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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交函 匚⒛ 16彐 “5号

广川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开展⒛⒗年广川市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行业协会、有关物流企业:

根据《构建新型城市化物流配送体系工作方案》的工作计划 ,

结合《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件指引》的有关要求,

为推动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工作,有效实现共同配送、集中配

送、夜间配送等先进运输组织方式,市交委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申报资质要求

符合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件指引》第五条

的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并具备笫六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二、申报薷提交盔轲 .`
申报企业需填写{《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申报表》,

并按 《广州市城市物旒
.乱

逆童庶企业认定条件指引》的要求准各

申报材料及签订《撼市勿流配送重
`点
企业承诺书》。

三、申报说明

(一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件指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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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申报表》、《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承

诺书》可在广州物流公共信 .憝平台上下载 (网址:)。

(二 )全部申报材料须按照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

申报表》、证明材料 (根据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

件指引》笫六条所列顺序 )、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承诺书》的

顺序装订。

(三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申报表》,证明材料内

容须清晰、完整、准确,一式3份 ,正本 1份 ,副本 2份 ,注明
“正本

”
和

“
副本

”。虫口果正本与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四、申报流程和时间

各区政府确定的物流主管部门指导辖区内的物流相关企业

填写申报表和准各申报材料,对申报的企业进行资料审查并加盖

意见,于 5月 15日 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市交委,逾期不受理。

特此通知。

附件:1。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件指引

2.广 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申报表

3.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承讠

(联系人:李铭典,电话:|

子邮箱:gzWlfz⒓ 010@163.G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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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H乙032●I50172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文件

穗交 匚20h〕 663号

广川市交迁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川市坡市忉流
配送茧点个ψ认定条件指引和广川市城市
m送车扣标志标识喷涂技术指引的通知

市发展改革委、公安局、商务委、工信委、国土规划委,市邮政

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件指引》《广州市城

市配送车辆标志标识喷涂技术指引》已经市法制办审查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瓜∴峪
蹦



广川市城市忉流配送重点个ψ认定条件指引

笫一条 为推进城市物流配送休系构建工作,有效实现共同

配送、集中配送、夜间配送等先进运输组织方式,根据 《交通运

输部 公安部 国家发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

务部 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配送管理工作的意见》(交

运发 ∈⒛13〕 138号 ),结 合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19“ 0乇005)、 《通用仓库等级标准》(GB/T21"2乇 007)、

《关于构建新型城市化物流配送体系工作方案》(穗交函 匚2013〕

12” 号)和广州市物流相关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引。

笫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我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的条件

指引。

笫三条 本指引所称城市物流配送,是指在城区以及市近

郊范围内,根据客户的要求对货物进行仓储、加工、包装、分拣、

组配等作业,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笫四条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的认定应当坚持
“公开、

|公千、公正”
的原则,实行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动

态评估等制度。

笫五条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的相关条件:

(一 )从事商贸分销配送、连锁商超配送、电子商务配送、

冷链配送及快递快运配送等城市物流配送专业服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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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为客户提供货物仓储、保管、包装、加工、分拣、

组配及共同配送、集中配送、夜间配送服务;

(三 )自 有或租用一定规模的仓储设施、设备,能提供公共

∷    仓储;

(四 )自 有或租用一定数量的配送运输车辆;

(五 )配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备的客户服务系统 ,

能及时有效为客户提供服务;

(六 )具备网络化信息服务功能,可应用信息系统对运输配

送的货物进行状态查询、监管。

笫六条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企业相关资格资质

1.在广州市依法注册经菅,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从事专业配送业务的应具有相应资

质;

2.具有健全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相应

的管理制度,其申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须满足

相关规定的要求;

3.资产总额不低于 1亿元,专业从事冷链物流的企业资产总

额不低于3000万元;

4.连续两年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亿元,专业从事冷链物流的

企业连续两年年营业收入不低于moo万元。;



5.从事城市物流配送业务 3年以上,且近 2年无较大以上安

全责任事故;

6。在广州市区域范围内,从事制造业生产性物流配送、商贸

流通、连锁商超配送为主的企业商业零售及批发网点不少于 50

个;从事电子商务配送为主的企业分拨网点不少于5个;从事冷

链物流配送为主的企业菅运网点不少于 10个 ;从事快递快运配送

为主的企业营业网点不少于 150个。

7。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的企业连续两年年货物流通量不少于m
万吨或200万立方米;从事电子商务配送或快递快运配送的企业

连续两年年货物流通量不少于 sO0万件 (票 ),从事冷链物流配送

为主的企业连续两年年货物流通量不少于犭 万吨或 100万立方

米;

8.通过 Is⒆ 001¨2000或其他同等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

(二 )企业配送中心、分拨中J心相关要求

1.在广州市区域内至少有一个符合物流规划的城市物流配送

中心;若城市物流配送中心为租用,租赁期需为 10年以上 (自

⒛15年 1月 1日 起算λ在建或拟建的配送中心应在⒛20年 12

月31日 结束前完工并投入营运;配送中J心仓库的建设标准需达到

《通用仓库等级标准》(GB/T21"2ˉ2007)3星级以上要求;配送

中心装卸场地应建立相应的视频监控,承诺将视频监控信号接入



广州城市物流配送信息管理平台;

2.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的企业自有或租用配送中心仓储总面积

不低于5万平方米,且应有3万平方米以上作为公共配送区;从

事电子商务或快递快运配送的企业自有或租用配送中心或分拨中

J心 总面积不低于 1万平方米,且应有5000平方米以上作为公共配

送区;从事冷链物流配送为主的企业自有或租用冷链基地从事冷

链物流业务,低温 (含恒温)仓储总面积不低于 1万千方米,且

应有mOo平方米以上作为公共配送区;

(三 )企业菅运车辆相关要求

1.从事城市物流业务配备的车辆应满足国家及省市对车辆相

关技术、安全和环保方面的要求,车辆应符合 《营运车辆技术等

级划分和评定要求》(r/T198)规定的二级技术要求,具有有效

的道路运输证,并承诺对获得 《城市配送证》的车辆统一外观和

标识,承诺对城市配送车辆,应根据车辆技术状况,实行动态管

理和外观标识维护。

2.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的企业需自有或长期租用(租期不少于 5

年)超过m台符合城市物流配送车辆技术规范的广州号牌车辆 ,

从事冷链配送为主的企业需自有或长期租用 (租期不少于4年 )

超过 10台符合城市物流配送车辆技术规范的广州号牌车辆。

(四 )企业信息系统相关要求

1.配备城市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承诺为广州城市物流配送信



息监管平台开发相应的数据接口并接入;

2.获得 《城市配送证》的城市物流配送车辆需装备符合 《道

|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 4¨⒛11)的

卫星定位装置,并承诺将信号实时传输至广州城市物流配送信息

监管平台;承诺增设车载终端,并接入广州城市物流配送信息监

管平台。

笫七条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根据城市物流配送的需要,结合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车辆流

量、流向、流时、货品、货类以及城市物流配送需求,合理确定

城市物流配送试点车辆通行政策,根据需要为高峰时段通行的城

市配送车辆发放《城市配送证》,并根据《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

设置规范》的规定,在不占用主干道、不影响道路交通的前提下,

利用道路停车位和现有商超的地下停车场,设置城市物流配送车

辆专用临时停车位,解决城市物流配送车辆停靠和装卸作业需要。

笫八条 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的认定原则上为每年一次,

具体时间和安排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公布。

笫九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有效期届

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广川i0im送车辋标志标识吱涤

蹦 引

笫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市配送车辆 (以下简称
“
城配车辆

”
)

标志标识喷涂的位置、内容和要求,根据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

条例》和 《重型、中型货车和大型、中型客车标志标识喷涂技术

规范》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特制定本指引。

笫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我市城配车辆标志标识的喷涂工作。

笫三条 本指引所称城配车辆,是指根据 《广州市城市物流

配送重点企业认定条件指引》认定的重点企业,用 于参与城市物

流配送的车辆。

笫四条 城配车辆应为重点企业自有或租用的白色封闭货

车或厢式货车。

笫五条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由图形和文字两部分组成,结构

示意图见图1和图2,使用时根据汽车表面的空间选择使用横式

或竖式结构。

H市匣挂
C:TV0∶0TR:BuT:●

" 
田I标芯标识结杓 (扶式)



Ⅲ市田挂
C:TV0:0TR∶ n"tⅡ●H  田2标志标识结杓 (竖式)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的尺寸要求见图3和图4,最小比例限制

见图5和图 6。

注 :A等 于一个 计 量单位   田3标芯标识尺寸要求 (扶式)

注 :A等 于一个 计 量 单位   田4标芯标识尺寸要求 (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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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5标志标识垠小比例眼饲 (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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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的标准色为桔黄色和深绿色,标

志标识的红棉花蕾桔黄色色标为C0M60Y100Κ0,标志绿色部分

色标为C91M47Y94Κ15,见图7和 图 8。



田7枯女色乜标 田B圩包色标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的文字部分的颜色为绿色,色标为 C91

M47Y94K15。

笫七条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墨稿、反白稿应当按照样稿制作,

见图9和图lO,主要应用于报纸广告等单色印刷范围。

Ⅲ市配送
C:TV0:sTR■曰uT■●

"

田9标志标识工△ 日1● 标志标识反白砧

笫八条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与公司名称不同组合应当按照样

图进行制作,见图 11、 图 12和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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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配送有限公司
GUA"CzHOU C!TV D∶ sTR!BUT!o!、 刂:Co。 LTD. 田la竖拧列妩范

田Ⅱ2上下拧列加范

笫九条 为使标志标识更好的进行规范处理,使之在视觉上

能更好的识别及传播,禁止如下方式使用城配车辆标志标识,见

图 1⒋

(一 )禁止改变标志标识大小;

(二 )禁止减少标准字文字内容;

(三 )禁止在标准字上随意添加内容;

(四 )禁止改变标志标识位置;

(五 )禁止改变标准字色彩;



(六 )禁止标志标识在白底上勾边;

(七 )禁止改变字体倾斜角度;

(八 )禁止反白稿在识别性不强的浅底上运用。

田14标志标识纽合柒止规范

笫十条 象征图形是企业产品在应用时使用的一种辅助图

形,标准色为桔黄色,色标为C0Mω Y100Κ0,见图 15

1̄4ˉ



日15∴征日形

笫十-条 城配车辆标志标识应在车厢两侧、车厢后部及车

辆前围板的适当位置予以喷涂,带导流罩的货车在导流罩的正前

面予以喷涂。

车厢两侧及车厢后部的标志标识应保证左右对称。

笫十二条 标志标识在城配车辆上标识的位置及尺寸大小见

图⒗,图 17,图 18,图 19,其他规格车辆须按此大小比例进行

扩大或缩小制作;若车厢原有把手、围板等部件对标志标识的喷

涂效呆有影响,经报相关行业协会备案后,具体喷涂位置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s。cm   ∴乇I∴  
°2· cm

田16车扪饲面A标志标识位工及尺寸要求 (车身舌为白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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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7车轱们面B标芯标识位工及尺寸要求 (革力千为白色)

ω cm         `0cm         o0om

日1B车柄苗坩标志标识位工及尺寸要求 (车力孑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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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作

流

程

l、 车辆沽洗

2、 制作喷涂模型

3、 文宇排版,一次性不干胶制作

4、 喷涂油漆

5、 待油漆干后去除文字模板

6、 检查制作是否合格

7、 完工

∈

°

0σ

冖

田I9车轱尾邯标芯标识位工及尺寸要求 (车身艹为白色)

笫十三条 为保证城配车辆喷涂效呆与使用寿命 (新车 3¨5

年),制作流程与制作原料应按照以下要求:

汽

车

漆

技

术

参

数

喷涂过层:湿喷二道

道层相隔:lO⋯15分钟

喷压力:3-。MPa

喷口径:1-2m耐重力压

2m〃吸上式

烘烤时间:ω℃臼O分钟

自然千燥:12小 时

打坩抛光:⒉ 小时完全干透后

专用固化剂 2:l



笫十四条 车身喷漆颜色深浅需一致,不含反光及其它彤响

交通安全材料,色泽光亮无污点、无变色及留痕、异色,边界分

明、整齐;漆膜结合牢固,无脱层、无泡或皱裂;图形与文字应

轮廓清晰规范,颜色均匀。

笫十五条 车门字和放大号牌按照有关规定的尺寸和位置,    r

并均需用黑色喷涂,改色车辆视实际情况需增加喷涂道层。

笫十六条 城配车辆喷涂统一的标志标识,应视车身颜色改

变情况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或办理备案。

笫十七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⒛ 日后实施,有效期至⒛20

年 12月 31日 。有效期届满,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抄送:市档案局,广州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广州物流与供应链协会,广

州市快递行业协会,广州冷藏行业协会。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⒛15年 12月 30日 印发



附件 2

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

申报表

企业名称    (加 盖企业公章 )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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嗍 明

一、本表是申请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重J点企业的申报表;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五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

伯数字,纸张规格为M纸 ,双面打印;

三、涉及金额的均以万元为单位,涉及业务量和货物流通量的均

以万吨/m3/万件为单位,涉及周转量的均以万吨 .km为 单位,涉及面

积的均以m2为 单位;

四、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有选择项请在□内划
“√”,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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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怙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邮纬

通讯地址 邙绢

企业网址 传共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轱

注册资佥 共中外资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   □外商独资

□联营企业  口三资企业      □私菅企业   口其他  (注明具体形式 )

企业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公司 □有限合伙 □其他  (注明具体形式 )

企业类型 □普通货物运输企业 □冷链运输企业

二。企业经菅怙况

城市仂沆瓦送

货品种类

□食品、

□家电类

饮料、烟酒类   □住宿餐饮相关配送类

□中西药品类  □日用品类  □服装类

口其他

城市仂沆瓦送

经菅年限



客户莰△ 企业近两年 ~(2014年 ) 货仂主要

共同瓦送业夯 □未开展 □已开展 年业务总量

经

菅

状

况

主菅收入 资产总苡 菅业讧 纳税总苡 利润总顿
城市仂沆瓦送

2015+`t

2014年爿t

2013年爿t

竹理及

服务

1so9001

或共他同

等田际标

准质△甘

理体系认

证怙况

通过时间

仂流企业

讦定级别

□A  □AA □AAA

口AAAA□ AAAAA□ 无

口广州市重点物流企业

安全生产

近 2年 (含 )内无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人员赤质

企业员工人莰

中南层甘理人员 大专 (含 )以 上文化程度比例__%

旧 夂 1曰 目 古 由 笙

"0苦
戊 扌 芒 刂1冰 技 上 ” 拥 艹   Φ

'

驾驶员 口全部配送车辆驾驶员依法取得驾驶资格,且驾龄不少于2年



信忠系统廿况

甘理乐统 □运输管理系统   □仓储管理系统   □配送管理系统

电子单证甘理比例 □100%       □⒃%(含)以 上    □其他

货仂跟琮比例 □㈨%(含)以上    口⒛顷含)以 上    □其他

客户士询方式 □人工查询系统   □自动查询系统

菅运车辆廿况

我丘工⒒5吨 找重± 1.5吨 (含 ) 我丘【 5吨 (含 )以上

传统能泺货车

纯电动新比冻车

总莰

设施设杏怙况

瓦送中心效工 分拔中心玫工 网点效工

自有或租用 公共乱送区面 自有或租用瓦

低沮仓估面积



三、共实性申明:(加盖公革 )

四。所属区主甘部门审核志见:(加盖公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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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川市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承诺书

为规范城市物流配送试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城市物流配

送效率,促进城市物流配送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本企业

在获得城市物流配送重点企业时,承诺以下内容:

一、企业从事城市物流配送的车辆 :

(一 )在我市注册登记,取得广州号牌 ;

(二 )根据 《广州市城市配送车辆标志标识喷涂技术指引》

的要求进行外观标志标识喷涂的封闭货车或厢式货车;

(三 )满足国家及省市对车辆相关技术、安全和环保方面的

要求,并达到 《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

规定的二级技术要求;

(四 )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

(五 )装各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卫星定位装置,并将信号实

时传输至广州城市物流配送监管信息平台;

(六 )至 ⒛16年底,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电动货车需

占企业从事城市物流配送车辆的 2O0/o(从事非冷链物流配送的企

业 )/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电动货车需占企业从事城市物流

配送车辆的⊥0%(从事冷链物流配送的企业 )。



二、企业城市物流配送车辆驾驶员:

(一 )依法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和广东省交

通部门核发的 IC卡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驾龄不少于 3年 ;

(二 )年龄不超过 60周 岁 (至 ⒛16年 12月 31日 为止 );

(三 )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

三、企业配送中心:

(一 )在广州市区域内至少有一个符合规划的配送中心和相

应的车辆停放场地 ;

(二 )租赁的配送中J心 有 10年以上的租赁期 (自 2015年 1

月 1日 起算λ

(三 )在建或拟建的配送中心应在⒛20年 12月 31日 结束前

完工并投入营运,且配送中心仓库的建设标准需达到 《通用仓库

等级标准》(GB/T20172-2007)3星 级以上要求;

(四 )装卸场地应建立相应的视频监控,并将视频监控信号

接入广州城市物流配送监管信息平台。

四、企业的信息系统 :

(一 )可应用信息系统对运输配送的货物进行状态查询、监

管 ;

(二 )为广州城市物流配送监管信息平台开发相应的数据接

田 。

五、企业遵守以下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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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法经营、诚实信用,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货物、

垄断货源,不得侵害客户的合法权益。

(二 )配合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开展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工

作,并率先采用广州市城市物流配送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三 )配合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开展物流统计分析工作,根据

要求报送企业经营情况,及时报告行业动态。

(四 )在配载接货时,应 当要求客户出示企业或个人的有效

证明文件,实行实名登记,并如实申报货物的品名、重量、化学

性质、易碎程度等,不得配送易燃、易爆、腐蚀、毒害等危险货

物,不得配送国家明文规定的禁运物品;

(五 )在执行配送任务前,应在广州城市物流配送监管信息

平台中进行任务填报;

(六 )遵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通行停靠政策,并

服从交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执法人员的检查指挥 ;

(七 )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安

冖  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并公示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货物堆砌、装

。  卸、车辆驾驶、用电等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八 )定期对车辆、特种设备、用电设各和消防设施进行检

查维护,对查出的事故隐患必须立即进行整改,并做好安全检查

情况及整改情况记录;

(九 )加强对从业人员及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确保按



规定持证上岗,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驾驶人员连续驾驶时间超

过 4个小时;

(十 )不得违反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超限、超载运输;

(十一 )在发生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及其他突发

公共事件时,应 当服从有关部门的统一调度指挥;

(十二 )定期向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城市物流配送运营

统计报表,包括车辆运行情况、配送量、装卸时间等相关数据;

(十 三)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及时接受和处理投诉举报。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

企业代表 :

日  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