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文 〔2017〕239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冷链物流转型发展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郑州市冷链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201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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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冷链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

工作部署,围绕建设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的战略定位和打造全产业

链现代物流的战略目标,推动冷链物流业转型升级,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思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 “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充分依托郑州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和产业发展优势,发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三

区一群”、郑州国际现代物流中心等各种优势资源的叠加效应,

以打造全链条、严标准、可追溯、高效率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为

主线,以提升冷链物流规模化、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为方

向,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衔接顺畅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

络,构建冷链物流标准体系,提高冷链物流信息化水平,开展冷

链多式联运,培育冷链物流企业,建设具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冷链

物流中心。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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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全市基本形成布局科学、结构合理、设施先进、

标准健全、绿色低碳、上下游有效衔接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

成郑州国际冷链物流中心。

1.冷链流通水平显著提升。果蔬、肉类、奶类等冷链流通

率分别达到30%、50%和60%以上,冷藏运输率分别达到50

%、85%和80%以上,可追溯率分别达到30%、65%和65%

左右。

2.产品腐损率明显下降。果蔬、肉类、水产品的采后腐损

率明显下降,分别降至25%、13%和15%以下。

3.冷链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全面推进郑州冷链国际化进

程,航空冷链、中欧班列冷链货运业务量增长显著,鲜活农产品

出口比例显著提升,年进口肉类30万吨以上,年进境水果、冰

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总量达到6万吨以上。

4.冷链物流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全市冷库总库容量达到600

万立方米,冷藏运输车保有量超过7800辆,新增冷藏集装箱

360个,末端生鲜快递柜快速增长。

5.冷链物流企业实力明显增强。培育12家以上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冷链物流标杆企业,建成3-6个以上全国性冷链资源交

易平台和生鲜电商交易平台,新增2家以上冷链物流上市公司。

二、工作任务

(一)建设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一是加快冷链物流园区及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布局冷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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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一批设备先进、高效适用的冷库设施,进一步整合现

有冷库资源并进行技术改造,使冷库建设精细化、专业化、集约

化。加快建设低温配送中心,重点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惠济区、郑州经济开发区、上街区、新密市、新郑市、中牟

县等建设一批具有中转和分拨功能的配送中心,形成完善的一体

化冷链物流系统,使冷链流通率大幅提高、产品腐损率明显下

降。支持鲜易中原冷链谷、郑州国际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华中冷

鲜港、郑州双汇物流配送中心、丹尼斯物流园、三全食品现代物

流综合物流园、郑州乾兴冷链物流园、华夏易通民生保障型城市

多温区仓储等重点冷链物流园区项目。

二是加快冷链多式联运园区项目建设。加快运输主线的冷藏

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与多式联运相配套的仓储配送设施,重点在

郑州经济开发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街区建设多式

联运+冷链物流园区,实现冷链物流的全产业链封闭流通。支持

河南保税冷链仓储物流园、永之兴航空冷链物流园、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冷链项目等多式联运+冷链物流项目。支持郑州国际陆港

第二节点郑新班列发展冷藏集装箱运输业务。

三是加快开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冷链航线。支持郑州国

际陆港拓展中欧班列 (郑州)冷藏集装箱铁路线网和腹地范围,

提升进口肉类、水果、冰鲜水产品等口岸功能,完善多功能、标

准化、国际化的冷链物流设施。支持新南洋马来西亚国家馆郑州

分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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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快完善肉类、速冻产品等重点产品网络建设。发挥鲜

易等骨干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覆盖全国的肉类食品云仓

网、运输网、城配网和信息网。支持三全、思念、鲜美来等大型

生产企业建设自动化立体冷库,联合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干支线

速冻食品冷链运输线路,构建 “无断链”速冻食品冷链物流网

络。

五是加快发展生鲜配送物流网络体系建设。发展 “农批零对

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及 “电商+冷链物流+智能菜柜”

等生鲜农产品零售模式,支持以菜篮网、雏鹰等龙头企业建设一

批城市大型生鲜农产品直供中心,打造以 “生鲜直通车”为标识

的生鲜配送物流体系。支持中央国际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一期冻品

交易市场项目、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四期建设项目。

六是推动农产品原产地直采直销网络体系建设。支持各类市

场主体在粮食、果蔬、水产品、中药材等农产品主产区建设一批

具有产地预冷、分拣加工设施的冷藏保鲜气调冷库、配置封闭式

站台的低温库和具有恒定温湿度的冷库。支持花花牛等骨干企业

在原奶产地建设大型生产预冷中心。

(二)构建冷链物流标准体系

制定和推广一批覆盖冷链供应链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打

造全国冷链城市配送的 “郑州标准”。

一是制定冷链城市配送地方性标准。支持郑州城市共同配送

联盟、华夏易通等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主导制定、申报郑州冷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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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配送地方性标准,建设冷链工具标准化、冷链作业标准化、

冷链配送模式标准化和冷链信息标准化四大标准化体系。建立城

市配送冷链全程温度记录制度,形成覆盖全链条的冷链城市配送

技术标准和温度控制标准,打造全国冷链城市配送新标杆。

二是制定以温度控制为中心的冷链供应链体系标准。支持河

南鲜易、河南四季水产、华润河南医药等龙头企业主导并参与制

定以温度控制为中心的冷链供应链体系标准。制定仓储、运输、

配送、装卸搬运等环节强制性温度标准,在冷库、冷藏车、商超

冷柜等强制性使用标准化温度采集、检验与监控设备,针对不同

产品,制定适合的温度标准。制定郑州农产品和食品、药品储

存、运输、销售温度控制标准,明确短途、长途运输中混装的具

体品目;制定冷藏车多温共配的详细标准,在定位、温控、监控

等追溯环节量化细化;手工作业的情况下,确定温度的采集间

隔,温度变动的区间范围。

三是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冷链国内国际标准制定。支持郑

州机场发展国内国际物流数据标准联盟,引导制定生鲜品航空冷

链物流业务标准,鼓励郑州国际陆港制定国际冷链班列温控标

准。

四是推广冷链物流标准化,促进冷链供应链上下游有效衔

接。推广使用符合国家标准1200mm暳1000mm规格和质量要求

的标准托盘,提高托盘标准化水平。推广与标准托盘相匹配的

600暳400mm包装基础模数及系列规格尺寸。支持重要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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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车、保温周转箱等配送设备的标准化改造,以及存储、装

卸、搬运、包装、分拣设备和冷链配送车辆等标准化更新;鼓励

以标准托盘和保温周转箱等为单元进行订货、计费、收发货和免

验货,促进冷链全程 “不倒托”、“不倒箱”;推动农产品生产基

地与销地对接,推广从田头到门店的 “不倒筐”模式,提升农产

品流通全流程规格化、包装化、标准化、品牌化、信息化水平。

五是开展冷链物流对标行动。在冷冻食品、生鲜肉制品、乳

制品行业每年选取10家以上试点示范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

开展对标、达标工作,强化标准的制定、执行和监管衔接。支持

郑州城市共同配送联盟开展冷链物流企业服务质量达标测评和监

督检查。

(三)提升冷链物流信息化水平

发展 “互联网+”冷链物流,充分发挥信息化、智能化在冷

链物流领域的作用,加快建设冷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数据

交换和信息共享,提高冷链资源利用率。

一是支持城市共同配送冷链温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依托郑

州智慧城市共同配送云平台建设郑州城市共同配送冷链温控公共

服务平台,运用物联网技术建设冷链温湿度监控管理系统,实时

采集冷库、冷藏车、冷柜终端的温湿度信息,实现从冷库仓储、

冷链在途运输、终端销售的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形成郑州地方共

配冷链物流大数据平台。

二是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专业冷链平台。支持鲜易供应链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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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马甲”平台拓展融资征信、结算支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等

增值服务,建设全国性冷链资源交易平台。推动郑州航空港进口

生鲜产品交易、双汇生鲜电商等平台建设,支持万邦等农产品批

发市场建设提供 “一卡通”服务的农产品交易大数据平台,打造

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冷链产品交易平台。

三是支持冷链供应链综合服务和重要产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支持河南智行慧通建设智慧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冷

链物流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系统和政府各职能部门信息

系统无缝对接和数据交互,建立全市供应链信息交换数据池,加

强冷链物流的安全追溯。

四是支持冷链装备智能化建设。支持冷藏运输工具制造企业

运用传感器、过程控制芯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导航定位等物

联网和网络通信技术,对现有产品进行智能化创新设计和升级改

造,建设智能产品监控云平台,实现产品数据远程交互和控制。

支持凯雪等冷链设备企业加大冷链设备研发力度,成为国内一流

的冷链设备方案提供商、田间到餐桌全程冷链设备方案提供商。

支持中储郑州物流及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五是支持冷链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提升。大力推广应用无线

射频识别、二维码、GS1、视频识别、电子标签、卫星定位系

统、电子化运单、温湿度记录系统、物联网等技术。重点加强各

种高性能冷却冷冻设备、农产品预冷设施、移动式冷却装置等冷

链物流装备的研发与推广。鼓励企业探索解决好农产品产地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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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一公里”和冷链配送 “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通过技术升

级抢占市场份额、做大做强。促进绿色安全、节能环保技术在低

温仓储及运输中的应用,大力发展多温层冷藏运输车、蓄冷保温

箱、联运冷藏集装箱。支持思念、藏金源、鸿翔物流、前程物

流、丹尼斯、永辉超市等企业在冷库、冷柜安装智能化温湿度采

集设备,增加购置新式冷冻、冷藏车辆安装定位系统和温湿度传

感器,实现上传数据,提升信息化水平。

(四)发展多式联运+冷链物流

充分发挥航空快捷运输、铁路长距离和大规模运输的优势,

与公路冷链物流形成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推动多式联运与冷链

物流融合发展,完善多式联运场站设施,构建冷链多式联运标准

体系,建立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效

率。

推动 “新鲜卢森堡”双向跨境贸易平台快速发展,打造辐射

亚太和欧美的航空冷链物流集散中心。支持郑州机场拓展冷藏卡

车航班网络,扩大冷链产品空陆联运规模;支持郑州国际陆港开

展 “一干三支”公铁海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支持郑州国际陆港第

二节点争创国家驮背运输示范基地。扩大冷藏集装箱甩挂运输公

铁联运规模;支持中铁快运与郑州机场合作,开展空铁冷链联运

“门到门”业务。

(五)培育冷链物流龙头企业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外大型冷链物流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加

—9—



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国内外大型冷链物流企业在我市设立

总部机构、区域总部。特别是世界冷链100强企业、中国冷链

100强企业。支持机场集团通过合资合作方式与大连毅都、大连

港集团共建 “华中冷鲜港”。

二是培育和发展本土冷链物流龙头企业。重点支持发展潜力

大、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本土冷链物流企业,引导企

业结合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端冷链物流。支持郑州国际陆

港、鲜易控股等通过合资合作、兼并控股等方式进一步做大做

强,健全覆盖全国的冷链网络,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

的冷链物流龙头企业。支持双汇、雏鹰等生鲜肉制品企业依托营

销网络整合上下游冷链企业,建立全程 “无断链”的肉类冷链物

流体系;支持三全、思念、云鹤等速冻食品企业,建立冻品全程

温控和质量追溯系统;支持华夏易通等服务冷链企业,建立全冷

链、全追溯的现代城市冷链共同配送模式;支持花花牛等乳制品

企业强化销售门店等末端冷链设施建设;支持万邦、陈寨花卉等

大型批发市场建设果蔬鲜花冷藏保鲜设施。发展鲜活农产品跨境

贸易,培育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鼓励大蒜、大枣、食用菌、鲜

切花卉、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跨境贸易,拓展东南亚、欧美和澳

洲出口市场,培育好想你、陈寨花卉等5-10家全国性农产品跨

境贸易龙头企业。

三是培育和发展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生产流

通企业,采取 “冷链配送+连锁零售”、“网络化冷库+生鲜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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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的商业模式,逐步完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冷链

物流中心和冷链物流服务网络。鼓励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通过供

应链管理,拓展冷链物流增值服务,延伸服务领域。做大做强华

夏易通、顺丰等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依托大型生产企业、农产

品批发市场、冷链物流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培育一批集产、

储、运、销一体的冷链物流供应链企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建立冷链物流业重大推进事项会商协调机制,成立郑州市现

代物流业发展办公室,统筹全市冷链物流业相关规划、重大政策

和企业发展,加强对物流园区和重大项目建设等的指导协调,强

化监督检查和跟踪评估。明确任务,强化责任,加强协作配合,

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二)夯实项目支撑

以增强发展后劲为目标,加大招商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创新投资模式,推动一批规模大、水平高、质量优、功能强

的支撑项目。加强冷链物流项目筹划生成和储备,建立滚动实施

机制,形成每年都能 “筹划一批、推介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

批、投产一批、增资一批”的滚动发展态势。

(三)完善政策支持

充分利用服务业发展引导基金、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

互联网+物流产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大对冷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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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加大规费扶持力度,凡入驻郑州市重

点冷链物流企业,在用电、用水、用气方面实行与工业同价政

策;冷链物流企业使用的大型冷藏、冷冻和加工设备,列入供电

保障范围;对物流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按下限额度收

取。

(四)加强监督考核

建立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分解事项,建立工作台账,重点任

务完成情况纳入市政府重要督查事项。建立冷链全程监控平台,

形成部门监督、公众监督、舆论监督齐抓共促的管控态势。定期

总结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适时开展政策实施效果

第三方评估工作。

(五)加强冷链物流高端人才培育和引进

加强人才培养,到2020年,引导5所有资源的高等院校、

中等职业 (技工)学校根据市场需求,增设冷链物流相关专业。

鼓励校企合作,设立6个以上实训基地,共同培养冷链物流人

才。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委托行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每年

举办1-2次对冷藏加工企业的机房和设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

进行在职培训,不断提升其技能水平,确保低温仓储和运输安全

运行。建立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加大冷链物流业高层次创

业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引进符合条件的冷链物流人才享受本省引

进人才优惠政策。

附件:郑州市冷链物流转型发展工作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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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商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六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2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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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郑州市冷链物流转型发展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 完成时间 项目单位 责任单位 

1 
建设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网络 

冷链物流园区、冷链多式联运

网络、冷链国际航线、肉类及

速冻食品冷链网络、生鲜配送

网络体系、农产品原产地直采

直销网络体系等冷链物流基

础实施建设 

2020 年 12 月 

河南鲜易，河南

投资集团，机场

集团、国际陆港、

华夏易通、郑州

双汇物流、丹尼

斯物流、三全食

品、河南万邦、

河南乾兴、鲜美

来食品、思念食

品、菜篮网、花

花牛、中铝中部

国际陆港公司

等。 

 

郑州经济开发

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

区、惠济区、 

二七区、上街区、

新密市、新郑市、

中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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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冷链物流标准体

系 

冷链城市配送地方性标准 2018 年 12 月 

郑州城市共同配

送联盟、华夏易

通、郑州牧业经

济管理学院 

质监局、物流与

口岸办 

3 冷链温控供应链体系标准 2019 年 12 月 

河南鲜易、四季

水产、华润医药、

郑州牧业经济管

理学院等 

质监局、物流与

口岸办 

4 

推广冷链物流标准化，供应链

体系示范企业的标准化托盘

和标准相匹配的包装基础模

数使用不低于 80%； 

2019 年 8 月 
供应链体系建设

冷链示范企业 
物流与口岸办 

5 国际冷链标准引导参与制定 2020 年 12 月 
国际陆港、机场

集团 

质监局、物流与

口岸办 

6 

每年选取 10 家冷冻食品、生

鲜肉制品、乳制品企业开展全

国范围冷链对标行动 

2020 年 12 月 
郑州城市共同配

送联盟 
物流与口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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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升冷链物流信息化

水平 

郑州城市配送冷链温控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 
2018 年 12 月 郑州永康物流 

物流与口岸办、

工信委、数字办 

8 
龙头企业专业冷链交易平台

建设 
2019 年 12 月 

河南鲜易、航空

港、郑州双汇、

河南万邦等 

物流与口岸办、

工信委、数字办 

9 
冷链供应链综合服务和重要

产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2018 年 12 月 河南智行慧通 

物流与口岸办、

工信委、数字办 

10 

培育龙头企业 

引进冷链总部基地或分支及

机构，华中冷鲜港建设 
2020 年 12 月 机场集团 

机场集团、物流

与口岸办 

11 培育冷链多式联运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郑州国际陆港、

卢森堡货运、敦

豪等 

物流与口岸办、

郑州经济开发

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 

12 培育生鲜肉制品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郑州双汇，郑州

雏鹰等 

物流与口岸办、

新郑市 

13 培育速冻食品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三全、思念、云

鹤等 

物流与口岸办、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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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培育冷链第三方物流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顺丰、鸿祥物流 物流与口岸办 

15 培宇冷链城市配送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华夏易通 物流与口岸办 

16 培育乳制品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花花牛乳业 物流与口岸办 

17 培育果蔬鲜花批发市场龙头企业 2020 年 12 月 万邦、陈寨花卉 
物流与口岸办、

中牟县 

18 

发展多式联运+冷链

物流 

新鲜卢森堡跨境贸易平台建设 2020 年 12 月 机场集团 

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 

机场集团 

19 
“一干三支”公铁海冷链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 
2020 年 12 月 郑州国际陆港 郑州经济开发区 

20 空铁冷链“门到门” 2020 年 12 月 机场集团、中铁快运 

郑州铁路局、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机场

集团 

21 冷藏卡车航班网络 2020 年 12 月 机场集团 

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 

机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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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家驮背运输示范基地 2020年 12月 
中铝中部国际陆

港公司 
上街区 

23 夯实项目支撑 建立冷链物流项目库 2017 年 12 月 物流与口岸办 物流与口岸办 

24 完善政策支持 配套财政政策资金 2020 年 12 月 
财政局、物流与

口岸办 

财政局、物流与

口岸办，项目所

在县（市、区） 

25 
加强冷链物流高端人

才引培育和引进 

有资源高效设立冷链物流专业；

鼓励校企合作，设立培训基地；

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2020 年 12 月 
人社局、物流与

口岸办 

人社局、物流与

口岸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