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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园区字〔2020〕120 号  

 

关于召开’2020（第 18 次）全国物流园区 

工作年会的补充通知 
 

中物联物流园区专委会会员单位，各地物流园区（基地、中心），国家

物流枢纽、示范物流园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行业协会： 

10 月 26 日，青岛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关于调整李沧区楼山后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等级的公告》

显示，青岛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各类会议、活动可正常举办。据

此，经研究决定延期后的’2020（第 18 次）全国物流园区工作年会将

于 11 月 12-14 日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周四）报到，13-14 日开会。 

报到地点：青岛银沙滩温德姆至尊酒店（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银

沙滩路 178 号，电话：0532-5888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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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序及主要内容 

（一）12 日下午 14:30—15:30 召开国家物流枢纽联盟成立大会预

备会，请国家物流枢纽运营主体企业（单位）联络员参加； 

16:00—17:30 召开国家物流枢纽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

请国家物流枢纽运营主体企业（单位）推荐的理事、特邀理事候选人

及联络员参加。 

（二）13 日全天全体大会 

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政府部门领导通报国家物流枢

纽、示范物流园区评审认定及布局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十四五”现代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等国家物流政策思路；2019、2020 年国家物流枢纽

授牌仪式；请国家物流枢纽、示范物流园区、优秀物流园区等高管分

享物流节点与网络建设、模式和技术创新经验；发布《2020 年物流园

区综合评价报告》，“2020 年度优秀物流园区”授牌仪式。 

下午套开“双循环”物流企业协作研讨会，定向邀请。 

（三）14 日上午专题分论坛（五场平行）：“十四五”现代物流业

发展规划、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与运营、示范物流园区提档升级、物流

园区智能化改造、物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四）14 日下午 13:30—17:00 参观青岛港“无人码头”等智慧物

流项目。 

三、参会人员  

（一）2019、2020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主体企业（单位）

代表； 

（二）“示范物流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及申报单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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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物流园区管委会（基地、中心、公路港、无水港、保

税物流中心等）及港口、铁路、航空等物流企业代表； 

（四）中物联物流园区专委会会员单位代表； 

（五）诚意邀请各地发展改革、交通运输等政府物流工作相关部

门、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政府领导及行业协会组团参加。 

四、会议联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园区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宫士博（18604112939） 于雪姣（18610081151）  

杨宏燕（13810445663） 陈  凯（18811446270） 

郑  伟（15611027265） 何庆宝（15510125659） 

吕  杨（13811116258） 黄  萍（13301381866） 

以上联络人手机号码同微信。 

电  话：（010）83775685/83/86/82/87、83775713 

传  真：（010）83775688    邮  箱：CFLPYQ@vip.163.com 

相关会议信息请扫码关注“中物联物流园区专委会”公众号 

附件： 

1. 青岛市情简介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接待服务联络人员名单 

3. 参会指南                          中物联物流园区专委会 

4. 报名回执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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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岛市情简介 

青岛地处黄海之滨、山东半岛南端，是中国北方一座极富人文魅力与发展魅力的沿

海开放城市。青岛地区昔称胶澳，后因有海中小岛“小青岛”、古渔村“青岛村”而得

名。青岛是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陆域面积 1.1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辖七区三市，2019 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 949.98 万人。 

山青海碧的黄海明珠。青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著名避暑胜地，山、海、湾、

城浑然一体，有着“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独特城市风貌。该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海净、水清的美丽家园，先后荣获中国人居

环境奖、“2019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等称号。 

和谐友善的文明港湾。青岛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近年来，

成功举办了 2008 奥帆赛、2014 世园会、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跨国公司领

导人青岛峰会、全球创投风投大会、2020·青岛·陆海联动研讨会等活动。2018 年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服务保障工作，赢得与会各国来宾高度赞誉，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给予充分肯定。2019年圆满完成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服务保障任务。

青岛还是“五四运动”的缘起地、知名的足球城、影视城、时尚城、帆船之都，近年来

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青岛承担了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

家重大战略任务。在这片土地上拥有青岛西海岸新区、蓝谷、高新区、胶东临空经济示

范区等多个国家级功能区；培育出了海尔、海信、青岛啤酒、中车四方等知名品牌企业

和杰华生物、日日顺物流、聚好看、伟东云等“独角兽”企业；建设了青岛海洋试点国

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等多个“国字号”创新平台。近

年来青岛被列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被赋予打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的重大政治责任。 

欣逢 2020 年全国物流园区工作年会召开，热情好客的青岛市人民将以饱满的热情、

优良的服务，迎接五湖四海的来宾朋友，共商共建，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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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接待服务联络人员名单 
联络人员工作职责： 

以下联络人员负责各地代表接送站及会议期间的联络服务工作。 

总联络人： 

区发改局：龙  淼  15866887180 

          刘昊桢  18253293900 

对口省份 责任部门 联络员（姓名、单位及联络方式） 

北京市 

（含政府有关部

门、国家级协会

及央企） 

区交通局 

张德超 交通局 15689128852 

王云风 交通局 13869861390 

王  磊 交通局 15153285502 

山东省 区发改局 

王  亮 发改局 18553299826 

田增宁 发改局 15563982712 

袁浩峰 发改局 18254286096 

江苏省 区教体局 

葛秀甫 教体局 13863918068 

李磊俊 教体局 15092121977 

王静荷 教体局 13001675991 

河北省 区工信局 

邵先涛 工信局 13793200990 

韩  鹏 工信局 13356899175 

刘国强 工信局 15898876537 

河南省 区民政局 

刘  勇 民政局 19963990886 

周玉洁 民政局 15610019027 

杨濮郡 民政局 15166390345 

重庆市 区司法局 

方  贞 司法局 18561389362 

葛凤娇 司法局 13589332992 

宋立虹 司法局 18561376910 

江西省 

区人力资

源与社会

保障局 

张庆龙 人社局科长 13455290678 

李树银 人社局正科 13061285088 

柴静静 人社局     15154449995 

陕西省 
区城市管

理局 

赵文贵 城市管理局 13792813271 

王  静 城市管理局 13697679039 

王金春 城市管理局 1395323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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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省份 责任部门 联络员（姓名、单位及联络方式） 

上海市 
区自然资

源局 

寇利博 自然资源局 13780660865 

庞俊杰 自然资源局 18660296566 

纪  宁 自然资源局 15863093975 

云南省 
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 

张  颖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18505320922 

刘永旺 退役军人事务局 15199191834 

张宝胜 退役军人事务局 18515956100 

山西省 
区农业农

村局 

徐宝军 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18562727707 

薛  顶 农业农村局 15953209777 

夏文杰 农业农村局 15092043911 

湖南省 
区应急管

理局 

罗平 薛家岛中队 18363915632 

高健 薛家岛中队 15898868183 

杨凯 应急局     15762299899 

福建省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巩振刚 综合行政执法局 86889371 

柴京伟 综合行政执法局 17860817732 

庄济文 综合行政执法局 17866637899 

安徽省 区统计局 

姜焕春 统计局 15753236280 

张兴坤 统计局 18661831077 

王泗芳 统计局 15753236302 

贵州省 区医保局 

王翔宇 医保局 17554194414 

张大伟 医保局 13165168958 

刘衍蒙 医保局 18561839090 

吉林省 区信访局 

张树春 信访局 13954284903 

邱  磊 信访局 16678659667 

刘  强 信访局 16678659668 

辽宁省 
张家楼街

道 

冯  林 发展保障中心副主任 18561332217 

姜亚红 张家楼街道 18661923118 

邵  伟 张家楼街道 18562610567 

湖北省 藏马镇 

刘奇才 藏马镇 17560051068 

宫  媛 藏马镇 15266234586 

孟  伟 藏马镇 13954233078 

甘肃省 泊里镇 

吕洪国 泊里镇 15621498687 

郭常超 泊里镇 18766251016 

李晓坤 泊里镇 18366262884 

黑龙江省 大场镇 

周  航 大场镇 17753235283 

白世芳 大场镇 15063963528 

杨柳青 大场镇 18765229817 



 

— 7 — 

对口省份 责任部门 联络员（姓名、单位及联络方式） 

内蒙古 
薛家岛街

道 

孙泽武 薛家岛街道 17865587899 

别清霞 薛家岛街道 17660213172 

许  浩 薛家岛街道 18353208982 

广西区 
灵珠山街

道 

刘桂良 灵珠山街道 15621036725 

薛荣沛 灵珠山街道 15753277717 

薛  鸥 灵珠山街道 13793298800 

新疆区 
红石崖街

道 

殷效臣 红石崖街道正科 13864888872 

韩  晓 红石崖街道 13589258673 

万立鑫 红石崖街道 13792875062 

天津市 
灵山卫街

道 

陈  欣 灵山卫街道 15306428187 

蒋知育 灵山卫街道 13165027965 

刘雪怡 灵山卫街道 13573238772 

宁夏区 隐珠街道 

李  晓 隐珠街道 13793529553 

隋亚男 隐珠街道 18366253987 

李婉悦 隐珠街道 13791902927 

浙江省 胶南街道 

崔  峰 胶南街道 18561808067 

法焕朝 胶南街道 18669401659 

刘梓煜 胶南街道 15908975131 

广东省 珠海街道 

庄进昊 珠海街道 15315017198 

马  凯 珠海街道 17685565338 

李  磊 珠海街道 13583202780 

四川省 滨海街道 

蒋梦影 滨海街道 13280873601 

李  硕 滨海街道 16678528630 

高丽娜 滨海街道 13969657097 

青海省 

灵山岛省

级自然保

护区 

解林竹 灵山岛 17615868821 

徐泽慧 灵山岛 18562799377 

陈  妍 灵山岛 18561911581 

其他省区 海青镇 
李春诚 海青镇 13793273036 

黄鹏瑛 海青镇 1386420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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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 会 指 南 

一、会议报名 

因本次会议参会人数较多，为做好服务工作，请参会代表于 11 月 6 日（周五）前

反馈报名回执。 

二、会议报到 

11 月 12 日（周四）全天在青岛银沙滩温德姆至尊酒店（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银沙滩路 178 号，电话：0532-58886666）报到。 

报到当天 14点后到达的代表，请于 11日晚 20:00前短信联系于雪姣（18610081151）

或吕杨（13811116258）以便留房。 

三、交通信息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领导非常重视本次接待服务工作，已安排直属职能部门对口接待

（详见附件 2：青岛西海岸新区接待服务联络人员名单）。 

11 月 12 日报到当天 8:00—24:00 在青岛流亭机场、青岛站、青岛西站、青岛北站安

排接站（机）。请代表务必于 10 日 18:00 前短信告知对口接待部门联络员行程信息（姓

名、车次/航班号、到达地点、到达时间、同行人数、联系电话），并确认收到。 

未联系接站（机）的代表视同自行前往。 

以下公共交通信息供参考：出租车路线、里程及费用简介：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至酒

店：约 51 公里，60 分钟左右，费用约 150 元；青岛站至酒店：约 22.4 公里，35 分钟左

右，费用 60 元左右；青岛北站至酒店：约 38 公里，50 分钟左右，费用约 110 元。 

四、住房安排 

会议预定了 3 个酒店（详见报名回执）。 

五、会议费及交费方式 

1．会议费（含资料、餐费及参观）。非会员代表收取 2800 元；中物联会员单位、中

国物流学会会员及中物联物流园区专委会会员单位代表每人收取 2300 元。 

2．由于本次参会代表较多，请尽量选择提前汇款交纳会议费，我们将根据交费顺序

优先安排住房。请于 11 月 6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以下账号。汇款后将发票抬头、纳税人

识别号等相关开票信息、联系人手机号及汇款凭证发送至园区专委会邮箱

（CFLPYQ@vip.163.com）并与郑伟（15611027265）确认，园区专委会将开具电子发票

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收款单位：中物纽联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幸福街支行（行号 102100000474） 

账    号：0200333409100059659  

六、会后活动 

本次会议全部活动将于 14 日参观后结束（约 17:30），请代表自行安排后续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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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 名 回 执 

 

备注： 

1.提前交费的代表，将根据会议费交费顺序优先安排住房；现场交费的代表，按报

到顺序和当时房源安排；现场报名的代表，将根据当时房源情况进行安排。如无需会务

组安排住房，也请在表中注明。 

2.请参会代表仔细阅读《参会指南》，认真填写以上回执（同一单位代表可填写在一

张表格上，此表不够可复制）。请于 11 月 6 日（周五）前发送至邮箱 CFLPYQ@vip.163.com，

并与于雪姣（18610081151）或吕杨（13811116258）确认收到。 

单位名称  邮 编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参会人姓名    

性   别    

职   务    

手机号码    

邮   箱    

参观意向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住宿安排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住

房

意

向 

青岛银沙滩温德姆 

至尊酒店 

（450 元/间/天） 

□标间  □大床 □标间  □大床 □标间  □大床 

青岛印象酒店 

（280 元/间/天） 
□标间  □大床 □标间  □大床 □标间  □大床 

青岛金沙滩希尔顿酒

店（380 元/间/天） 
□标间  □大床 □标间  □大床 □标间  □大床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发票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