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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shan industrial products are the proportion of light and heavy industries disorder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logistics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s “big into and out”, “light in and heavy out”,
which provides a basic premi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Tangshan city. As
modern logistics informationization, networking, standard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fourth party logistics beca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developing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in Tang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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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相对集中的工业产品和轻重工业比例的失调造就了唐山市“大进大出”、“轻进重出”的显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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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结构特征，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随着现代物流信息化、网络化、标准化和社会化
特点的显著增强，第四方物流成为唐山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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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业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
处理等基本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新兴产业。运输方式涵盖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涉及运
输业、仓储业、装卸业、包装业、加工配送业、物流信息业等多个国民经济部门，与能流、资讯流并列
为三大流通系统，是继资源和劳动之后的第三大利润源泉。而第四方物流(Fourth Party Logistics，简称 4PL)
与实际物流行业相比相对虚化，并不是实际承担显示中货物周转职能，其主要做的就是为物流行业进行
信息融合、整理、规划和管理。称其为物流主要是对信息的管理，为金融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1] [2] [3] [4]。
第四方物流和实际物流行业现代物流业已进入大发展的时代，信息化、网络化、标准化和社会化将是其
显著的特点[5]。可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用户群体，能提供完善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同时可以提供增
值服务，增加客户收益等作用，它是我国物流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新生形式。
唐山是一座产业集中度比较高的重工业沿海城市以及消费水平较高的特大型城市，矿产资源品种多、
储量大，居民对日用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也很大。相对集中的工业产品和轻重工业比例的失调造就了唐山
市“大进大出”、“轻进重出”的显著物流结构特征，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前提。本文结合唐
山地区物流实际状况，分析唐山地区构建基于第四方物流的意义与作用，提出唐山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对策。

2. 第四方物流的特点概述
第四方物流起源于美国安德森(Anderson，后改名为 Accenture，即埃森哲)管理顾问公司，该公司将
4PL 定义为：4PL 是一个集成商，它对公司内部以及其他组织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能力和技术进行整合，
提供一整套的供应链解决方案[6]。第四方物流通过将咨询公司、技术公司和物流公司集成在一起提供一
整套完善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来满足现代物流所面临的广泛而又复杂的需求。它使用传统的供应链管
理咨询技巧进行供应链过程的协作和再设计，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策略和供应链策略的协调一致；同时通
过新技术加强各个供应链的职能，对供应链活动和流程进行改善和整合，使业务流程优化[7] [8] [9]。第
四方物流最显著的特点是提供了一整套完善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集成了管理咨询和第三方物流的能力，
共有四个层次：执行、实施、变革和再造，可通过图 1 进行说明。
第四方物流供应链方案末端的“再造”流程是供应链绩效上取得真正提高的最佳途径，可以通过贯
穿供应链成员的对供应链计划与执行活动的同步，或者通过相互独立的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强化协作完成；
“变革”流程的重点是改进特定的供应链职能，包括销售与作业计划、分销管理、采购战略和顾客支持；
“实施”流程提供商承担多种供应链职能与流程的作业责任，其范围超越了传统的第三方运输管理和仓
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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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ourth party logistics supply chain scheme
图 1. 第四方物流供应链方案

3. 唐山市现代物流发展分析
3.1. 不同规模物流企业分析
通过对唐山市 300 家物流企业的调查，唐山市各个区县的营业收入千万以上物流企业分布情况，如
图表 1 所示。可以看出，唐山市东南沿海地区物流企业分布比较密集，西北部如遵化市和迁西县等区域
的物流企业较少，物流企业重心偏向唐山东南沿海带。总体而言，唐山市的物流企业分布广泛，但是物
流企业布局分散，缺乏规范化的调整以及统一的部署，没有充分与唐山市产业结构形成系统的相互促进
的关系。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with business income of more than ten millions in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of
Tangshan City
表 1. 唐山市各个区县的营业收入千万以上物流企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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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造整合国有运输、仓储企业，积极培育民营物流企业，唐山市目前民营物流企业的数量迅猛
增长。调查显示，唐山市民营物流企业占唐山市物流企业的 82%国有的物流企业仅占 16%，中外合资企
业仅有 3%。
通过图 2 唐山市不同规模物流企业的比例统计分布图可以看出，500 人以上的企业占总数的 21%，
200~500 人的企业占 22%，50~200 人的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 25%，其余的为 50 人以下的物流企业，
占企业总数的 32%。可见，一方面唐山市不同规模的物流企业分布比较均衡；另一方面小型物流企业数
量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
调查显示，在唐山市物流企业中，开展有运输业务的物流企业所占比重最大，占总数的 49.09%；开
展仓储业务的物流企业所占比重次之，为 24.73%；开展装卸业务的物流企业所占比重紧随其后，为
14.91%。在所有物流企业中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开展一些其他业务的物流企业，为 8.73%，比如配送、包
装、订单管理、流通加工、供应商管理和信息处理等，属于第四方物流的业务体系。
唐山市物流企业产生上述分布的原因在于：1) 由于唐山市第二产业结构比重较大，且以钢铁产业、
矿产等大型原始工业生产为主导，使物流产业呈现低附加值、低服务要求、低技术含量、以区域物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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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特征，形成对物流要求较低的物流体系结构；2) 目前，现代物流技术缺乏，缺乏物流高端人才，导
致唐山市物流产业一直停滞在多年不变的结构体系，缺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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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al map of the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scales in Tangshan City
图 2. 唐山市不同规模企业比例统计图

3.2. 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在物流的业务范围方面，唐山市物流企业的业务范围分配比较均衡。拥有全国范围业务的占 29%，
省及周边的占有 33%，河北省内业务范围的企业数量占 15%，唐山市内业务的企业数量占 24%。在物流
产业的主营业务方面，受唐山产业结构的特殊性的影响，唐山市的物流企业开展大宗货物业务企业的数
量占到了物流企业总数的 55%。其中大宗商品运输主要是矿石、钢铁、铁粉、煤炭等与钢铁产业相关的
原始材料。运输方式方面，唐山市物流企业以公路运输为主。采用公路运输的企业占所有物流企业总数
的 67%，铁路运输的企业占总数的 17%，采用水路运输的企业占总数的 15%，采用航空运输的最少，仅
占物流企业总数的 1%。在物流仓储业务方面，对唐山市拥有仓储业务的物流企业调查显示，仓储设施利
用率在 90%以上的企业数占总数的 22%，仓储设施利用率在 71%到 90%之间的企业数量占到了 34%，在
51%到 70%之间的企业数量占了总数的 18%，在 30%到 50%之间企业数量占了 8%，在 30%以下的企业
达到了 17%。从图 3 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唐山市物流企业的仓储设施的空闲率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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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Quantity distribution map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with warehouse utilization rate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angshan City
图 3. 唐山市不同阶段仓库利用率物流企业数量分布图

在物流业车辆利用方面，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物流企业的车辆利用率在 20%以上的各个阶段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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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比较均衡，企业数量均在 25%左右。车辆利用率在 90%以上的企业占总数的 29%，利用率在 71%
到 90%之间的企业占 26%，利用率在 51%到 70%之间的企业占 21%，利用率在 21%到 50%之间的企业占
15%，在 20%以下的企业数量占 9%。其中，空车返程率反映了物流信息的使用情况，同时车辆的空车返
程率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物流成本，也是绿色物流的重要评价指标。调查显示，唐山市物流企业的空车返
程率在 20%以下的企业的数占物流企业总数的 29%，在 21%到 50%之间的物流企业数量占总数的 26%，
在 51%到 70%之间的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 8%，率在 70%到 90%之间的占 9%，空车返程率在 90%以上
的企业高达 28%。可以看出，唐山市物流企业的空车返程率过高，严重的浪费资源，增加物流成本的同
时也不符合低碳环保的理念。
通过对唐山市物流企业自建网站调查，有独立网站物流企业的仅占总数的 10.4%，89.6%的企业的物
流企业没有自己的网站。同时，目前唐山市现代化物流设备陈旧，唐山市缺乏大型的物流信息数据平台，
物流信息系统技术落后。

4. 唐山市发展第四方物流的意义与作用
在信息化时代，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第四方物流除
具有传统的第三方物流的职责之外，更加专注于供应链的整合，强调资源的共享。在一定意义上，第四
方物流是供需双方及第三方的领导力量，它不仅控制和管理特定的物流服务，而且对整个物流过程提出
策划方案，并通过电子商务将这个过程集成起来。相对于传统的物流方式，第四方物流的主要作用有：
提供了一个综合性供应链解决方法，以有效地适应需方多样化和复杂的需求，集中所有资源为客户完美
地解决问题；通过影响整个供应链来获得价值，即能够为整条供应链的客户带来利益，通过有效整合物
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第四方物流能够持续降低物流整体运作成本，最大限度地整合物流资源。
为了实现唐山物流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唐山物流产业的迅速、稳定发展与升级，实现企业物流信
息的资源共享与交换，实现物流交易的网络化和信息化，整合物流资源，发展第四方物流成为必然之选。
1) 实现高效利用和配置物流资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唐山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快，而物流资源重复配置的现象也日
益突出，运输工具、仓库、港口、车站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唐山许多地区脱离了现有的物流资源，盲
目的新建，不重视改造。有些地方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不够重视，盲目的上新项目。这不仅浪费了宝
贵的土地资源，也使该地区供需渠道和服务价格与市场供求脱节，经营状况并不理想。
2) 整合资源整合利用
物流本身就是个包含整体观念的概念。物流资源的整合是物流本质所决定的。物流通过为客户设计
合理的供应流程，达到节约整条成本供应的要求。然而单一的运输、存储、包装等物流流程无法达到整
合整体的作用。因此，物流本质的要求就会实现整体资源的整合。
3) 企业发展趋势
基于唐山地区大部分的工业制造企业，附加利润少的特点，节约物流成本已成为企业的主要利润来
源。物流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的效益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物流方面节约的成本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经济
效益。企业对物流资源的改造、整合是提升整体供应链水平的重要手段。

5. 唐山市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对策
在目前的唐山市物流产业中，客户群对第四方物流的认识和理解度相对缺乏，第四方物流服务提供
商自身实力相对缺乏。要做到全面整合物流技术与通讯，无缝连接下游经销商与上游供应商，提高企业
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文章从政府、信息化建设、第三方物流发展以及人才建设角度出发，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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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对策。
1) 发挥政府职能，优化物流产业环境
唐山市政府应积极率先建立规范的物流行业标准，健全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以促进系统信息共享。
集中力量做好物流整体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制订专业的人才培育计划，
同时为物流产业提供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2) 加强信息化建设
唐山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要求及时、准确和高效地传达物流信息，建立以 Internet 为基础且
能和相关管理系统无缝衔接的物流信息平台，这是第四方物流必不可少的部分。物流信息化建设分为三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信息化，主要解决信息的采集、传输、加工、共享问题，以提高企业决策水
平并产生效益；第二个层次是涉及流程改造的信息化，企业为了不断降低成本和加快资金周转，将系统
论和优化技术用于物流的流程设计和改造，融入新的管理制度之中，信息系统作用在于固化新的流程、
管理制度以及在规定的流程中提供优化的解决方案，例如仓储优化，运输路径优化等；第三个层次是供
应链的形成和供应链管理作用的提升，在这一层次中，其核心问题在于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竞争力，
主要通过对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反馈服务来提高供应链的协调性和整体效益。
物流信息平台在内容上应包括采购、仓储、分销等所有的环节，具体可以划分为业务层、优化层、
控制层和接口层四个层面。业务层主要面向客户和 3PL 供应商，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入认证身份、
签订合同和收费处理等业务；优化层则根据业务层中客户订单的要求，通过分析送货地点到目的地的可
选路径，以及配送和仓储的策略，确定最优物流解决方案；控制层主要完成对业务实施情况进行跟踪，
保证顺利实施，同时通过获取如客户的满意程度等具体信息来对第三方物流进行评价；接口层主要完成
第四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银行系统的信息共享，其中，与第三方物流的接口能获取第三方物流的物流
资源情况及向第三方物流发送物流实施指令等；与银行的接口便于第四方物流与客户和第三方物流之间
业务款的顺利支付。
3) 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
作为第四方物流的被领导方，第三方物流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四方物流的业务流程为：第四方物流
收到客户订单–选择优化的物流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第三方物流提供商并签订业务合同–向第三方发
出运作指令–第三方物流返回实际操作信息。
通过对第四方物流的业务流程的分析，可以得出：第四方物流对供应链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对社会物
流资源整合的效果直接受第三方物流所进行的实际物流操作效果的影响；同时第四方物流提出的供应链
解决方案水平又进一步影响第三方物流的运作效率，因此可以认为，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第四方
物流的崛起依赖于第三方物流的高度发展和企业供应链外包的逐渐成熟。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唐山市
第三方物流发展尚不成熟，因此首先必须要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唐山市并不是
要等到第三方物流全面发达，才能发展第四方物流，而是应该在第三方物流已经有一定规模，发展第三
方物流的同时，第四方物流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给第三方物流提供指导，以促进第三方物流的超越式发
展，在此过程中，第四方物流也将由于第三方物流的发展而使自身也能得到发展。综上所述，唐山市正
因为第三方物流不发达才更需要第四方物流的指导，二者应该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 合理建设专业物流人才结构
第四方物流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于其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素质要求很高，因此为使唐山市 4PL 能
够健康快速的建立并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供应链与物流人才的培养。由于第四方物流是一个整合性的物
流，包括：金融、保险、信息、多站式物流配送的安排，因此第四方物流发展要求物流人才不仅具备物
流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还要具备 IT、人力资源管理、技术集成等全方位的知识和能力，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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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整个国内物流产业严重缺少这种高素质的物流人才。

6. 结论
1) 唐山市第四方物流的人员组成，应该是物流管理专家，专业的营销、包装、加工等方面的专家、
IT 专家，以及一批从第三方物流提供商中提升的第三方物流经验人员。
2) 物流管理专家要求是一批具有管理理念创新、组织创新、物流管理、控制协调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IT 专家优势则在于建立和应用“B2B”物流交易平台、提供及实施物流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从第三方物
流上升来的物流经验人员则具有较强的物流实际运作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多客户管理能力，他们
对于道路情况非常清楚，或者遇到道路变化能够迅速地得到信息。
3) 唐山市第四方物流企业只有云集专业人才，并建立一个合理的人才搭配结构，使各类专业人才之
间互相取长补短，为第四方物流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才能使唐山市第四方物流逐渐能够制定世界水平
的供应链策略，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技术集成和人力资源管理，逐步提高唐山市第四方物流在集成供应
链技术和外包能力方面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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