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物联科字〔2015〕93 号 

 

 

2015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科学技术奖获奖通告 

2015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已结

束。本年度科技奖网络申报有效项目 311 项，经网评和会评共

评出获奖项目 148 项，其中科技发明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3 项，二等奖 51 项，三等奖 71 项。经

评审委员会批准，评审结果已完成公示。 

特此通告。 

附件：2015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及完成人名单 

 

二○一五年十月九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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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及完成人名单 

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一等奖 发明奖 
基于移动互联网 O2O 模式的物流

多目标优化调度技术及应用 

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 /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 / 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北京物流协会、北京大田仓储有限公司、

北京盛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南鸿顺德为现

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青竹(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舒天便民连锁有限公司 

徐华、林友来、李求诚、杨涛、李立、 

常永利、李勇辉、杨睿尘、黄少阳、 

张聪、袁源 

二等奖 发明奖 低碳环保长寿命机油滤清器 
烟台沃卡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德利得物

流有限公司 
李宗泽、恽绵 

二等奖 发明奖 Tesd 爆胎应急安全装置 泰斯福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桂荣、王忠、冯文彩 

一等奖 进步奖 快递物流行业车联网运营系统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庄子骏、姜明涛、朱锐、宋文勇、 

翟慧君、张华、雷禹、陈嘉思、徐瑶、 

杜衍栋、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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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一等奖 进步奖 烟草专用自动拆码跺系统 普天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李军、胡宇昕、张正明、陈光辉、 

刘清波、胡寸魁、罗阳、韩良星、 

胡桂珍、郝闯、曾小平 

一等奖 进步奖 翻箱倒料机系列产品 云南昆船设计研究院 
杨锦鹏、方锦明、甘丽琴、金国峰、 

刘欢、马立新、熊高金、宋尉、王新红 

一等奖 进步奖 
基于智能物流的综合运输管理与

服务平台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北京中交兴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孙鹏、臧江、马松枝、杨铮、张彤 

一等奖 进步奖 LNG 产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云顶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孙健、张航、李鑫凌、吴品彦、张楠、

尹振宇、陆章其、戢汉帮 

一等奖 进步奖 甩挂运输法规政策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魏永存、谭小平、姚晓霞、李弢、王婧、

秦建国、高美真、张弛、张洋、林坦、

史言 

一等奖 进步奖 
基于供需双不确定环境的物流服

务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天津大学 

刘伟华、彭岩、刘亮、谢冬、刘春玲、

葛美莹、杨怡、徐海涛、胡斯敏、 

贺雅琳、刘松涛 

一等奖 进步奖 “移动网仓” 浙江网仓科技有限公司 
邓志君、吴桂林、陈通喜、陶臻、王恒、

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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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一等奖 进步奖 
高位拣选设备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张提成、傅 敏、叶国云、冯振礼、 

张根社、叶青云、张巍 

一等奖 进步奖 

基于GPS/RFID的冷链运输车辆监

控系统设计与研究导航定位的冷

链物流监控系统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刘凤陈、张新华、周艳、陈红、陈雪莹、

杜海、冯涛、武建炳、何竞一、胡天维、

黄金 

一等奖 进步奖 
混合垃圾干式自动化精细分选成

套设备 
云南财经大学、昆明腾威机电有限公司 

冉文学、李严锋、宋志兰、邵玉华、 

徐帮辉、王家鹏、郑贤荣、乔建霖、 

柴永福、赵迟明、陈凡 

一等奖 进步奖 
后金融危机时代江苏国际货代物

流业应对发展与挑战研究及应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军、刘红明、秦德如、缪琨、张金艳、

陈希、方爱华、李坚、李昂、李春红、

吴永锐 

一等奖 进步奖 
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采购策略研

究 

江苏省电力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

司、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南

京和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蔡榕、周旸、王金虎、高正平、张子阳、

程剑筠、徐冶秋、丁一、成义新、张盛、

蔡传玉 

一等奖 进步奖 “互联网+”水产业务综合管理平台 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 

张向飞、朱轶峰、王健、陈薇、叶有灿、

刘炜、陈旭、陆健东、宣毅、吴春辉、

吴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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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一等奖 进步奖 

基于物联网的高端冷藏产品物流

云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

化 

日照三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郭方泉、扈全民、孔鲁娜、宋波、 

刘国成、韩吉田 

一等奖 进步奖 物流业务与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 华通行物流有限公司 
刘秋红、向忠、瞿佳庆、王潇俊、 

蒋熙熙、方济发、谢应国 

一等奖 进步奖 
电子化政府采购行业应用型中间

件平台系统项目 

国采（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采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吴文毅、赵昌勇、成德桂、陈锦琳、 

宋维斌、宋文昭、刘辉、唐植友、成德桂 

一等奖 进步奖 
基于 SaaS 云技术的智慧物流供应

链管理公共云平台建设项目 

江西正广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正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博

科资讯有限公司 

刘子瑜、季贤平、杨文华、邱海辉、周

胜华、周校平、杨光才、周敏、吴峰、

张宝娟、陈亮亮 

一等奖 进步奖 航天物流系统规划设计与实施 
北京物资学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物流

中心配送部、北京伍强科技有限公司 

王成林、陈薇、尹军琪、邹德伟、 

王朝阳、刘崇、贾美慧、温卫娟、 

王小亮、孙伟琛 

一等奖 进步奖 中储智慧运输物流电子商务平台 
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络捷思

铭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李敬泉、戴庆富、刘云飞 

一等奖 进步奖 钢塑组合模板体系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模架中心 田正章、曲澍、师玮、菅云凯、张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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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一等奖 进步奖 生鲜配送自提系统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大连冰山集团有

限公司 

纪志坚、张竟浩、李徽、王铁、徐委、 

于燕、杨宝江、许志杰、张玉辉、王亮、

夏德利 

一等奖 进步奖 
基于优化技术的农产品物流企业

协同创新研究 
临沂大学、枣庄学院 

卢中华、孙洪春、孙敏、周厚春、王玲、

任庆军、李凯、李信利、马登程 

二等奖 进步奖 
智能采集及传输多层物流应用云

平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上海盖拓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云勇、王炯、房秉毅、王智明、 

王志军、吴春华、张杰、杨喜欢、卫伟 

二等奖 进步奖 
甩挂运输规划与管理关键技术及

其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李红启、高洪涛、王博、鹿应荣、 

王广鹏、王伟、李嫣然、卢越、董燕 

二等奖 进步奖 
多阶螺杆连续脱硫绿色制备颗粒

再生橡胶成套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江苏強维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绿金人橡塑高科有限公司 

张立群、任冬云、史金炜、王士军、 

邹华、费德立、刘力 

二等奖 进步奖 
多元联动的综合型物流实验教学

平台的研发与应用 

深圳市鑫海腾邦资讯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陈特喜、高本河、赖礼芳、邓永长、 

胡华中、齐庆、姜方燕、张璇、范生万 

二等奖 进步奖 
甩挂运输运营组织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应用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谭小平、李弢、林坦、张弛、史言、 

秦建国、张洋、魏永存、高美真 

二等奖 进步奖 太阳能型蓄冷式冷藏车 
河南冰熊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冰熊冷

藏汽车有限公司 

金元朝、马锡瑞、洪震川、樊志轩、 

付刚岑、陈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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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二等奖 进步奖 
江淮“威司达”系列中型载货车开

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苏荣、江腾飞、章志才、许明春、王杰、

韩勇、司志明、佘威、董超 

二等奖 进步奖 中邮海外仓系统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 

李雄、方志鹏、戴明坚、靳勇平、王钻、

李木、孙韬 

二等奖 进步奖 
“握物流”全国货运智能配载交易

平台 
广州增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柏友文、欧阳铭、王海涛 

二等奖 进步奖 
《中国联通移动媒体应用系统业

务规范 V2.0》等 4 项 企业标准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田文科、李广聚、成洁、张云勇、董晖、

李向东、房秉毅、李素粉、王志军 

二等奖 进步奖 SKU360 华东一号基地管理系统 胜斐迩仓储系统（昆山）有限公司 Claus Henkel、Gary Ooi 黄志明 

二等奖 进步奖 
射频识别（RFID）技术与应用（第

2 版）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京胜世纪有

限公司、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司 
米志强、梁飞、杨暑、王武 

二等奖 进步奖 
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道路货运

行业在途车联网服务平台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李艺、张志平、张鹤高、李宏、王鹏、 

蔡抒扬、吴强军、高峰、黄宏旺 

二等奖 进步奖 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松冷冷链物

流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浙江省医药

行业协会、浙江英特物流有限公司 

姜巨舫、孙立军、姜晓丽、朱苗佳、 

张峰、吴华庆、邵越炯、王江伟、刘琼 

二等奖 进步奖 中国邮政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 

李雄、方志鹏、戴明坚、靳勇平、 

唐艳轩、霍俊、孙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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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二等奖 进步奖 
东风日产工厂内物流系统创新开

发及应用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王金宁、阳玉龙、杨耀辉、杨峰松、 

庹鹏刚、周火星、万明勇、王俊杰、 

李杰 

二等奖 进步奖 
物流仓储中心建设工艺需求及设

计参考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邹雪云、张大平、夏俊华、蒙丽佳、 

谢阳、郑洁、田金坡、李永江 

二等奖 进步奖 
新型内贸集装箱箱型关键技术研

究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集装箱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卢成、李继春、赵洁婷、王婧、高峰、 

邓延洁、张华、金菁、郑勉 

二等奖 进步奖 广物仓储物流管理系统 
广东广物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创博龙智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盛、陈志强、宋哥、李魁、阳盾、 

傅涛 

二等奖 进步奖 捷运互联-物流电商平台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高英江、马雪英、岳晓彤、贾振、 

曹连峰、付广州 

二等奖 进步奖 
D6 快递业务管理系统与手持终端

的应用 
上海指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盛勤、李童军、陈巧、张秀生、李门徒、

元维喜、阮明、秦铁、殷文燕 

二等奖 进步奖 现代物流仓储智能指挥系统 安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卢少艺、刘勋功、陈居文、李辅、 

王贤海、刘敬、芮定文 

二等奖 进步奖 南京浩宇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南京浩宇物流有限公司 
陈新江、张睿智、陈坚、郭伟华、 

袁金龙、郝宁波、贾信文、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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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二等奖 进步奖 
烟草智能密集式仓库系统设计与

应用研究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胡红春、李广才、徐珂、司军鹏、武帅、

张国华、蒋霞、沈长鹏、林茂 

二等奖 进步奖 轻量化纯电动厢式物流车 
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三角新能源

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史践、陈亚梅、刘洪标、蔡正兵、赵赫、

丁元章 

二等奖 进步奖 物流无纸化派单系统 江苏买卖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曹晖、张程、张光云 

二等奖 进步奖 中国物流金融服务平台 中物动产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刘景福、邝冬蓓 

二等奖 进步奖 
国际间政府采购技术防护体系构

建研究报告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尹彦、张晓瑞、冯永琴、曾凌云、 

刘红喜、宋黎、丁于思、钱玉民 

二等奖 进步奖 冷链物流标准化技术应用项目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陈光焰、庄洁宁、黄献华、李广玮 

二等奖 进步奖 
校园快递智能生态“小邮局”服务

平台开发与应用 

徐州工程学院、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徐州

华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梁子婧、吴凯、陈建明、卢松泉、赵洋、

戚鹤亭、万宏、陈丰照、李君 

二等奖 进步奖 中国内河航运物流智慧平台 江苏物润船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朱光辉、赵衍维、王钦才、张荐林 

二等奖 进步奖 物流园区专线联合业务管理系统 上海天地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徐水波、何长春、林刚、傅志远、 

王海金、胡乔飞、祁森森 

二等奖 进步奖 智慧城市的包裹管家 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刘海芳、杨彦、张巍、陈德高、滕飞、

安东波、吴超、张博晗、张天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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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二等奖 进步奖 
服务于汽车物流 JIS 上线的自动立

体货架 
北京中都星徽物流有限公司 

朱励光、于冬、公旭鹏、黄浩、陈霈霖、

李雪莲、李跃强、刘冬翔 

二等奖 进步奖 固定式登车桥 苏州市琇泽升降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顾雪方 

二等奖 进步奖 
干散货物 20 英尺 PTA 罐式集装箱

的研发与应用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倪建生、王忠连、周瑞峰、李永哲、 

王文博、于金有、吴云日、李志刚、金

锋 

二等奖 进步奖 
江淮重型天然气牵引车系列产品

开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周福庚、江元、张辉、徐金志、欧勇、 

高艳军、代璞丰、章健国、张贵勇 

二等奖 进步奖 全程冷链物流可视化管理系统 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郑全军、刘永生、曾弘峰、胡丹、余晶、

于金龙、宋金秋、王赛、刘海付 

二等奖 进步奖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沈阳）有限公

司液奶车间立体库设备项目 
江苏高科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志刚、张春江、杨树人、郭斌、何波 

二等奖 进步奖 

用全额绿色高值节能化四项全扣

合式组合法将废轮胎制成超细胶

粉母料新技术 

上海橡源驰晨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汇宏、胡嘉庆、沙良宝、鱼伟令、 

陈书怡、胡侃 

二等奖 进步奖 
基于高性能传感器的危化品储运

安全防护物联网系统 
西安定华电子有限公司 

王瑞、王璞、岳国华、张鹏飞、刘凯峰、

吴彦平、卢道宁、皇甫智勇、田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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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二等奖 进步奖 
北京烟草基于物联网部分技术应

用的卷烟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市公物流中心 

刘进民、王永革、尤洪涛、孙壮志、 

赵全利、陆涛、张兴旺、吴效伟、杜连城 

二等奖 进步奖 
基于北斗卫星的应急物流伴随保

障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勤务学院 

桂云秋、辛后居、王甫红、徐常凯、 

辛安、郑金忠、胡勇、崔崇李、徐启丰 

二等奖 进步奖 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开发平台 徽商职业学院、无锡泛太科技有限公司 
张玉荣、杨恒、王兴伟、张韶、林晓、

李伟、江波、汤进、王翊郑晓 

二等奖 进步奖 
基于重组并购的物流公司成长路

径探讨 

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内蒙古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天津滨海联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禹久泓、顾彬、蒙蒙、王之博、李杨、

马海涛 

二等奖 进步奖 
危化品（液体）智能仓储标准化管

理云平台 
天津东软金算盘软件有限公司 马庆新、王爽、谢永刚、翟玲、鲁艳萍 

二等奖 进步奖 物资供应主动服务能力建设 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供应公司 
薛祥、袁黎、温富国、徐承松、周贻红、

郭伟、丁辉、肖少非、王咏梅 

二等奖 进步奖 
《基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航运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瞿群臻、甘胜军 

二等奖 进步奖 
徐州港区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与应用 

徐州工程学院、徐州天大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江苏鼎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丰照、陈建明、李浩、李成、吴璟、

张宇、陈文文、贾志伟、杨皓 

二等奖 进步奖 智能管车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张克刚、朱文亮、王明福、石甫、李锋、

刘林、苏介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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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二等奖 进步奖 
规模化滤棒柔性生产及自动化物

流系统的开发和应用 
昆明昆船物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方泳、易曲锋、谭曦、秦颖、刘瑞刚、

孙岳先、邱飚、白进松、聂炜 

三等奖 进步奖 
医院医疗用品库存优化与补货管

理系统研制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高智勇 

三等奖 进步奖 易得利仓储管理系统 常州易得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闵志君、聂芬、刘彦 

三等奖 进步奖 物流法律法规 北京物资学院、东北财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李爱华、郑秋阳、孙勇、黄伟峰、 

吴红霞、李佳 

三等奖 进步奖 药品移动助销系统创新项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 

田文科、李广聚、成洁、张秀芳、 

王国联、董晖、甄腾 

三等奖 进步奖 易得利智慧物流港管理平台 常州易得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闵志君、聂芬、刘彦、郝宁波 

三等奖 进步奖 码头业务操作实训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张敏、王晶、闫高杰、谭刘元、曹青、

杨丽华 

三等奖 发明奖 一种隐蔽型双轴铰链半折门机构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苏继军、倪建生、王文博、刘春良、 

刘艳坤、孙士国、单承毅 

三等奖 进步奖 中国公共采购理论与实践 佛山市南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黄冬如 

三等奖 进步奖 
物流大数据混合存储系统关键技

术的研究与实现 
临沂大学、临沂商城管理委员会 

张明、王海峰、卢中华、江兆林、 

高希龙、李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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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无线智能全流程商品定位与指示

系统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春鹏、汤敬仁、韩海峰、胡金星、 

李丹、易旭、宁润苏 

三等奖 进步奖 
智能物流分拣系统和基于物联网

的立体网络共性平台 
安徽一一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葆林、程志友、程晨、李名权、 

杨良峰、程俊杰、邵影柱 

三等奖 进步奖 惠龙易通货运集配电商平台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惠龙长

江港务有限公司、江苏惠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文进、李培杰、阎九吉 

三等奖 进步奖 
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燃料供给罐式

集装箱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倪建生、王忠连、回凤娜、李永哲、 

于美娜、吴云日、金锋 

三等奖 进步奖 
城市共同配送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物流唐山 
唐山唐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冬莲、张洪伟、魏雨宝、赵本林、 

李清洁、唐作田 

三等奖 进步奖 智能化温湿度验证系统 苏州市计量测试研究所 
周斌、陈如冰、徐含青、胡涵星、 

方信昀、 潘建良、邱东凤 

三等奖 进步奖 《中国物流网》云平台 
山东壹车壹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

智慧潍坊建设办公室 

刘相义、孙凯丽、刘宁、桂峰、陈兵兵、

郑燕玲、张文龙 

三等奖 进步奖 
医疗机构药品物流管理平台

（MILS）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张冬民、李天侗、王辉、付强、蔡辉、

杨军、李鹏 

三等奖 进步奖 滚装码头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有限公

司、中国港口协会滚装码头分会 

王学锋、陈舸、秦汾、王立坤、章强、

朱玉华、张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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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广日物流发运协同作业平台 广州广日物流有限公司 
张凌、张世良、成铨、吴斌勇、岑刚辉、

吴志忠 

三等奖 进步奖 

基于北斗技术的农产品（畜禽）供

应链控制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示

范 

上海农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海山、苏航、宋轶勤、王旭、祝国栋、

苏芳、吴元庆 

三等奖 进步奖 
天然橡胶跨境电商及保税交割创

新解决方案 

橡胶谷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橡胶谷产业供应链

有限公司 

张焱、邓颖、杨洪义、闵祥鹏、刘作杭、

王宁、钟磊 

三等奖 进步奖 
面向多业态集团型企业的绩效考

核系统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吴红星、巢良存、潘万金、刘光景、 

张皓、余保山、章龙 

三等奖 进步奖 电梯包装木箱工艺优化 华通行物流有限公司 刘秋红、朱海浪、宋雄、吴奇正 

三等奖 进步奖 远成私有云建设 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范若鹏 

三等奖 进步奖 长久物流客户服务管理系统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向红、苏茜娃、张颖、杨宁 

三等奖 进步奖 《现代运输管理》 安庆师范学院、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汪时珍、张爱国、张云丰、胡红春、 

夏应芬 

三等奖 进步奖 远成物流订单管理系统 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李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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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供应链信息资源协同管理平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张萌、高跃峰、常丹丹、董睿、贾科、

马超、杜建明 

三等奖 进步奖 专用叉车最佳使用年限研究测算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李习文、罗红、张萍、位小欢、宋玉阳 

三等奖 进步奖 智能物联网仓库可视化管理平台 
上海物贸生产资料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海事大

学 

瞿伟谷、杨斌、刘钢、郝杨杨、周懿、

王洁、马冬卫 

三等奖 进步奖 
郑明现代 3PL 供应链金融服务管

理系统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陈英梅、黄金、郑富贵、陈诚、季忠财、

揭冬平、马云龙 

三等奖 进步奖 
信息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在汽车零

部件精准配送上的研究与应用 
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罗春龙、胡云、苏水清、李秀华、 

吴创伟、曾德才、冯建钊 

三等奖 进步奖 
辽宁康迪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

物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解析 
上海通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凌辉、陈鄂 

三等奖 进步奖 
基于 ISO9001 的南海电子化政府

采购平台 
佛山市南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黄冬如、李粤、潘业臻、马志昌、李霞 

三等奖 进步奖 散料快速装卸、防洒落装置 
深圳市万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钦州万港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柯雄燊、柯雅玲、姚勇剑 

三等奖 进步奖 
基于云物流的流水生产线缓存控

制系统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河北中烟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海田自动化公司 

王德吉、金姝彬、谢俊明、吕新磊、 

汪翠兰、王栋梁、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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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大赢家国际物流信息平台 宁波大赢家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贺舟舰、张鼎龙、陈继川、吕政 

三等奖 进步奖 物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瞿群臻、甘胜军 

三等奖 进步奖 托盘箱安全锁扣的应用开发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苏继军、倪建生、王文博、刘春良、 

孙士国、单承毅、刘艳坤 

三等奖 进步奖 
基于大数据技术理念的烟机精益

化性能改造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河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 

王德吉、张建勋、王玉、李永杰、 

王爱成、王聚奎、王会峰 

三等奖 进步奖 
废橡胶再生环保型新技术新装备

研发及产业化 
莒县东盛橡胶有限公司 

王京东、段奉亮、赵国、张友京、 

刘中胜、陈洪运、王飞 

三等奖 进步奖 
汽车零部件运输配载模型建立及

应用 

武汉东本储运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昱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蒋晖、王琳、刘玲、徐贤浩、李昆鹏、

巴清、管畅 

三等奖 进步奖 
运用云计算实现成品烟箱条码防

差错检测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河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西门子自动化公司

王德吉、张建勋、王玉、李永杰、 

汪翠兰、谢俊明、陈志勇 

三等奖 进步奖 中石化煤炭物流体系优化方案 北京弘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兰本军、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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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万佶全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江西万佶物流有限公司、江西省经济管理干部

学院 

刘光森、刘光林、邓伟、匡志鹏、 

姚海彪、舒志、林峰 

三等奖 进步奖 
江苏万寨物流园钢材电子交易信

息平台技术方案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万寨物流园 

张中强、张晶、宋效红、胡晶、李君、

张兵、李思伟 

三等奖 进步奖 疫苗冷链物联网综合监管系统 杭州奥肯科技有限公司 林南、林雄伟、杨勤之、郑锡宁、张金生 

三等奖 进步奖 新型冷链物流专用保温箱 
松冷（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松冷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孙立军、耿墨礼、吴江灿、石袁、 

韩春晖、苏晨 

三等奖 进步奖 
郑明现代基于 J2EE 的物流仓储管

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郑富贵、陈诚、陈红、陈雪莹、杜海、

武建炳、何竞一 

三等奖 进步奖 钢铁在线监测预警平台 唐山市唐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宋雷、张婷婷、马强、赵青、刘亚玲、

王宪、田知博 

三等奖 进步奖 
高速公路设备设施火灾监测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 
闽江学院 

李皞、李琳、王建平、狄俊安、林中燕、

杨杰、李祎彧 

三等奖 进步奖 
商贸流通业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

台研究与应用 
广州华新商贸有限公司 莫俊刚、蔡军、周劲杰 

三等奖 进步奖 货来货往信息交换平台 上海乘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栾剑锋、邱文学、严加远、张明、庞妙冉 

三等奖 发明奖 运多多物流信息 OTO 服务平台 无锡运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武昊昱、武永栓、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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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年产 5 万吨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

还原剂（车用尿素溶液）项目 
辽宁润迪汽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邹建波、王宝峰、李其章、王志云、 

孙慧、崔忠贺、陈春媛 

三等奖 进步奖 易栈智能社区服务平台 易桟有限公司 倪彦、陈明 

三等奖 进步奖 现代采购管理（第 2 版） 安庆师范学院、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张支南、王红、胡红春、张军、陈婷 

三等奖 进步奖 56888 智慧物流服务平台 深圳市国讯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蔡燕东、王吉玉、高子全、叶荣标、 

陈燕  

三等奖 进步奖 整车场地使用太阳能发电研究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郭金雨、黄斌、路兴欣、岳刚、宋玉阳、

周进、张祥 

三等奖 进步奖 海航航空货运管理系统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訾胤、王杰、张向南、张同爽、郭耀丹、

李尧、王子威 

三等奖 进步奖 
TD75 型通用固定式带式输送机关

键技术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 

刘建英、方月、刘军、陈静、王鹤、 

李立琳、吴素珍 

三等奖 进步奖 
基于工业云的物流生产远程维护

系统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河南中烟有限

责任公司、中科院先进所 

王德吉、谢俊明、孟瑾、吴雪琴、 

李小福、汪翠兰、张建勋 

三等奖 进步奖 
国际航空快递机舱配载优化研究

及应用 

深圳技师学院  United Parcel Service of America、

Inc.亚太转运中心（运必送物流有限公司） 
资道根、郑志军、方培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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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奖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进步奖 在途物流位置能力开放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公司 
张亚超、陈欢、李辉 

三等奖 进步奖 教材：《现代物流实训手册》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上海优为科技有限公司、

天地华宇武汉分公司 

陈英华、郝双喜、何芳、张怡、田立、

李海英 

三等奖 进步奖 智能物流移动终端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上海世麦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云勇、王炯、房秉毅、王智明、 

王志军、高超然、钟芹盛 

三等奖 进步奖 
流通类专业课程《消费者行为学》

教材 

浙江树人大学、浙江红石梁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高孟立、胡红春、吴俊杰、张玉荣、 

曾锵、余维臻、姜慧华 

三等奖 进步奖 DSTR 信息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 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余娟、陈虎、王姝、秦天玲、何俊亮、

胡云、吴荣树 

三等奖 进步奖 杭州悠可化妆品 WMS 建设项目 
上海通天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悠可化妆

品有限公司 
吴煜、黄朗阳、曹向超、单涛 

三等奖 进步奖 
战略协同视角下的物流企业责任

竞争力治理机制研究 
临沂大学、山东金兰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孙朋杰、李晓东、陈令军、李宗青、 

卢中华 

三等奖 进步奖 
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模型

与优化策略研究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庞庆华、杜栋、宿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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