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2 月 9 日，湖南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长沙
召开 “全面金融战略合作推
进会 ”。 为创新金融服务模
式， 推进我省物流产业的快
速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
省分行将提供循环授信 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信贷额
度， 对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推荐的重点项目和优势
企业提供“优先授信、优惠利
率、优先放贷”及优质高效的
全方位金融服务。

2016 年 5 月 20
日，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举行
的全国物流行业先
进集体、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召开。湖南省
2 家先进集体、10 名
劳动模范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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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发展 昂首阔步迈入“物流新时代”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物流”概念引进国内。
40 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跃发展，物流行业迎来巨

大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物流也对传统农业、重工业、服务
业等产生巨大影响， 甚至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

若时间倒退 40 年，一定无法想象：澳洲的奶粉、韩国
的化妆品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就能“飞”到手中；公路上飞奔
的货车， 能装上可视化高科技监控系统， 快速应对突发情
况；湖南农产品漂洋过海，出口市场已遍及美国、东盟、欧
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东、非洲、南亚及港澳台等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说 40 年前， 物流还只是一个和少
部分人有关系的小行业，那么在 40 年后的今天，物流已经
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大产业。

“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现代物流业从起步到快速发展
的 40 年。 ”尹国杰向笔者介绍，“湖南物流产业发展经历了
概念引进、推广应用、发展壮大、创新发展四个阶段。 当前，
我省物流业正处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

历经 40 年风雨，物流理念空前普及，物流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现代物流
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物流业已成为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产业。

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黄福华介绍到， 改革开
放 40 年来我省物流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
一个时期，是在 2001 年之前，国有储运企业改革改制，焕
发出新的活力。民营物流企业，尽管弱小，也在兴起。在交通
运输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支撑了我省
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个时期，是 2001 年到 2010 年，我省
在政府有关部门主导下，加快了现代物流理念的传播、物流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促进了以一力物流、星沙物流为代表的
一批本土民营物流企业快速发展；第三个时期，从 2010 年
开始， 我省正式制定和颁发了物流业发展规划， 从政府资
源、市场资源等方面加快了整合利用，促进了物流业既快又
好的有序发展。

回首这 40 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重视培
育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坚持创

新驱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不变
的旋律。

雄杰辈出 产业画卷彰显“物流湘军”本色

当我们翻开地图总会感叹， 湖南这样一个不靠边不靠
海的内陆省份，截止 2018 年底，却拥有各类物流企业和个
体经营户 5.1 万多家， 其中规模以上法人企业达 4500 多
家、国家标准评估认定的 A 级物流企业 238 家、年主营业
务收入上亿元的有 230 多家。

一辆辆“湘欧快线”的货运班列，满载着国内的货物驶
出山水洲城，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北临长江，岳阳城
陵矶新港一片繁忙，桥式起重机不断升落起降，将一个个集
装箱装载到货轮上；2016 年， 湖南省首条民营铁路———衡
缘物流专用铁路在祁东县建成通车，物流体系覆盖湘南，辐
射湘鄂赣桂、联通云贵川渝……

从长株潭城市群、环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再到大湘西
地区，物流企业遍地开花，基本覆盖了物流各专业领域。

与物流企业的发展同频共振， 我省现代物流园区的也
呈多点开花之势。

湖南金霞现代物流园打通了国内国外的物流通道，真
正实现货物快进快出、 大进大出， 推动物流产业形成大格
局；2018 年 8 月 17 日，长沙传化公路港盛大启航，这是传
化集团构建“华中网”的重要枢纽，是立足湖南，辐射华中，
服务全国，总体上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项目；
地处武陵山区的怀化，因物流而打开“大门”，佳惠物流园的
蔬果交易中心、冻品交易中心、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
链加工中心及检验检测信息中心相继投入使用……

放眼全省，一大批物流园区、枢纽场站，配送中心等项
目不断投入运营，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逐步成形。 园区、
企业以及 160 多万物流从业人员共同绘就的这一幅幅壮
丽的产业画卷，已经足够说明物流湘军的辉煌成就。

因势利导 为湖南人搭建联通世界桥梁
2018 年 11 月， 第五届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在长沙

举办，这是大会首次落子中部地区。 物流湘军，从领先同业
到让世界关注，其中离不开历届省委、省政府对行业命脉的
精准把握与对行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同样，物流湘军的生长
也离不开这片“肥沃的土地”。

从空间位置来看，湖南不靠边不靠海，却占据了“中轴
线”的有利区位，是京广线、沪昆高铁的交会点，承东启西、
接南转北，辐射区域将不断向四周扩散。 好风凭借力，借助

“一带一部”结合地带、泛珠三角经济圈的东风，湖南物流产

业一路高歌，呈井喷式发展———
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作为中部省份，规模总量或许还无

法比肩江浙沪这样的物流大省，但扩张速度却足以让“物流
湘军”聚焦行业目光。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书记刘平介
绍到：“2017 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 98480 亿元，比有记录
的 2007 年的 17184 亿元增长 5.7 倍；全省货运总量 22.54
亿吨，比 2007 年 9.91 亿吨增长 2.2 倍。 ”

物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有高
速公路 44条，打通出省通道 25 个，通车里程 6582 公里，跻
身全国前五位。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20.2万公里，实现了
100%的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内河航道
通航里程达 11968 公里， 位居全国第三。 基本形成了陆路
通、空运快、水运畅的综合交通运输格局。

物流成本逐步降低，物流效率逐步提升。“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科技，犹如一剂强心针，助
力湖南物流产业驶入高效发展快车道。据统计，全省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2007 年是 18.88%、2011 年是
18.46%、2015 年是 17.5%、2017 年是 15.3%， 物流成本逐
年降低。 作为衡量物流效率的重要指标，我们不难看出：湖

南物流整体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保障
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随着湖南现代物流业蓬勃发展， 除了对传统的商业
运作模式、 商品流通模式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外， 物流产业也日益成为撬动地方经济发展
新引擎。

日前， 两部委印发《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127 个城市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其中包括长沙、衡阳、
岳阳、郴州、怀化。专家表示，物流枢纽能起到核心增长极的
作用，通过物流的辐射扩散作用，可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社会
的发展。

转型升级 行业协会引领企业健康发展
过去几辆车、十几个人就可以“生意开锣”，“家庭作坊

式”物流公司一度在湖南遍地开花。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
整体实力较弱， 产业集中度低的企业已无法适应经济形势
的变化，整个行业面临洗牌。

“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先导性与基础性产业，其转型升
级正在不断深化与推进之中，行业发展由过去追求规模与速

度演变为追求质量与效益的提升。 ”尹国杰会长谈到，同时
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身为企业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
下，由行业协会带领全产业链企业规范集约发展迫在眉睫。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994 年成立，2004 年重新
组建，始终不变的是“服务企业、规范行业、发展产业”的初
心，同时，也为推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随着物流
产业日益成熟，行业协会的作用也进一步凸显。“推进物流
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全省物流枢纽网络布局与
建设”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全省性的物流与
流通行业社团组织，紧跟国内物流行业发展步伐，紧扣现代
物流发展脉搏，促进湖南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构建湖南现
代物流服务体系。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专家张龙发介绍到，湖
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着力做好行业基础性工作, 加强
物流企业和企业物流的统计调查工作； 加强行业诚信体系
建设，促进信用资源整合和共享；完善物流人才培养的多层
次教育培训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
创新， 推进产学研结合； 坚持物流业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创
新，着力构建统一、开放、 规范、有序的物流市场体系。

回顾 2018 年，有一个词似乎无法回避———经济寒冬。
诚然，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愈发难以获得资本的
青睐。 这一年， 物流业却跑赢了中国大多数实体经济的增
速。更为重要的是，高增长的背后，不仅是需求的刺激，更有
市场结构优化和技术变革等供给端的改变。

但经历创新和增长的同时， 物流湘军今后的增长点从
何处来？

“湖南物流的未来，要响应时代之声，随着创新引领不
断向前发展，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应用到物流行业的各个领域， 进入一个智慧物流的新阶
段，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尹国杰会
长坚信，2019 年， 注定是湖南现代物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节点。

改革开放四十载“物流湘军”再出发
———1978年 -2018年湖南物流产业发展综述

柏 润 张 笛

“物流”，一个舶来的概念。 物流湘军的发展壮
大，也是伴随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形成。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的
物流湘军，支撑起了省内制造业、商贸业和农业的
发展，成为连接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国际与
国内的重要纽带，带动着经济增长“第三利润”的

喷涌发展， 向湖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2018 年， 全省社会物流总额为 108981 亿
元，同比增长 10.2%；物流业总收入为 3624 亿元，
同比增长 10.2%。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全新业态的冲击，我
省物流产业如何实现持续发展， 整个行业又将走
向何方？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门槛上回首与
展望，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尹国杰却对

整个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物流的创新势不可
挡，未来可期。 目前，可以说是危机与机遇共存，只
有不断激发市场活力，稳中求变，力促产业转型升
级、 企业创新发展， 才能实现整个行业的持续发
展， 最终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便利物流带来的实
惠。 ”他表示，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也将在现
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引领
行业新发展。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我国物
流业已经进入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转型发展时期。

为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充分展示湖南物流行业创新发展成果、
表彰对物流行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进一步提升物流行业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湖南日报社、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主办“改革开
放四十年·湖南省物流行业代表性人物”、“2018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综合
实力 20 强企业”、“2018年度湖南省优秀物流园”、“2018年度湖南省现代
物流创新奖”等奖项评比活动。 经前期申报，严格筛选，现将《关于授予王
胜宇等四十位同志“改革开放四十年·湖南省物流行业代表性人物”荣誉
称号的决定》等系列奖项名单公布如下：

创新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湖南大地 DMS 智慧物流信息系统 湖南大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供应链创新集成服务 浙商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易配标准托盘循环共用共享平台 湖南省行行行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互联网 + 慢病管理服务平台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新型代木新材料物流托盘关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SPD医院院内医用耗材精细化物流管理系统 湖南德荣医疗器械物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现代医药物流高新技术服务创新 湖南怀仁药业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 + 的物流与资金流管理平台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医药药品与医疗器械储运管理 郴州凯程医药有限公司
锂电壹号电动叉车 浙江中立机械有限公司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衡阳衡钢鸿华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航空货运分公司

2018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综合实力 20强企业

2018年度湖南省现代物流创新奖

（以姓氏笔画为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湖南省物流行业代表性人物

湖南金霞现代物流园
郴州市湘南国际物流园
一力物流园
湘潭荷塘现代综合物流园
湾田国际商贸物流园

衡缘物流园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国际商贸保税物流中心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三湘和达物流园
衡阳铁路口岸综合物流园

2018年度湖南省优秀物流园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供）

位于长沙金霞物流园内的长沙新港。

�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改革开放 40 年是湖南物流经济实现大跨越的 40 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 总收入实现大幅跨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

量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了全省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和提升。

四十载，栉风沐雨。

四十年，万象更新。

湖南，作为一个曾经在经济上积贫积弱的中部内陆省份，却在物流行业拼出了湖南人“耐得烦、霸得蛮”的韧性与“敢为天下先”的霸气。

尤其是近年来，湖南物流产业迅速壮大，成为推动湖南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物流湘军”脱颖而出。

产业因物流而兴，城乡因物流而美，百姓因物流而便！

湖南物流业正牢牢把握“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总战略，以博大的胸怀迎接市场化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中求突破，打造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的市场开放新高地———

前 言

2014 年 10 月 16 日，湖南省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对接会暨专题培训班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以“加
快两业联动发展，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会上有 37 个单位共签署了 19 个合作协议。

王胜宇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文振华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原院长

尹卫东
邵东星沙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尹国杰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会长

邓志勇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邓德艾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付 超
大汉供应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吕剑斌
湖南星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伍忠勇
湖南南方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 飞
湖南省商务厅
原副巡视员

刘 平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书记

刘灼华
株洲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会长

刘学中
湖南省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阳晓湖
湖南省行行行仓储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董事长

苏明德
湖南省工信厅交通处
原处长

李 彪
岳阳科德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小红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玉常
湖南豫湘工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怀庆
湖南中庆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官权
湖南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艳归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运良
长沙达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秋生
湖南省衡缘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张中文
金霞经济开发区招商合作局
局长

张龙发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首席专家

张端清
浙商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陆立新
湖南三湘和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欧德文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庞 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物流与交通
学院 院长

郑璧双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胡红初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述福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流分公司 总经理

黄勇光
湖南友阿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黄晓东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福华
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

舒 敏
湖南怀仁健康产业集团
副总裁

曾正安
长沙畅通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春辉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谭聪圣
湖南金煌实业集团
董事长

戴松林
湖南湾田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2013 年 6 月 14 日， 湖南省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在长沙举办了为期一天的
“营业税改增值税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
由于针对性较强， 受到了企业的热烈欢
迎， 全省 160 多家企业的 200 多名企业
负责人和财务主管参加了培训。

大汉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
浙商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佳惠物流园
郴州惠尔物流产业园
永州市钰丹智能物流园

供应链管理创新 长沙达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创新与改革

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

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物流体系建设 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标准化 岳阳科德商贸有限公司
全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模式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大型库储存出料系统 长沙盛谷绿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现代医药物流服务标准化建设 湖南同安医药有限公司
载运宝物流设备共享服务平台 湖南路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物流一体化多仓运营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溆浦县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湖南东立农特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