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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related to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Luoyang City
from 2013 to the first half of 2018. Through the visits of many departments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Luoyang, starting from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the
sub-sector of Luoyang City, and comprehensively researching the results an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ata,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Luoyang have
been analyzed, and feasi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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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是基于2013年到2018上半年洛阳市物流业相关的资料和数据，通过对洛阳市多家部门和物流企业
进行走访，从洛阳市物流行业总体以及子行业的发展现状出发，综合调研结果和各方面数据，对洛阳市
物流业的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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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物流是指将信息、运输、仓储、库存、装卸、搬运以及包装等物流活动综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
集成式管理，其任务是尽可能降低物流的总成本，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1]。根据其经营范围可以将物
流企业分为运输型企业、仓储型企业和综合服务型企业。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以及国内基础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国内的物流企业也得以借此迅速发展，但由于其发展时间过短，
发展速度过快，导致目前的物流行业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基础设施、库存等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本
文将吸取以往研究经验和理论成果，落实到洛阳市的物流业的发展状况，从企业、社会、政府等方面提
出针对性对策，同时希望为新形势下洛阳市物流业的发展和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参考。

2. 洛阳市物流业发展现状
(一) 洛阳市物流业总体状况
现代物流业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及增强了产
业区域竞争力。据洛阳市统计局统计，截止到 2018 年 3 月，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达到 47.8%，呈现逐年
增长的态势(见图 1)，物流业所占比重也在持续增长。除此之外，洛阳市现有物流服务企业 1191 家，其
中设立网点的知名企业有中外运敦豪、嘉里大通等，本地新兴企业有大张物流、大一物流等，这些网点
及企业的出现促使洛阳市物流业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日趋专业化。总体来说，近年来洛阳市现代物流业
发展态势良好，但总体仍处于传统物流转变到现代物流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需要改变与提升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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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2013~2017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of Luoyang
City
图 1. 2013~2017 洛阳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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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洛阳市物流子行业发展状况
1) 交通运输业
公路方面：据交通部门统计，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洛阳市基础交通设施的年总投资已达到 64.4 亿
元，结合 2013~2017 年的数据来看，总投资呈“V”字型发展，干线公路投资在 20 亿元到 31 亿元间波
动，基本稳定(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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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uoyang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oad investment
图 2. 洛阳市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与干路公路投资

铁路方面：洛阳市铁路共衔接五个方向，同时位于“八纵八横”中的陆桥通道和大湛通道的交汇点。
这样的地理位置，是洛阳市发展要关注的一大资源。洛阳火车站作为铁路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洛
阳站、洛阳东站、关林站、洛阳北以及洛阳龙门五个站区，运送客流量常年保持在 800 万人左右。每年
发送的货物有 220 多万吨，发送的旅客有 730 余万人，其在中原地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运输枢纽作用，
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很大的便利。
航空方面：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洛阳北郊机场拥有国内外航线 20 余条，与洛阳通航的国内外城市
共 22 个，这样的条件大大增强了洛阳机场的吸引力，使得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从洛阳机场出行。目前，
机场的停机坪总面积为 62,580 平方米，可满足每年旅客吞吐量 80 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 8700 架以及邮
货吞吐量 5200 吨的需求，由此可见，洛阳市的航空运输正在稳步发展。
2) 仓储业
近几年，洛阳市的仓储业在不断的向着社会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仓储物流服务网络不
断扩大，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仓库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按其功能分类，可以
将市内的仓储物流分成三种类型，分别为配送中心型、存储中心型以及物流中心型。根据互联网仓储综
合服务平台物联云仓搜集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洛阳市普通仓在线仓库面积超 95 万平方米，
空置面积 69,500 平方米，仓库空置率为 7.30%。但是，随着发展进程加快，许多仓库设施不断向城市周
边搬迁，造成了城市中心的仓库资源紧张，加大了运输费用。现如今政府正在计划加大对仓储业的固定
投资，这给洛阳市仓储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3) 快递业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它所带动的网上购物促使了快递物流业迅猛发展，同时也提供
了大量的机会。快递网点逐渐增多，并由城市普及到农村，农产品有了更便利的销售方式；实体店铺也
逐渐与网络平台接轨，得以拓宽自己的销售范围，创造更多的营业利润[2]。据中国(洛阳)电子商务大会
的报告显示，2013~2017 年的洛阳市电子商务交易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在 2016 年突破了千亿元(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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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 1~7 月，全市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5953.04 万件，同比增长 39.27%；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 5.48 亿元，同比增长 35.99%。在这样的浪潮下，洛阳市的物流业也借势快速发展，并为洛
阳市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

Figure 3. The annual turnover of e-commerce in Luoyang
图 3. 洛阳市电子商务全年交易额

3. 洛阳市物流业发展中的问题
(一) 政府方面
1) 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近年来，洛阳市政府投资建设了为数不少的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和铁路，三次扩建机场，并于 2017
年开始着手修建地铁，但是，目前洛阳市的综合公路交通网络还不完善，减缓了物流业的全面发展的脚
步。此外，洛阳铁路、航空等方面的发展仍存在局限，导致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暂时也不能承担大量的
物流业务。总的来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是造成洛阳物流业发展速度缓慢、进出港件数比例失衡、物
流普及度不高的一大原因。
2) 物流园区管理不成体系
洛阳市的物流园区从 2013 年的两个，发展到现在已达到 21 个，占地面积超过 5000 亩，物流园区的
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园区数目的增多，政府方面的管理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根据调查结果
显示，目前的物流园区管理存在的不少问题，分析原因发现，政府对这些物流园区缺少政策扶持与引导，
现阶段还没出台完整的政策法律法规，而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很难落到实处，这导致物流行业的管理混
乱，而且在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没有对产业提供足够的优惠政策，缺少政府的合理引导，导致市内
物流行业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够，从而在物流管理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无从下手。
(二) 社会方面
1) 物流企业融资困难、成本高
中小型规模物流企业存在融资难、经营成本高的问题。根据洛阳市工商登记资料统计，截止到 2018
年 6 月，洛阳市物流企业已达到 224 家，其中大型企业仅占有二三十家，所以中小型企业是洛阳市目前
的物流发展重点。整理调查结果发现，中小型规模企业发展中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经营成本过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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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实力薄弱，发展速度缓慢，盈利率过低、贷款方面困难。
2) 物流专业人才匮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物流也渐渐开始向现代物流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人才的选拔与任
用对于现代物流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经过调查得知，目前洛阳市人才招聘存在高素质技能型物流人才
需求巨大，但是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很多应聘者的素质都达不到企业的要求，
使洛阳市的物流企业很难快速发展现代物流，转型较慢，这也导致了洛阳市物流业的发展出现“瓶颈”，
无法适应现代物流业的服务要求。
3) 缺乏绿色物流观念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绿色物流也渐渐被人们关注。但是现在的物流行业对绿色物流的
认识还不够充分，现在大部分企业粗放的物流模式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① 运输方面：多数物流运输效率低，周转速度慢，引起车辆燃油的额外消耗，带来废气污染和噪音
污染；② 包装方面：现在常见的物流包装原材料大多是木材和石油，用于封装的胶带的主要材质是化工
产品的聚合物，很难自然降解[3]；③ 物流管理原则方面：大多数物流企业都还没有把绿色原则作为管理
思想来引导企业发展，没有把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融入到物流管理的过程中。
(三) 企业方面
在现代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市场中，每个企业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所以从其他方面改进可以迅速的
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比如改变以往的物流观念，增强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合理利用仓储等，然而大多
数企业在这几个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1) 物流管理观念落后
企业观念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对物流管理缺乏应有的重视。在过去几十年，我国普遍存在一种“重生
产，轻物流”的观念，也正是在这种观念下，洛阳市大部分企业内部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物流部门，而有
部分企业虽然设置了仓储部门或者运输部门，但是没有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发挥这些部门的作用，反而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正因为企业观念的落后，导致对物流管理的手段也比较落后。企业缺乏对
物流网络的规划，导致了物流成本的提高，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
2)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
进入 21 世纪后，信息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也能体现一个物流企业的
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但是现在洛阳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是特别高，因此带来了很多问题：一方面
是市场信息变化速度比较快，很多信息化水平不高的企业不能及时做出应对，导致失去抢占市场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信息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导致很多时候信息不能很好的收集、传达和利用；
还有企业与物流企业之间的共享性比较低，不能及时的得到信息的共享与反馈，一旦遇到产品市场的波动，
很容易造成库存积压或者缺货的现象，增加了产品不必要的成本，减少了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
3) 仓储空间浪费
仓储是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的生产制造提供了保证，使企业能够有能力满足用户的需
求。科学合理的利用企业现有的仓储设施，在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小的物料的安全库
存。但是，洛阳市多数企业仓储成本占物流总成本的比重较大，虽然有的企业斥巨资建立了现代化的仓
储设施，但利用率却不高，导致出现紧急订单时库存不能满足需求，使企业的运营出现混乱。除此之外，
仓库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对于存储的物资的管理不够科学，东西随意摆放，导致了大量的空间浪费。

4. 对策及展望
(一) 政府方面
DOI: 10.12677/mm.2019.9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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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建设交通网络
解决洛阳市物流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从基础设施上进行改善。市政府要积极扩建市内的交通网络，
发挥洛阳市的地理交通优势，抓紧对洛阳市本地的铁路、公路以及航空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加快物
流运输效率，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这对洛阳市的总体经济来说，也将是一大助力，不仅可以使得公路、
铁路、航空各个方面都可以承接大量物流业务，加快物流业的发展，还可以从各个方面提升洛阳市在中
原地区的影响力。
2) 引导扶持建设物流园区
洛阳市政府要根据物流园区发展现状，研究制定推动物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落实对行业的保障，
为物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① 保证物流园区的用地。政府应尽量支持市内物流园区的开发，并引导园区建设在公路枢纽处以及
各种交通枢纽处，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从而达到吸引各方面投资，大力推动园区建设的目
的；
②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为物流园区的建设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开设发展专项基金或者奖金、补助
等，同时引导金融机构或者信贷公司为物流园区提供大额贷款机会，为现代化物流园区的建设提供良好
的金融环境；
③ 整合相关管理层。做到统一管理，责任分明，同时引进物流行业高端管理人才，利用他们的技术、
经验和管理能力，使现代化物流园区的建设少走弯路，为洛阳市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助力。
(二) 社会方面
1) 重视物流企业融资问题
重视中小型规模企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改变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不公平待遇，重视中小企业的
信贷需求。另外，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积极为企业提供便利，减少抵押办理环节，降低贷款标准，尽量
简化贷款程序。解决中小型规模物流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快其发展速度，让其能够持续长久地发展下
去，这样才能让洛阳市物流业持续发展。
2) 培养与引进物流专业人才
重视人才的培养。社会要重视对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各大高校应在教学时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
提高，增加社会实践环节，让学生更好地接触物流行业，使得学生在课本中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并能够
运用到实践中。鼓励专业学生积极参加物流比赛，在实战比赛过程中获得经验教训，使培养出的人才可
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3) 倡导使用绿色资源
采用绿色物流模式。物流企业在包装产品方面应尽量采用绿色包装材料，使用类似“共享快递盒”
之类的方法，合理地减少包装材料的消耗。在运输路线的选择方面，利用信息化的平台，对运输线路进
行整体规划，合理安排设置货运网点和配送中心，以求带来的经济效益最高，其成本最小，所带来的尾
气排放最小，以尽可能少污染环境为目的，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另外，运输工具可以使用新能源物流
车，既节省了燃油的消耗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和噪声污染。
(三) 企业方面
1) 改变传统的物流观念
改变企业管理者对于物流的观念。设置专门的物流部门并加大对其的固定投资，制定合理的管理方
案，真正的将物流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招聘专业的物流管理人才，提高物流部门员工的整体素质，
解决物流方面低效率的问题，最大程度地提高企业效率，获得更大利润[4]。
2) 实现企业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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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企业物流信息一体化。首先，企业应该掌握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提高信息共享程度，通过对
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对企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其次，企业应建立智能化运输系统，提高物流的信
息化水平，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将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让客户实时掌握自己货物的最新的运输
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到货物，达到顾客满意。同时可运用高新技术形成物流信息一体化，使物流企
业可以节省各方面费用，提高运输效率。
3) 科学利用企业物流设施
提高仓储设施的利用率，具体措施如下：
① 增加储存高度：采用高层货架仓库，在不降低搬运效率的基础上，把仓库进行合理分层，增加用
库面积，减少上层空间浪费。
② 减少库内通道宽度：采用侧叉车和推拉式叉车以减少叉车转弯的宽度，同样的，空间浪费就会减
少很多[5]。
③ 减少通道数量：采用密集型货架，尽量减少人在一线的作用，用机器作业的方式——不依靠通道
的桥式起重机装卸，同时采用单一货架和多种货架相互搭配使用。
目前，洛阳市物流业虽然在基础设施、库存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但是仍然有着不错
的发展势头，只要有正确的发展理念，科学的管理方法，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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