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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物流管理。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物流产业已经成为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之一。 与此同时，
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在物流运输、物流仓储、物流包

装及物流流通加工等环节也产生了较为严 峻的环

保问题。 笔者基于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回顾中国物

流业发展历程，对中国物流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了深入研究， 目的是促进绿色物流全面发展，
降低物流产业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提升

中国物流产业竞争力。
一、中国物流的发展历程

一 是 物 流 业 的 筹 备 起 步 阶 段 （1979 年～1990

年）。 “物流” 这一概念最早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由日本引入中国的，中国学术界也是在这一时期展

开了对物流体系及物流理论的探讨。 该阶段物流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范围并不大，主要应用于生

产资料流通领域，而相关物流活动主要围绕供销公

司、运输队伍、零售网点所展开，其中，空运、陆运、水

运等行业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储运企业。 限于物流

应用的范围，物流规模化尚未形成，表明该阶段的物

流并不属于现代物流。
二 是 物 流 业 的 缓 慢 发 展 阶 段 （1991 年～1999

年）。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中国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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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入缓慢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出台了

大量与物流业发展有关的法规， 如 1992 年出台了

《关于商品物流中心发展建设的意见》，1996 年出台

了《物流配送中心发展建设规划》等，这些政策性文

件为中国物流发展及物流产业规模的形成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1993 年顺丰速运诞生，1994
年广州宝供物流企业集团诞生，之后又诞生了许多

现 代 物 流 企 业 ，表 明 中 国 物 流 业 进 入 缓 慢 发 展

时期。
三是物流业快速发展阶段 （2000 年至今）。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加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有力促进了中国

物流业快速发展。 2001 年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正式

成立，2003 年 1 月商务部出台了 《关于促进我国现

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2004 年 8 月国家发

改委、商务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我国

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2006 年国家将“大力发展

物流业”写入“十一五规划”中，2009 年 3 月国务院

出台了《物流业调整及振兴规划》，这些政策文件的

出台为中国物流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

物流业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物流技术的不断革新

以及物流基础设施日益健全，中国物流业投资不断

扩大，物流信息化业日趋成熟，物流业已经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之一。
二、绿色发展理念下的中国物流发展现状

2004 年～2017 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由 38.4 万

亿元增至 252.8 万亿元， 有力地佐证了中国物流业

的快速发展。 当然，伴随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在

物流运行各环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的环境 污

染问题，必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促进中国物

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目前中国物流的发展现状来看，绿色物流可

谓尚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政府虽然出台了诸多与环

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但与绿色物流发展有直接

关联的法律法规并不多，相关行业标准也有待进一

步完善，换句话说，与绿色物流相关的法律法规较

为零散，多以物流政策性文件形式出现；同时，政府

及企业绿色物流理念较为淡薄，其用于绿色物流投

资、研发经费严重不足，致使中国绿色物流技术相

对落后，无法在广泛意义上推广绿色物流。
三、绿色发展理念下影响中国物流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绿色物流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不完善

为了促进物流业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陆续颁布了诸多与物流业发展有 关的法

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以 2017 年为例，政府相关部门

共颁布了 8 部与物流有关的法规性文件：1 月 19 日

出台了《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

见》，3 月 3 日出台了《粮食物流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7 月 8 日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8
月 17 日出台了《关于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的意见》，8 月 22 日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冷

链 物 流 保 障 食 品 安 全 的 意 见》，10 月 13 日 出 台 了

《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硬件的指导意见》，11
月 2 日出台了《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

的指导意见》，12 月 9 日出台了《城乡高效配送专项

行动计划（2017-2020）》，等等。
从 2017 年颁布的这些法规性文件来看，主要侧

重于整体物流发展规划、粮食物流、供应链物流、冷

链物流、城乡物流、人工智能物流及绿色物流。 其中

与绿色物流有关的法规性文件仅有一部，且只涉及

绿色物流包装，并不涵盖整个绿色物流业。 严格意

义上来看，2017 年的立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诞生一

部涵盖整体绿色物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表明相关

部门对绿色物流发展重视程度不够。
（二）企业对绿色物流发展不够重视，绿色物流

产品缺乏价格优势

政府对绿色物流发展重视不足是导致中国绿色

物流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相较于环境保护，政府

更重视物流企业的经营效益。 在此背景下，企业对

绿色物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绿色物流发展缓慢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般物流相比，企业实施绿色

物流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物流成本，相关物流产品价

格也会随之上涨。 基于物流成本的限制，在目前中

国物流市场上，一般物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

贸然将绿色物流产品推进市场，其与一般物流产品

价格相比必然失去优势，绿色物流规模化更是难以

实现。
（三）对绿色物流发展及理论研究不重视，绿色

物流人才缺失

目前， 中国物流业尤其是绿色物流业严重欠缺

专业型及复合型人才，已经影响到中国物流业的进

一步发展。 首先，绿色物流理念引入中国的时间较

晚，绿色物流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进而影响到绿色物

流的全面推广。 其次，物流企业对绿色物流发展不

够重视，企业在绿色物流理论研究、基础设施设备投

资及人才引进或储备方面乏善可陈。 最后，中国大

部分高等院校尚未设置绿色物流专业，十分不利于

绿色物流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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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色物流相关技术水平低下

一是绿色物流包装及绿 色流通加工 技术水平

较低。 目前，国内物流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及作业流

程均不符合绿色物流要求，造成资源浪费及环境污

染。 中国物流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其在加工过程

中产生了大量物流包装废弃物，但基于降解技术水

平不高， 致使对这些废弃物可再生利用率低下，造

成环境污染。
二是绿色物流仓储技术水平较低。 主要是绿色

物流技术标准不统一，致使相关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无法满足绿色物流发展的配套需求，影响了绿色物

流仓库布局，降低了物流仓库的负荷水平。 依据绿

色物流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物流必须尽快构建相应

的绿色仓储系统。 但一些企业缺乏绿色仓储理念，
加之资金有限， 不愿意花钱购置绿色仓储设施，一

直沿用落后的仓储作业模式，导致物流仓储效率低

下、物品损耗严重。
三是绿色物流运输水平较低。 中国物流运输方

式主要包括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及水路运输等三种

方式， 其 中 公 路 运 输 占 比 93.4%， 铁 路 运 输 占 比

5.1%，水路运输占比 0.7%。不难发现，国内的物流主

要倚重于公路运输，其次是铁路运输。 事实上，公路

运输及铁路运输会造成大量噪声、尾气污染，进而

导致沿线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显然不符合绿色物

流发展理念。 应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尽快解决物

流运输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四是绿色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 应增强物流企

业绿色物流理念， 努力构建绿色物流信息平台，加

强绿色物流订单管理和库存管理，提升绿色物流信

息化水平。
四、绿色发展理念下促进中国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绿色物流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使绿

色物流产业发展有法可依

一是尽快出台一部能够 抓总绿色物 流发展的

法律，该法律应涵盖绿色物流包装、绿色物流仓储、
绿色物流运输、绿色物流流通加工及信息收集等诸

多方面。
二是制定绿色物流规划及实施细则，夯实绿色

物流行业发展基础。 不断改善绿色物流管理机制，
明晰绿色物流各部门管理职责，有效解决目前绿色

物流条块分割及各自为政的弊端，切实提高绿色物

流管理效率。
三是对绿色物流企业入 门门槛及退 出门槛作

出相应规定，明晰绿色物流企业权利与义务。 在促

进绿色物流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规范

绿色物流作业流程，构建统一的绿色物流能源消耗、
安全、包装材料及服务行业标准，使绿色物流发展有

法可依。
（二）加大对绿色物流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鼓

励企业实施绿色物流

基于物流企业实施绿色物流成本较高， 政府应

出台相关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或引导物流企业实施

绿色物流。 通过出台相关补贴政策，鼓励物流企业

购买环保绿色能源、购置绿色物流装备、采用绿色无

污染运输方式，不断提高物流企业发展绿色物流的

积极性。 为绿色物流企业提供优惠金融政策及税收

政策，如对绿色物流企业实施较低的贷款利率，同时

征收较低的税率等，尽快形成有利于绿色物流企业

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树立绿色消费及绿色物流理念，促进绿色

物流发展

一是企业应积极申请 ISO4000 环境体系标准认

证。 物流企业要不断革新自身经营理念，将绿色环

保、绿色物流理念融入到企业经营全过程；鼓励企业

积极申请 ISO4000 环境体系标准认证， 确保物流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遵纪守法。
二是树立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 如鼓励消费者

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选择具有绿色环保包装的商品，
提 倡 消 费 者 对 垃 圾 进 行 分 类，以 此 助 推 绿 色 物 流

发展。
三是重视绿色物流理论研究， 积极储备绿色物

流专业人才。 通过建立绿色物流专业研究机构，加

强对绿色物流理论、绿色物流布局、绿色物流技术的

研发；高等院校应尽快开设绿色物流专业，加强绿色

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满足企业对绿色物流技术型人

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强

化绿色物流人才专业知识，提高专业人才的实践操

作 能 力，为 绿 色 物 流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奠 定 人 力 资 源

基础。
（四）确保物流技术研发资金充裕，进一步促进

绿色物流技术研发

绿色物流是近几年基于环保节能所提出的新概

念，绿色物流这一特征决定了绿色物流相关技术不

可能很成熟。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绿色

物流产业发展，通过设立绿色物流研发基金方式，确

保物流技术研发资金充裕，进一步促进绿色物流技

术研发。 （1）加强绿色物流包装材料及废弃物降解

技术研发，同时鼓励企业采用减量化包装及无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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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has greatly promote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logis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logistics under the philosophy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green logistics and setting up industry standards so
as to guarant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logistics,increasing financial subsidies of logistics industry so as to
encourage the industry to implement green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the green consumption and green logistics
concep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logistics and guranteeing sufficient funds for logistics technology
to ens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logistics; logistics policy; logistic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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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包装等方式，推广木塑复合材料及蜂窝纸板等包

装材料的使用， 不断提高中国绿色物流包装水平。
（2）促进绿色物流仓库合理布局，减少因仓储 闲置

及路线重复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鼓励企业购置智能

化仓库及智能化物流设施设备，提高物流企业仓储

作业的自动化水平，努力降低仓储环节的损耗。 （3）
改善运输方式，降低公路运输在物流运输方式中的

占比，提升铁路运输、水路运输利用水平。 提高快递

运输信息化能力，将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于运输业施

工过程中，选用合适物流运输方式，提高物流运输

中车辆调配的合理性，进而提高企业物流效率。 （4）
加强新能源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以绿色环

保交通工具促进绿色物流发展。 （5）加强绿色物流

信息化建设，落实绿色物流标准化。 在物流流通过

程中， 绿色物流企业应充分运用电子数据交换、射

频、条码识别、仓储系统控制等先进技术，提高绿色

物流企业物流信息化、标准化水平。 此外，还可以通

过业绩评估系统、业务系统、结算系统等，不断提升

绿色物流企业管理效率，为绿色物流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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