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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科字〔2018〕112 号 

 
 

关于召开“2018年中国物流发展与 
形势分析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及国内外市场环境深刻变化，

物流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对稳中有变的基本态势，党中央、

国务院进一步加大“放管服”力度，加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

物流营商环境，物流业凝心聚力、变中求进，加快动能转换和转型

升级，为宏观经济运行质量提升、效率改善和动能转换提供了重要

保障。建设新时代“物流强国”，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切需要精

准研判今明两年宏观经济与物流发展的趋势，准确把握发展的机遇、

趋势和方向。为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定于 12 月 1-3 日在江西

省鹰潭市召开“2018 年中国物流发展与形势分析大会”。现将有关事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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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鹰潭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政府 

          江西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林安物流集团 

二、时间地点 

时间：12 月 1-3 日，12 月 1 日全天报到。 

地点：江西鹰潭市华侨饭店（鹰潭市月湖区站江路 21 号） 

三、主题议程 

主题：新时代物流与供应链发展的挑战、变革与机遇 

12 月 1 日  华侨饭店（主会场）报到 

12 月 2 日  物流统计工作会议、物流统计培训等 

12 月 3 日  领导致辞、政策解读、专家演讲、报告发布等 

12 月 3 日  晚上林安之夜晚宴 

四、会议内容 

（一）解读多式联运、工业物联网、运输结构调整、供应链试

点等物流与供应链领域最新政策措施； 

（二）经贸摩擦加剧背景下物流业战略对策、“一带一路”与国

家供应链构建、“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下服务供应链升级、物流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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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效与宏观经济转型升级等； 

（三）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区块链、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

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实践与价值创造； 

（四）2018 年全国物流统计报告发布；2018 年度中国物流企业

50 强发布； 

（五）发布和解读全国重点城市物流营商环境报告； 

（六）物流统计培训、座谈和重点企业形势分析座谈会。 

五、参会人员 

国家部委有关部门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领导；各地物流工

作牵头部门、统计部门、物流行业协会领导和物流统计工作负责人；

制造业、商贸、电商和供应链等企业发展战略负责人；重点联系物

流企业负责人；50 强物流企业领导和物流统计工作负责人；有关院

校、研究咨询机构、投资机构和新闻媒体。 

六、联系方式 

（一）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1429，100834 

符裕 15652709270 冯燕 13691579900 李阳 18612012261 

李婧 18800035859 胡晗 15321902015  

电话：010-68391226、68391328 

传真：010-68391226 

邮箱：tj@clic.org.cn 

（二）林安物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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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省鹰潭市简介 
鹰潭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游，人口 130 万，面积 3560

平方公里，1983 年设市，是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市、国家工业绿色转

型试点城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全国窄带物联网试点城市。

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山水秀美。鹰潭是国家森林城市。龙虎山以

丹霞绝美、道宗绝圣、古越绝唱、阴阳绝妙享誉海内外，是世界自

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习近平总书记赞

誉“龙虎天下绝”。二是文化厚重。鹰潭是千年道都、道教祖庭，我

国本土唯一宗教道教发源于龙虎山，东汉时期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在

此修道炼丹，历朝历代帝王册封的六十多代天师在此延续近 2000

年。鹰潭是陆王心学发源地，宋明两代心学开山鼻祖陆九渊在贵溪

创办南宋时期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象山书院。三是产业独特。鹰潭

是中国铜产业基地，铜冶炼、铜加工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18%和 15%；

移动物联网产业实现了 NB-IoT 网络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示

范应用建设“三个全国领跑”，是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示范基地。四是区位优越。鹰潭面向

珠江、长江、闽南三个“三角洲”，是长江经济带南翼重要战略支点，

通往东南沿海的第一条铁路鹰厦线起始于鹰潭，被誉为“火车拉来

的城市”，邓小平同志 3 次驻足鹰潭，称赞“鹰潭是个好口子”。 

近年来，鹰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三大四聚”发展路径

和“六强四动一保障”工作思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

求，全力打造世界铜都、中华道都、智慧新城，迈出了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鹰潭的坚实步伐。上半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 381.87

亿元、增长 8.6%，财政总收入 84.85 亿元、增长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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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物流发展与形势分析大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  邮  编  

地 址  Email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达到（鹰潭北站、昌北机场） 返程（鹰潭北站、昌北机场） 

日期  时间 航班、车次 车站 日期  时间 航班、车次 车站 

           

           

           

1、会议不收会议费，交通住宿自理，12 月 1 日全天报到，地点为鹰潭华侨饭店（鹰潭市月湖区站江路 21 号）。 
2、接站：12 月 1 日，在鹰潭北站和南昌昌北机场安排车辆前往华侨饭店。 
3、送站：12 月 4 日，由华侨饭店发车，前往鹰潭北站和南昌昌北机场。 
4、其他火车站中转或自驾线路、住宿标准、接送站时间安排请阅读《2018 年物流发展与形势分析大会指南》。 
5、请于 11 月 23 日下班前向指定邮箱（tj@clic.org.cn）反馈本回执，并填写达到和返程站点（鹰潭北站、昌北机场）

以便提前安排车辆，邮件注明：贵单位 2018 物流形势分析大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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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物流发展与形势分析大会指南 

 
一、会议日程 

12 月 1 日  华侨饭店（主会场）报到 
12 月 2 日  物流统计工作会议、物流统计培训等 
12 月 3 日  领导致辞、政策解读、专家演讲、报告发布 
12 月 3 日  晚上林安之夜晚宴 
二、接、送站服务 

接送站总联络人：杨杨 18122121975 
接站：12 月 1 日 08:00-22:00 在鹰潭北站和南昌昌北机场接站，

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咨询。 
鹰潭北站：李坤轩  18122328912 南昌昌北机场：刘谨铭 

18762799011 
两个站点均由大巴接站，9:00-15:00每个整点发车，16:30、18:30、

20:00、22:00 发四班。 
其他线路参考： 
1、南昌、南昌西—鹰潭北，高铁 30 分钟、汽车 2 小时 
2、昌北机场—华侨饭店，汽车 2 小时 
3、上海虹桥—鹰潭北，高铁 3.5 小时 
送站：12 月 4 日 08:00-12:00 由华侨饭店发车，送往鹰潭北站

和南昌昌北机场。 
鹰潭北站：李坤轩  18122328912 南昌昌北机场：刘谨铭 

18762799011 
三、报道住宿 

请先到鹰潭市华侨饭店（主会场）报道，领取材料。 

会议安排 3 个酒店：鹰潭市华侨饭店（主会场）、沁庐豪生大酒

店、沁庐道苑大酒店。 
沁庐豪生大酒店与主会场直线距离 300 米，步行时间 8 分钟。 
沁庐道苑大酒店与主会场直线距离 7 公里，开车 25 分钟，会议

报到及大会期间将组织车辆接送。 
请直接联系酒店报会议即可预订，及早预订以便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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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联系人、电话 房间类型 价格（含早餐）

华侨饭店 

赵经理 18970199903 

前台 0701-6696231 

0701-6696232 

行政单间/标间 ¥378.00 

商务单间/标间（高层） ¥298.00 

商务单间/标间（中层） ¥258.00 

普通单间/标间 ¥218.00 

沁庐豪生 
孔经理 15707010035 

前台 0701-6626666 

豪华单间 ¥300.00 

豪华标间 ¥348.00 

行政单间 ¥438.00 

行政标间 ¥486.00 

沁庐道苑 

周经理 19907015252 

前台 0701-6651888 

 

高级单间 ¥300.00 

高级标间 ¥348.00 

豪华单间 ¥348.00 

豪华标间 ¥348.00 

行政单间 ¥388.00 

行政标间 ¥398.00 

四、会议合作 

本次会议提供展览展示服务，如有需要请与李阳（18612012261）
联系。 

会议全部活动将于 12 月 3 日晚宴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