应链、产业链

协同能力和竞争力，实现常态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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