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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科学技术奖获奖通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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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项，经网评和会评共评

出科技进步奖项目 147 项，其中一等奖 28 项，二等奖 50 项，三

等奖 69 项。经评审委员会批准，评审结果已完成公示。 

特此通告。 

附件：2014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及完成人名单 

 

二○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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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及完成人名单 

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245 一等奖 
长体物料装卸搬运多向叉车系列及关

键技术 
总装备部军械技术研究所 

杜峰坡、穆希辉、罗磊、冯振礼、牛正

一、廖颋、高飞、张根社、徐东、黄礼

富、王勇 

A0051 一等奖 库架一体式全自动智能立体冷藏库 北京市京科伦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杨建国、王全江、张继龙、马越峰、毛

同芹、李天社、康建慧、赵辉、郝立煊 

A0081 一等奖 
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处理系统成套装备

研制开发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昆明昆船逻根机场物流

系统有限公司 

周雁兵、罗俊斌、赵玲、张炜、蒋正林、

王艺博、廖亚奇、李佳鸿、陈传伟、罗

建明、曾学 

A0139 一等奖 
橡胶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用于轮胎翻

新的技术及成套装备的研发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裕盛源橡胶有限公司、庆云华泰

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中国轮胎翻修与循环利用协会 

汪传生、李利、边慧光、张德伟、朱军、

郑祖祥、郭磊、范忠泉、付平、沈波、

李绍明 

A0199 一等奖 快递物流行业运营支撑系统及终端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老世荣、白鹏、雷禹、覃建军、陈嘉思、

谢年兵、唐勇、建晓辉、李聪、李文智 

A0187 一等奖 
铁路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控物联网

系统 

天津光电高斯通信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商业

大学 

韩建枫、俞大海、张勇、申芳、单玉堂、

李震、梁海英、李杰、孙芳、杨少鹏、

陈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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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212 一等奖  
铁路物流中心选址决策分析与功能设

计关键技术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 

郭玉华、程先东、张晓东、韩伯领、李

军、谭立刚、秦四平 、洪雁、刘建堂、

郎茂祥、何杰 

A0066 一等奖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换货业务

管理平台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李成峰、张国明、李富芳、许高阳、李

熙、黄德春、李锁山、陈永凯、叶明、

周华翀、陆伟荣 

A0095 一等奖 
十种常用珍贵树种及硬阔叶材实用干

燥技术研究与示范 
木材节约发展中心 

刘能文、喻迺秋、吕泽群、曹长坤、李

斌、姚玉萍、唐镇忠、党文杰 

A0213 一等奖 
面向物联网的移动互联网多终端融合

服务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 

曲桦、赵季红、周建明、黄宇红、董晓

鲁、张龑、唐睿、田丽华、李晨、马文

涛、郭磊 

A0181 一等奖 
跨行政区划与多法人主体的大区物流

集中运营体系研究与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上海博科资讯

股份有限公司 

李慧镝、薄今纲、杨林、朱国弟、伍贱

夫、金伟、花俊仁、殷立明、张可云、

段立权、穆国兴 

A0197 一等奖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品质控制技术装

备研发与应用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山东省农产品贮运保鲜技术重点实验

室、山东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

东鲁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马广水、张长峰、王国利、张玉华、陈

恩修、聂小宝、侯成杰、于怀智、韩道

财、黄宝生、郭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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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067 一等奖 西本新干线大宗商品综合服务云平台
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西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简乐科技、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迅傲科技 

虞钢、陆村、唐延军、丁佳晶、曹雪萍、 

李军、覃帅、余华、姚云峰、孙焰 

A0085 一等奖 国家电网电能表智能仓储物流系统 
囯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普天物流技术

有限公司 

董增波、单朝兰、王永辉、申健初、吴

宏波、胡涵清、毛佑军、宋小勇、李永

春、汪启伟、尚正新 

A0063 一等奖 车联网在农机调度中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 

王海山、朱轶峰、王健、金阳、庄洁、

王旭、顾永泉、黄钊贞、冯连芳、丰东

升、张向飞 

A0196 一等奖 卡行天下直通车智能管理平台 上海卡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刘恒佳、翟羽佳、陈罡、章蓉、陈伟、 

吴中奇、陶晨亮 

A0082 一等奖 
基于集中采购的供应商绩效考评体系

的创建与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禄杰、陈怀达、程静雄、章建赛、胡晓、 

陈昌波、杜娟 

A0292 一等奖 郑明现代物流冷库温度智能控制系统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储雪俭、凌囯平、王佩顶、徐璐佳、宁

钟、刘伟、凌定成、孙浩、曲立东、王

佳芬、杨斌 

A0054 一等奖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体系构建与关键问

题研究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尹彦、张晓瑞、冯永琴、宋黎、钱玉民、

曾凌云、刘红喜、丁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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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B0036 一等奖 
基于竞争与耦合视角的物流企业创新

发展的机理与优化研究 
临沂大学 

卢中华、孙洪春、潘桂荣、周厚春、刁

玉柱、王蕾、王玲 

A0102 一等奖 
基于 RFID 技术的汽车流通及合格证

远程监管系统 
深圳市华士精成科技有限公司 

刁尚华、高军、王琛、康征、李猛、李

荣海、任路扬、罗家丽、陈祥 

B0042 一等奖 
垂直运输与平面运输无缝对接在大型

多层冷库的应用研究 

成都银犁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交通

运输学院 
谢彬、郑天清、曹强、牟能冶 

A0145 一等奖 
石油管道企业备品备件储备定额制定

与信息系统开发 

长江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管道分

公司物资处 

解小鹏、李成标、孟魁、储冬红、张致

录、李凡、李洪文、刘风明、陈镜宇、

张磊、岳春玲 

A0134 一等奖 电信集约化物流体系建设及应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采购部、广东广信

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陈赛伦、游彦雯、黄广超、辜玉、肖群

力、魏鑫军、周素华、陈晖、黄佼琳 

A0098 一等奖 高柔性组合式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 云南腾俊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云南财经大学 

冉文学、姚日新、宋志兰、温国泉、张

继华、徐国彪、于皎、石志春、陈俊玥、

周星宇、袁绍 

A0186 一等奖 物联网物流信息应用交易平台 四川东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嘉陵、张永富、涂正富、李翔、唐强、 

贺大贝 

A0133 一等奖 智能紧致化仓储系统的优化设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合肥中

外运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余玉刚、梁樑、汪欣、郭晓龙、王锐、 

周保昌、郝晶晶、史烨、吴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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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074 一等奖 自动化生产柔性物流系统 
北京达特集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红云红河烟草（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徐跃明、凌卫民、唐立生、周云湘、尉

培旭、葛文、关宏、陈晓伟、张永刚、

王磊、杨光锐 

A0200 二等奖 微型保鲜冷库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天津盛天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绿新低

温科技有限公司 

李喜宏、刘霞、田长青、申江、高凯、 

邵双全、刘斌、姜云斌、杨维巧 

A0180 二等奖 
基于储分一体的高性能穿梭车系统技

术及应用 
上海英锋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云南财经大学 

赵平、吴伟刚、金桂根、冉文学、李严

锋、杨培胜、邹纪田、张运刚、金国权、 

A0214 二等奖 
基于云计算的智慧物流分拣出库扫描

复检系统 

河南省海田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职

工进修学院、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郑州轻工业学

院、西门子自动化公司 

王德吉、刘家宏、李秀芳、孟瑾、黄光

富、陈智勇、张旭、张建勋、朱智志 

A0174 二等奖 密集式储分一体系统 山东兰剑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耀华、张小艺、胡红春、蒋霞、张贻

弓、沈长鹏、刘鹏 

A0135 二等奖 
智能仓储与柔性输送技术在超大规模

电能表检定中的应用 

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

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三厂有限公司 

蔡奇新、谭杰、刘建、邵雪松、金萍、

李纬、冯泽龙、季欣荣、周玉、  

A0137 二等奖 
时间窗优化模型在入厂物流车辆装卸

平准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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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贤浩、巴清、刘玲、张

喆、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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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163 二等奖 
基于海量数据分析与处理的货运车辆

定位与监控云计算平台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马琪、帅亚俊、刘庭海、杨伟光、杨晓

明、刘志伟、刘波、韦娜、曾志琴 

A0086 二等奖 诚信标普在物流行业中的应用 广东林安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李金平、刘淑媚、王晓蓉、黄海柱、黄

永铨、余栋梁、冉泽松、冯定、崔东亮  

A0208 二等奖 信手书系统产品开发项目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马臣云、蔡京露、李焕才、李元、冯博、 

邵淼、范骁、马建军、刘佳  

A0164 二等奖 

基于云服务的城市共配终端商业模式

试点与云镖局智能公共快递柜的规模

布放 

南京三宝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辛柯俊、封伟、张超、王永来、房栋、 

邵玉明、王帆、印朝鹏 

A0126 二等奖 玉帛智能图形化物流管理软件 上海玉帛软件有限公司 王玉学、乔金生、陈艳兵、刘海、田飞 

A0071 二等奖 
电子商务模式下全程物流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示范 

北京物资学院、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余姚

中国塑料城物流有限公司 

翁心刚、丁强、黄全明、安久意、刘丙

午、高爽、李俊韬、易宇荤、鲁君 

A0064 二等奖 
环保保温材料——采用 CO2 组合发泡

剂生产 XPS 挤塑板的研发 
南京法宁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郭鑫齐、杜小刚、费梅花、李东旭、恽

晨、候玉伟、王杰、孙乐乐 

B0013 二等奖 北京市物流业产业关联统计研究 北京物资学院 
吴海建、罗新东、韩嵩、王可山、周丽、 

郭茜、徐敏、王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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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087 二等奖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花卉产业园区数字

一体化精准管控系统 
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财经大学 

冉文学、曹荣根、宋志兰、倪功、舒洋、 

杨佩云、刘森、刘丽、赵迟明  

A0178 二等奖 
物流自动化输送分拣系统综合解决方

案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贤祥、李英德、王健、赵兰、白振成、 

王同旭、龙门、张锋 

A0192 二等奖 
电力物资智能化仓储关键技术研究及

设备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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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南京

和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吴峻、高昇宇、周旸、高正平、王金虎、 

赵志宇、杨晓梅、梁峻、周岳 

A0261 二等奖 神华集团巴彦淖尔气膜储煤棚 深圳市博德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肖龙、王秦、杨峰 

B0039 二等奖 
公路货运代理及无车承运人管理制度

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姚晓霞、李弢、魏永存、秦建国、余兴

源、谭小平、王婧、徐园、韩东方 

B0043 二等奖 
国家标准—《道路运输易腐食品与生

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 

李道彭、高峰、梁仲文、周国防、李红

兵、苏念 

A0078 二等奖 高端轻型物流卡车系列产品开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魏中良、苏荣、吴江、余纪邦、王香廷、 

方亮、陈玉鸿、俞燕、蔺春明 

A0096 二等奖 
中国联通物流行业应用系统系列规范

等 3 项 企业标准 
中国联通集客部，联通研究院 

田文科、李广聚、成洁、张云勇、王炯、 

房秉毅、王智明、徐雷、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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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奖项等级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A0131 二等奖 低温等离子废气处理装置 
上海中石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复旦—派力迪污染

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桂雁滨、潘永兴、张峰、刘建英 

A0123 二等奖 自感应式分拣辅助系统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李大学、葛春先、肖军、张春鹏、汤敬

仁、易旭、王赞元、程学晶、胡金星 

A0147 二等奖 
智慧物流危险化学品运输监管与预警

平台项目 
宁波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秦磊、耿琪枫、曹超锋、严银霞、周双

健 

A0188 二等奖 空港物流产业园区规划与设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同济大学、河南工业大学 葛轩辕、刘延琪、陈高雅 

B0040 二等奖 

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系构建研

究——河南省物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研究 

河南省 863 软件孵化器有限公司、郑州轻工业学院、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潘马琳、胡红春、潘皓、张彤、张利军、 

于春峰、梁浩国、任伍杰、杨晓静 

A0167 二等奖 
危化品运输车辆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

研发与应用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高英江、韩春生、马雪英、贾振、张丙

建、付艳青、毛爱勇 

A0191 二等奖 
现代物流管理信息技术在物流企业供

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云南泛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胡侠、熊柱平、王礼全、刘胜春、杨再

锋、王勇富、舒斌、张涛、惠春梅 

A0153 二等奖 红外线控制轮胎轮辋锥度点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李习文、黄斌、张忠银、张劬、程静、

刘念鑫、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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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31 二等奖 现代农村物流金融研究 湘南学院、湖南省科学发展战略研究会、湖南商学院 
胡愈、许红莲、谢慧娟、肖地楚、柳思

维、姚丽琼、汤晓丹、王佐纲 

A0210 二等奖 悬挂式双轨旋转台过轨仓储系统 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张勇 

A0068 二等奖 带自检功能的电子皮带秤 云南昆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李亚林、徐信荣、孔昭龙、罗清敏、张

浩、王帆、白炜、张廷翔、胡刚 

A0138 二等奖 
高性能大型卷烟配送中心自动化物流

系统研发 
昆明昆船物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丁兴、崔维、唐晋、李永衡、周炳兰、

岳华、张宇、张剑、朱中华 

B0014 二等奖 
基于制造外包的供应商协同—理论研

究与实证分析（专著）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郝皓、邬星根、林慧丹 

B0038 二等奖 
《中国物流科技发展报告

2012-2013》 
上海海事大学 

陈伟炯、张运鸿、李军华、张善杰、吕

长红、陆亦恺、石亮、陈祥燕、李宝奕 

B0027 二等奖 
基于物联网的乳制品供应链追溯平台

研究 
北京物资学院 刘同娟、朱杰、刘军 

A0205 二等奖 
道理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联网系

统集成解决方案 
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 

尹占威、郭正光、万家驹、辛志晓 刘毅、

张亮、杨杰、郑辉、熊思兰 

A0106 二等奖 易通电商仓配一体化运营平台 黑龙江邮政易通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何成伟、刘宇亮、张璐璐、刘洪波、周

志锐、吴华峰、陈艳艳、李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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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1 二等奖 
面向多个物流园区的协同运营管理服

务平台 
浙江通创智慧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周波、娄钰华、钱言、沈玉燕、胡建廷 

B0024 二等奖 大型国际邮轮靠离泊关键技术及应用
上海港引航站、上海海事大学、杨浦海事局、黄浦海

事局、东海海巡执法总队 

薛一东、钱洪华、顾维国、周懿宗、毕

涛、白响恩、郑纪有、周伟、陈渊 

A0113 二等奖 循环物流容器共用服务项目 广州大库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广东省数字广东研究院 
胡晓华、周卓林、姚文辉、蔡秀贤、郭

德松、李春荣、梁飞鸣 

A0182 二等奖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物流管理系统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孙昌庆、廖瑞华、叶恒棣、田卫红 

B0030 二等奖 
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共享平台试点

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韩悦、杨建国、顾明臣、蹇峰、李琳琳、 

徐志远、张硕、韩彬、顾敬岩 

A0141 二等奖 
环保新型 IBC 罐箱在油漆储存运输中

的研发与应用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倪建生、王忠连、李永哲、金锋、回凤

娜、于美娜、刘阚元、李波、丛晓明 

A0160 二等奖 
节能环保型废橡胶串联冷却动态脱硫

新技术 

江苏强维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淮南市石油化工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中国轮胎资源循环利用

研究中心 

王士军、王长斌、张立群、朱军、徐旭、 

王忠、王伟、刘萍、张民 

A0108 二等奖 
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技术与应用 
徐州工程学院 

张中强、陈嘉莉、张晶、陈丰照、孙宇

博、肖味味、李君、范以定、胡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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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7 二等奖 
云南物流产业集团综合物流信息管理

平台 

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东盟公共物流信息

有限公司、云南新储物流有限公司 

曾陵云、吴继军、李明珊、张贵杨、李

彬、毕建国、徐茂贤 

A0077 二等奖 
江淮 6×2 系列中长途物流运输车开

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项兴初、周福庚、何山、高畅、张辉、 

刘鸿志、邵刚、高艳军、江元 

A0150 二等奖 船用气调保鲜系统 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晓光、周华华、晋朝、刘智君、李佼、 

黄鑫、程步军 

A0185 三等奖 
江苏辉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供应链

平台开发项目 
江苏辉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白元龙、韩涛、李亨、陈林、茆祥辉 

A0079 三等奖 江淮星锐系列厢式物流车产品开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姚学森、梁依山、余仕侠、刘守银、张

超、汪振兴、迟玉华 

A0080 三等奖 
社会化医疗用品应急物流管理系统研

制与示范应用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东

城分局、解放军第 309 医院 

高智勇、王厚廷、冯典、傅朝霞、曲鹏

程、赵冠人、程晓斌 

A0073 三等奖 物流执行系统 广州广日物流有限公司 
张世良、成铨、梁明荣、涂海峰、张凌、 

魏嘉良、郑道腾 

A0209 三等奖 
基于物流企业多业务平台关键数据的

网络备份技术应用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 

吴红星、巢良存、王浩、许家贵、刘光

景、张皓、余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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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56 三等奖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商贸流通企业信息

管理平台底层构建与应用 
徐州工程学院、徐州方禹科技有限公司 

梁子婧、王桃、吴凯、卢松泉、黄忠东、

仲崇兵 

A0091 三等奖 
郑明现代物流整车公路运输看板管理

系统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杨新林、徐璐佳、储雪俭、凌囯平、杨

斌峰、宁钟、刘伟 

A0165 三等奖 手持终端在物流快递行业的创新与应用 上海指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盛勤、李门徒、张秀生、杨君、殷文燕 

B0033 三等奖 基于仿真技术的仓储效率研究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李习文、黄斌、刘天竹、陈利、位小欢、

戚荣刚、周晖林 

A0179 三等奖 遥控穿梭车 上海英锋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云南财经大学 
赵平、吴伟刚、金桂根、冉文学、李严

锋、张运刚、金国权 

A0142 三等奖 
海泥箱系列产品的研发及其在石油平

台上的应用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倪建生、庞连军、高扬、杜晓芳、丛秀

凤、孙明君、黄磊  

A0173 三等奖 现代医药物流信息系统项目（HDLS） 北京英克科技有限公司 程玉伟、赵从亮、王怀玉、潘伟康 

A0152 三等奖 
汽车单件复杂产品制造企业工具仓储

管理系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胡明茂、殷旅江、阮景奎、杨立君、熊

晶、洪宪培、魏仁干 

A0161 三等奖 
废橡胶资源化、无害化、智能化螺杆

挤出再生新技术 
台州中宏废橡胶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黄祥洪、苏振峰、林森华、高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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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93 三等奖 
融合物联网技术的湖南省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的研制与应用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司、湖南现代物流职

业技术学院 

文振华、肖智清、黄友森、邓子云、翦

象慧、刘宁、杨晓峰 

A0089 三等奖 山汉物流运输管理系统 上海山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李岷、吕永松、梅灯银、袁思容、张靖翰 

A0195 三等奖 环保工质制冷系统研究与工程应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神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邵长波、周艳蕊、宋明刚、徐勤华、晁

风芹、王琪、张德生 

A0204 三等奖 虚实融合的车小微价值交互平台 青岛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 王正刚、冯贞远 

A0105 三等奖 易通特许管理与防伪追溯系统(eLMS) 黑龙江邮政易通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李传波、李哲峰、陈宇、刘宇亮、祁振

兴、张馨、郭晓明、闫泰极 

A0099 三等奖 
FB19 型滤棒纸盒卸盘缓存发射自动

化物流系统 
昆明欧迈科技有限公司 朱秀瓴、陈志新、刘江、张敏、范海燕  

A0112 三等奖 
城市垃圾运输智能化监控平台系统开

发与应用研究 

徐州工程学院、徐州天大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徐

州天久重工有限公司 

陈丰照、陈建明、张中强、蒋秀莲、杨

皓、范以定、肖味味 

A0151 三等奖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DHL 航空货运枢纽

工程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寇怡军、徐波、施春燕、熊珊、肖敏、

李颖、高树城 

A0094 三等奖 
郑明现代汽车物流智能调度、过程监

控与决策支持系统 
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张翔、杨斌峰、储雪俭、凌囯平、徐璐

佳、宁钟、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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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6 三等奖 华派克塑料供应链管理一体化平台 山东华派克物流有限公司 张浩彬、亓学凤 

A0124 三等奖 异型卷烟分拣系统项目 云南昆船设计研究院 
丁兴、张剑、张宇、张志英、孙新军、

徐超、徐亮 

B0020 三等奖 物流实验实践教学系列丛书 北京物资学院 
王成林、张旭凤、付青叶、韩云霞、蔡

宇祥、王小亮、张茜 

A0155 三等奖 港口物流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中心、鞍钢集团信息产业

公司 

王义栋、王延明、胡守良、侯海云、张

丽莉、李燕江、董军 

A0058 三等奖 高品质的仓储物流地坪解决方案 
深圳市固尔地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珠海耐特力建筑

地坪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金丽地地坪材料有限公司 
李建平、阮东方、曾健 

A0050 三等奖 WG 系列数控钢筋弯箍机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陈振东、张新、范瑞雪、宋爱丽、张红

兵、丁磊、李丕栋 

A0103 三等奖 
递四方电子商务供应链信息化系统解

决方案 

深圳市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深圳市递四方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李跃、刘向东、陈国军、李衍生、王先

标、魏泳涛、詹献波 

A0170 三等奖 移动在线物流搜索平台 深圳市禾嘉科技有限公司 姜庆、卞海涛、都思、吴迪、颜友宁  

A0084 三等奖 
特高压工程建设重大施工装备关键技

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北京送

变电公司 

丁广鑫、胡毅、缪谦、蔡敬东、孙竹森、 

张强、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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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3 三等奖 地奥司明的新型生产技术及产品应用 陕西惠丰制药有限公司 李玉山、王经安 

A0166 三等奖 
AGV 技术在汽车零部件厂内配送物流

上的应用研究 
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吴永强、吴本坚、章信开、罗春龙、程

鹏、王宏伟、李植平 

B0022 三等奖 
《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立法后评估及

其应用 
北京物资学院 

尚珂、王惠玲、阎章荣、刘茵、尚琤、 

弓秀云、梁土坤 

A0116 三等奖 网仓 2 号在电商供应链中的应用 浙江网仓科技有限公司 
钟硕、罗贵、张喜明、革红元、孙巧玲、 

贾宇桪、王森 

A0215 三等奖 数字精益物流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

司、郑州轻工业学院 

王德吉、黄光富、甄焕菊、张旭、张建

勋、刁智华、孟瑾 

B0045 三等奖 物流管理概论（第 3 版）教材 上海海事大学 刘伟、李文顺、赵刚 

A0083 三等奖 汽车运动姿态传感器 苏州路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路军、周德、张磊、殷建国、姚士引、

刘金才 

A0289 三等奖 一种物流发货系统 中联网仓科技有限公司 于明坤、丁洪飞、张励骧 

A0258 三等奖 
化肥“散改集”工艺和技术在港口生

产中的应用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吴宇震、盛肇华、刘志杰、曲忠义、陈

维如、刘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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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44 三等奖 诺瓦全中文电子拣货标签系统 上海诺瓦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陆巍、康梁、金翊、吴健民、顾峰 

B0026 三等奖 
基于产业布局的湖南省现代物流发展

战略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忠伟、庞燕、王晓晚、汪洪波、黃向

宇、屈俊林、刘建银 

A0207 三等奖 
基于大数据的物流园区信息交易平台

－《发啦·利中店》 
北京明伦高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惠良、纪红任、史建丰、黄睿 

A0062 三等奖 挖掘机专用镍矿铲斗 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 皮云生、陈玉宝、邵士清、安志家、何鑫 

A0120 三等奖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冷

链物流平台 
上海菜管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宋轶勤、叶青、杨张兵、俞柏林、杨清、 

孙磊玲、潘顺昌 

A0265 三等奖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效物流供应

链管理服务平台 
上海天哪物流有限公司 赵艳丽 

A0053 三等奖 
基于 DHS-DCS 技术的多通道协同运动

控制系统 
深圳市凯卓立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梁上愚、于隽、何晓军、熊华运 

B0028 三等奖 
新形势下主销区粮食安全问题与供应

链整合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审计学院 吴志华、胡非凡、胡学君 

A0136 三等奖 罐式车辆危险化学品物流服务标准 山东依厂物流有限公司 
徐依厂、邹广峰、孙能全、徐云岗、徐

依鹏、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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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22 三等奖 
昆明鑫源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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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琰 

A0052 三等奖 
基于通信运营商的车载前装系统研究

与实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 
刘洋、张亚超、李辉 

B0025 三等奖 物流企业会计与财务管理 上海海事大学 张川、肖康元、金丽玉 

A0059 三等奖 
农产品冷链物流可视化管理系统研发

与产业化示范 
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郑全军、刘永生、宋金秋、胡丹、王伟、 

刘海付、崔占友 

A0269 三等奖 翔鸽快运信息网络建设项目 山西汽运集团迎泽物流有限公司 
赵泽华、李秀、赵凌波、刘晓娟、聂海

军、李寅隆、智国 

B0034 三等奖 物流价值管理研究 北京物资学院 陈炜煜 

B0017 三等奖 
改进拉格朗日松弛算法在混合流水车

间调度中的应用研究 
郑州大学 

李静、商坤、胡乾坤、刘政辰、康琰、

介翔、轩华 

A0118 三等奖 国际邮件批译系统 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刘芳、龚永恒、周滢、刘卫兵、董红梅、 

张百龙、侯纪周 

A0232 三等奖 多温层城市共同配送中心 厦门正旸物流有限公司 
宋可琪、陈辉熊、冯媛媛、彭丽雅、林

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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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16 三等奖 我国工业物流发展模式研究 
青岛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研究发展中心、山东物流与

交通运输协会、山东科技大学 

段沛佑、刘虹、左正华、马晓宁、李美

燕、于凌云、周昕 

B0021 三等奖 供应链知识流管理 昆明理工大学 张悟移、华连连 

A0162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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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荣、陈继川、吕政 

A0202 三等奖 
米其林 295/80R22.5 X Coach 逸其行

全轮位无内胎省油轮胎 

米其林亚洲研发中心、米其林沈阳工厂、米其林（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Mr, Chris Maden、 Mr. Michael 

Burrough、Mr. Dai Hua 戴华 

B0041 三等奖 山西省物流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的研究 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温全贵、岳云康 

A0129 三等奖 城市共同配送系统及容器应用研究 苏州工业园区安华物流系统有限公司、苏州科技学院 
孙延安、邵举平、邓光利、吕国铮、徐

建华、樊星、沈敏燕 

A0310 三等奖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物流配送应用 GPS

管理系统研究 
黑龙江财经学院（原哈尔滨德强商务学院） 

唐友、张靓、伞颖、张爱军、舒杰、陈

井霞、宋元甫 

B0018 三等奖 国际船舶代理实务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静、张明齐、张敏、闫高杰、王晶、

关剑、郭海涛 

A0159 三等奖 洗化行业仓储管理系统 山东乐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海鹏、李继奎、高越、张存、华德水、 

闫善昭 

A0216 三等奖 
基于多元化信息数据交换技术的敏捷

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 
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丽园、伍惠忠、谢江泳、朱剑川、许

志涛、曾玉亮、徐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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