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0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完成人名单

科技发明奖名单

序

号
获奖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二等奖 物流运输空气减震托盘 北京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 恽绵、黎凤岐

2 三等奖 用于平车的加固装置
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限公

司新田分公司
杨新平

科技进步奖名单

1 一等奖 现代港口物流服务示范工程关键技术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

划设计研究院

包起帆、宋海良、罗文斌、陈韬、董庭龙、王

荣明、葛中雄、吴澎、刘洪波、江霞、张斌

2 一等奖 物流企业管理自主平台 MAP 的开发和应用
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限公

司

蒋正华、王元和、徐荣、周小伟、方华、朱成

富、武兴兵、沈国康

3 一等奖 基于信息化的连锁商业供应链系统集成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张文中、吴坚忠、于剑波、张斌、徐莹、韩劲

松、吴笃卿、沈晓芬、陈刚、秦娟、冯会东

4 一等奖 传化公路港物流运营与信息服务一体化体系
浙江传化物流基地有限公

司

徐冠巨、姚文通、陈捷、徐虎祥、李绍波、俞

建刚、沈建康、谢萍、潘中华、吴自红

5 一等奖 超高频 RFID 电子标签及其产业化应用
南京三宝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沙敏、富煜清、宋永江、鞠苏明、常勇、曹宏

海、张波、赵强、王海清、李亚竹、周幸花

6 一等奖
信息化条件下军械装备保障物流模式及关键技术研

究
总装军械技术研究所

孙江生、张连武、赵方庚、闫鹏程、陈学军、

陈琳、冯广斌、连光耀、王韶光、葛强、张国

安

7 一等奖 第二代智能手持终端系统
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

司

岑子良、宋永昕、赵亮、巫新来、张玉锋、王

晖、周丽娟

http://www.cflp.org.cn/UploadFile/2009112693144287.doc


8 一等奖 我国第四方物流产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市现

代物流规划研究院、宁波

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毛光烈、闫国庆、李秋正、赵娜、孙琪、汪月

娥、郭歆、吴胜武、戴云、徐天芳、徐侠民

9 二等奖 多式联运－大集中货运主干信息系统

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

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张宇、沈宇、李鼎一、赵再刚、吴宝华、华国

竣、龚为桥、石朋、陈昉

10 二等奖
精益物流 SPS 方式在自主汽车制造企业中的技术应

用创新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汪玉春、张硕、杨晓宇、杨熙宏、赵超越、于

雪林、王利芳、殷学龙、张家铭

11 二等奖 国药控股现代化物流网络建设项目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顾一民、曹国钧、宋军

12 二等奖 面向目标跟踪的主动式 RFID 技术应用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董丽华、孙伟、佟锐、董耀华、曹学军、张丽、

顾国强、徐明华、何芊易

13 二等奖 卷烟自动化分拣系统
贵阳普天物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李军、申健初、胡宇昕、张正明、石开亮、李

燕海、黄国厚、王浩、毛佑军

14 二等奖 电子钢铁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改造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陈礼豪、雷有为、万林秋、张成、张勇、李磊、

冼国良、赵志广、胡瑞滨

15 二等奖 瀑布式卷烟分拣机
山东兰剑物流科技有限公

司
张小艺、刘鹏、沈长鹏、贾立冬、肖世强

16 二等奖 公路货运物联网
北京汇通天下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翟学魂、吴海波、黄丛

17 二等奖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现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苏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陆志刚、潘建钢、徐旭骋

18 二等奖 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开滦集团、浪潮集团通用

软件有限公司

李敏、傅同君、石尚杰、刘炳文、王贺中、侯

玉生、王满福、张长江、孙连忠

19 二等奖 陆运物流企业信息化智能官网
上海新跃物流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吴军、林骞、孙剑雄、崔玉琪、沈时辛、吴海

20 二等奖 北京城市共同配送信息平台
北京物流协会、北京首发

物流枢纽有限公司

王国丰、林有来、张晓东、林青、肖和森、王

涛



21 二等奖
基于 3G（GPS/GPRS/GIS）技术的运输过程透明监控

系统

深圳市宇易通科技有限公

司

黄滨、南兴军、全瑞林、王高利、胡景邦、丁

坤、曹方、鲁军、潘越

22 二等奖 酒源数字化控制管理集成系统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亘古计算机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张宿义、易彬、董晓华、林天学、卢中明、唐

廷元、赵金松、马蓉、马东升

23 二等奖 远洋大亚集装箱堆场及物流中心实时管理系统
青岛远洋大亚物流有限公

司

王顺举、沈季敏、吕晓军、唐建伟、王世荣、

李崇耀、侯建、邱萌、王林广

24 二等奖 镍矿作业工艺流程改革 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
皮云生、石少兴、付永刚、徐智鹏、曹娜、张

宁、李悦、高金明、王义发

25 二等奖 汽车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重庆大学、重庆长安民生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王旭、施朝春、林云、李习文、黄明、胡大华、

邓刚、杨劲松、李希成

26 三等奖 物流金融创新下存货质押融资风险管理理论与技术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

李毅学、汪寿阳、冯耕中、徐渝、张媛媛、于

萍、李娟

27 三等奖 基于 ERP 的国华 SCM 信息系统实施与应用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神华国华（北京）电

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竞波、徐海、刘勇、王军红、谢勤龙、李海

军、刘宝

28 三等奖 快递综合调度系统
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

司

谢家友、邱洪海、黄欧、钟振阳、曾鸣、黄教

和、范学英

29 三等奖 中国电信物流 e 通产品应用及推广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广东

亿迅科技有限公司

万军、张东、尹学良、吴云志、王宇、陈哲希、

容典

30 三等奖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煤炭流通管理技术研究 泰德煤网股份有限公司 李洪国、韩杰、阎涛、张戡、刘广成、王保全

31
三等奖 现货通现货交易市场解决方案

时力永联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

冯耕中、喻学刚、赵绍辉、李广强、陈亚洲、

王佳斌、柴成

32
三等奖 “网达网”公路运力交易平台 网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李星亚、戚晓明、杨军、易光沛、陈自安、黄

成献、任海军

33
三等奖 钢运物流信息管理平台 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

赵阳、胡永生、马旭光、刘跃田、丁鑫、魏建

波

34 三等奖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物流协同平台 - CARGOB2B电子商 上海汇驿软件有限公司 陈黄建、王晋、陈峤、王凯、谭晓鹿



务平台

35
三等奖 iWork 液体化工综合业务平台

天津东软金算盘软件有限

公司

闫美云、刘永强、田金平、张伟、宋立平、文

兵、杜学森

36

三等奖 万里物流配送系统

河南万里运业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万里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陈立干、张栋、程新民、李卓、任晓炜、郑会

娟、丁庆庆

37
三等奖 CMOS 集装箱物流管理平台

山东怡之航集装箱物流有

限公司

董冲、王世青、张学峰、田存培、刘冠峰、张

腾、孙斌

38 三等奖 领道软件仓储管理系统 上海领道软件有限公司 黄燕、姚剑彪、刘亚平、马凯慧

39
三等奖 自动转轨的高性能堆垛机系统 云南昆船设计研究院

张大勇、张云龙、荣蜀元、马骏、郑和平、苟

涛、杨毅

40
三等奖 循环取料入库道口分配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上海安吉速驰储运有限公

司
沈飞、王超、李晓春、薛丽、张巍、张宏嘉

41

三等奖 特大型煤炭流通企业调度中心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物产燃料集团有限公

司

邸凤英、陈丽能、潘琴芳、谢胜利、马荣飞、

董一方、王一枫

42
三等奖 金力钢材市场全面信息化管理软件

上海金力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蔡忠山、廖邦学、宋方

43 三等奖 船舶生产企业余料条形码信息系统研究与优化应用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郭跃、朱圻贤、傅文清、付丽莎、张永新

44
三等奖 虚拟步进式电子标签分拣系统的集成创新

浙江创联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朱宝昌、张雪松、郭军强、牛爱民、冀钢木

45

三等奖 广州风神物流汽车零部件配送网络规划

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

究院

吴峻、季建华、方彦兵、陈祥国、章信开、赵

一飞、柴轶

46 三等奖 宏桥 BLS 保税物流管理系统 珠海宏桥高科技有限公司 罗奔、郭成、蒋秀和、陈彬、俸斌

47
三等奖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香港）配送管理信息系统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代刚、韩青、张文龙、靳勇平、冯昌卫、贾阳、

霍立华



48
三等奖

烟草商业企业自动立体仓库与传统平库综合调度解

决方案

河南省烟草公司郑州市公

司

司军鹏、胡红春、蒋中民、王焰、夏宇、吴洪

刚、马明

49 三等奖 手机短信自动货配平台
北京明伦高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黄惠良、谢金秋、王晓民、张雷、金慧贤、袁

洲、黄睿

50 三等奖 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江苏仙林物流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

金陵、韩亚中、聂昱、张潇、黄琳燕、李非、

张承祥

51 三等奖 酒类第三方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四川省宏图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富勒科技有限

公司

庭治宏、施甘图、蒲红军、曾德强、冷希康、

黄广瑛、蒋凌川

52 三等奖 《中国民营快递现状与发展趋势解析》
上海朗策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徐勇

53 三等奖 面向行业价值链的物流企业学习体系探析与实践

易通交通信息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

王荣、马骏、逄（pang）诗铭、徐秀艺、严霄

蕙、马洁、续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