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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物流标委会）成立于 2003 年，是经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直属管理、在物流领域内从事全国性标准

化工作的技术组织（编号：SAC/TC269），秘书处设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要负责

物流基础、物流技术、物流管理和物流服务等标准化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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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动态】 

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20 年 1 月 19 日，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委

主任田世宏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鲁勇、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主席舒印彪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邬贺铨、副

主任委员张纲出席会议。 

田世宏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对标准化提出新要求，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标准化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更加注重标

准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更加注重标准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更加注重标准化的全方位开放，更加注重标准化对市场监管的有效支撑。 

田世宏指出，2019 年标准化工作砥砺前行，在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建设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标准体系、标准实施与监督、标准化管理、标准国际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十四五”谋篇布局之年，是提升标

准化治理效能之年。要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要深化标准化改革，提

升标准化发展活力；要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参与国际标准治

理，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要加强科学管理，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  

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有关人民团体以及行业协会标准

化工作部门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市场监管部门标准化工作负责人，市场监管总局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来源：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为大力推进实施标准化战略，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攻坚战，加快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体系，以高标准助力高技术创新， 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制定了《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征求意见稿）》，向各省市市场监管局、

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有关社会团体等征求意见。2020 年的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

一是编制《国家标准化战略纲要》、组织编制各地区、各部门“十四五”标准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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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标准化战略与国家重大战略、国际标准化的互动对接；二是深化标准化改革，提升标准

化发展活力，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管理，推动城市标准创新发展，做优做强团体标准扩大先进适用团体标准供给，增强企业标

准竞争力；三是在农业农村、食品和消费品质量安全、制造业高端化、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生物技术、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标准体系

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四是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治理，推动国际标准共商共

建共享及标准的互联互通；五是将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的治理效能，强化标准化制度建设、提

升标准制修订效率、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与服务，强化标准的实施和应用，加快标准

信息服务研发和平台建设等 

（来源：本刊编辑） 

 

 

【物流标准动态】 

《食品低温配送中心规划设计指南》（GB/T 38375-2019） 

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出并归口的《食品低温配送中心规划设计指南》（GB/T 38375-2019）国家标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发布，此项国家标准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实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电子商务等新零售的发展，配送日益向

碎片化、海量化、多样化、个性化、即时化发展，以储存为主的传统冷库难以满足食品配送

的需求。同时，一些新建的配送中心，也存在规划布局、设计、设施建设与设备选用、监控

设施配套等不足，影响配送作业的效率与质量。所以亟需制定相关国家标准来引导冷库企业

通过设施改造，向低温配送中心转型升级，进而指导新建低温配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本项

国家标准 2017 年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是列入国家质检总局《支撑物流和电

子商务发展的 30 项重要标准研究》质检科研公益专项课题的重要标准，经过 10 余家起草单

位的共同努力制定完成。 

《食品低温配送中心规划设计指南》（GB/T 38375-2019）国家标准给出了食品低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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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心规划设计的总体原则，并就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核心功能区、道路及动线、作业设

备选用、信息化管理等提出了设计和规划参考的标准和方法，标准适用于食品低温配送中心

的新建、改建或扩建。 

（来源：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国家标准开始征求意见 

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国家标准经起草

单位调研、起草、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有关

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为 2020 年 3 月 22 日。 

《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是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列入《2019 年消费品国家

标准专项计划》（国标委发[2019]21 号）的标准项目之一，项目编号 20191238-T-469，标准

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9）提出并归口，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

物流专业委员会牵头，联合了近 30 家食品生产企业、冷链物流企业、生鲜电商企业等联合

起草。 

随着我国老百姓消费不断水平、国家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的加强，对我国冷链

物流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国冷链物流发展仍面临多重短板亟待补

齐，其中之一便是交接环节的“断链”问题。交接是不同冷链物流作业联系的纽带，冷链食

品在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每一次交接货都需要清点、测温、记录，流程复杂，时间较

长，品质难以把控，因此交接环节是冷链物流温度最薄弱控制环节，稍有不慎都可以导致整

个冷链的失败，造成安全隐患，甚至引发食物中毒。可以说，交接环节的标准化操作和规范

化管理是冷链食品品质的基本保证。《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项目编号：20191238-T-469）

国家标准规定了冷链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交接作业要求，标准适用于食品冷链物流交接

环节的作业与管理。标准的制定将有效提升和规范企业操作，对于提升我国冷链物流服务水

平，达到规范冷链市场、保证食品质量安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详情请登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官网（http://www.chinawuliu.com.cn/）查询。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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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开始征求意见 

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国家标准，经起

草单位调研、起草、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 

《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是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列入 2019 年国家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一项修订标准，项目编号 20190927-T-469，也是国家科技部下达的 2017 年 NQI 项

目《物流转型升级基础共性技术标准研究》的转化成果之一，标准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 269）提出并归口。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在政策方面，明确提出了追

溯体系建设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将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

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作为重点，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以

信息化追溯和互通共享为方向，建设覆盖全国、统一开放、先进适用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促进质量安全综合治理，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与公共安全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标准规范方面，随着国家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的建立，也先后发布了

《重要产品追溯 实施指南》、《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管理平

台建设规范》等系列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针对全产品通用的物流追溯信息标准尚处于空

白状态，虽然部分追溯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涉及了物流相关的内容，但是仅提及到运输信息、

仓储信息这一宏观层面，对于具体信息的内容并未明确，因此，尚需要制定物流追溯信息管

理标准，一方面作为国家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物流追溯信息的补充，另一方面为全产品类

别的物流追溯信息管理提供指导和支撑。 

《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从物流信息追溯管理体系的建立、信息采集、信息管理及追

溯实施等几个方面对仓储、运输、装卸、中转等物流环节中涉及到的物流信息进行统一规范，

以满足物流信息追溯管理要求，打通信息孤岛，提升物流信息追溯效率。 

详情请登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官网（http://www.chinawuliu.com.cn/）查询。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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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动态】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7 部分：道路运输信息基础 

数据元》行业标准征求意见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7 部分：道路运输信息基础数据元》（计划编号：JT 2019-32）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4 日。 

现行的《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7 部分：道路运输信息基础数据元》是 2014 年 12 月 

10 日发布，2015 年 4 月 5 日正式实施。近几年，随着国家“放管服”政策的不断推进，

交通行业“简政放权”政策的不断实施，各种新业态的不断出现，导致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内

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标准已不能满足当前交通行业道路运输电子政务系统的开发、信

息处理与交换使用要求。本部分规定了道路运输基本信息及道路运输管理业务信息等基础数

据元分类及编制原则、基础数据元及数据元值域代码集。适用于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与各级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电子政务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应用，适用于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与各级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间横向与纵向的数据采集、交换与共享。道路运输企业应用系统开发以及行业间

的数据交换与共享等其他应用可参照本部分执行。 

详情请登录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www.mot.gov.cn/）查询。 

（来源：本刊编辑） 

“疫情防控”团体标准在行动 

疫情当下，每个人都被卷入一场特殊的战役。在这场全民战役中，标准化人也在积极响

应抗“疫”需求，以最强的气势、最快的状态投入到战斗中来。作为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团体标准发挥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崭露头角，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整理了疫情防控期间团体标准发布和制定情况，目前已发布疫情

防控相关团体标准 11 项，正在制定中的相关团体标准 7 项，涉及疫情防控及管理、重点服

务行业防控、医用设备处理、消毒操作规范等多个领域。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组织的《无接触配送服务规范》团体标准正在征求意见，该标准从平台信息服务、

服务流程、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界定了平台推行“无接触配送”过程中的操作规范。 

（来源：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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