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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
州
物
流
，

12月11日上午，郴州
市快递物流产业中心，塔
吊起起落落，施工紧张进
行。

项 目 尚 未 竣 工 ， 韵
达、中通、申通等快递企
业已在这捷足先登。一间
间 分 拣 厂 房 内 ， 一 个 个

“快递哥”统一着装，忙着
分件选件。

这里，四年前，满目
荒草；现在，车来车往，
每天收发件13万余件，今
年“双11”收发件超过28
万件。

郴州市快递物流产业
中心，是郴州物流异军突
起的一个缩影。

从通起来到活起来，
郴州物流有什么、缺什么？

从活起来到强起来，
郴州物流下一个风向标是
什么，又该干什么？

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
在支撑国民经济中占据基础性、战略性、先
导性的地位。

郴州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下称“郴物
联”）会长、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谭聪圣这样形容郴州物流业的变化：

“突飞猛进！”
据介绍，2014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的引领下，郴
州物流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政策环境持续
优化，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市发改委有关统计显示，去年，全市社
会物流总额达 7821 亿元，同比增长 5.6%；
全市物流相关行业实现总收入 306.8 亿元，
同比增长12%。今年1-9月，全市社会物流
总额达5274.2亿元，同比增长4.8%；全市物
流相关行业实现总收入224.6亿元，同比增
长7.6%。

郴州物流有什么？
“第一是政府重视，发展环境不断优

化；第二是区位独特，通道优势比较明显；
第三是投入加大，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第四

是平台集聚，物流业态多元发展。”郴物联
秘书长李晓燕表示。

2014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将现代物流业确定为服务业的七大重点产业
之一，成立郴州市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先后出台《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
系列文件，为全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
政策和制度保障。

湖南惠尔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华分
析认为，与相邻的赣州、永州等城市相比，
郴州交通便利、区位独特，物流通道产业发
展优势明显。郴州是湖南对外开放的“南大
门”，也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
有望打造成为链接长株潭、珠三角经济圈、
辐射湘粤赣区域的物流中心城市。

谭聪圣表示，随着政府对物流业的投入
不断加大，郴州物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走在
全省前列，已建成铁路口岸、保税仓库、香
港直通车货物配送中心、公铁海多式联运中
心、铁路战略装卸车平台等，在全省第二个
开通“跨境一锁”通关，实现口岸作业区

“一站式作业”。
据测算，“跨境一锁”通关模式启动以

来，郴港进出口货物往返全程运输时间比过
去缩短4个小时，每辆直通车单次可节省费
用800元。通过实行口岸作业区“一站式作
业”，郴州海关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9.26小
时，同比压缩71.4%；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2.67小时，同比压缩48.9%。

众多业内人士表示，除国家级示范物
流园区湘南国际物流园区外，快件物流产
业中心、惠尔物流中心、宏顺万寿桥物流
园等诸多大型物流平台相继建成，物流业
集聚效应不断彰显，货运物流、仓储物
流、冷链物流等物流业态呈现多元化发展
良好态势。

郴物联有关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市
A级物流企业共30家，物流行业从业人员6
万多人。其中，5A 级物流企业 3 家，4A 级
物流企业10家，3A级物流企业15家，2A级
物流企业1家；全市质押监管企业3家、星
级冷链服务企业3家。

郴州物流 有什么

“四年多了，路网、管网、信息网还是
空白，我们快件物流产业中心像是一个‘孤
岛’。”

“只要政府稍微不重视，这个项目早就
死了。”

……
从四年前的一张图纸到如今的多家企业

入驻，其间遭遇的坎坷，郴物联副秘书长陈
和平每每回想，总是特别感慨。

郴州物流缺什么？
“政府有关部门重视不够、政策落实不

细、部门服务不优，这是郴州物流业发展的
很大制约。”陈和平直言不讳。

李晓燕对记者说，现在，像物流园区用
地、物流“绿色通道”等关于物流业扶持政
策，仍然没有落实落细。还有在物流业降本
增效上，国务院、省政府早就出台《物流业
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但我市没有制定

落实配套政策。

郴州物流，规划打架，各自为阵，同样
为业内人士所诟病。

李志华说，物流业管理涉及发改、交
通、商务、公安等多个部门，因为管理体制
没有理顺，你做你的规划，我做我的方案，
缺少统筹协调，没有“一盘棋”观念。

感叹郴州物流主体“散、小、乱”的同
时，业内人士还在感叹：郴州物流有点贵。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大大小小的物流
企业（个体工商户）2800多家，其中注册公
司的1280家，大多零担物流为个体工商户。

“像零担物流，大多为‘夫妻店’，是一
间门面加一部电话再加几张桌子，规模散、
小、乱，服务不专业，恶性竞争不断。”郴
州宏顺物流集团总经理李耀辉说。

郴物联调研显示，我市物流业总体成
本偏高，效率较低。2018 年，全市社会物
流 总 费 用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17.8% ， 高 于
15.0%的全国水平；今年 1-9 月，全市社会

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5.6%，依然高
于全国水平。

“全市物流业成本之所以偏高，一是运
输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公路运输，铁路
运输及水路运输占比微乎其微；二是物流企
业的税负依然较重；三是物流运输通行环境
较差，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仍然存在。”
李晓燕坦言。

有关测算表明，从郴州发货到广州，运
输和配送费为每吨每公里1.1元。而从赣州
发货到广州，运输和配送费仅为每吨每公里
0.65元。

业内人士认为，郴州物流缺少政府管理
服务型专业人才、企业物流运营专业人才等
人才要素支撑；缺少物流信息公用平台，互
联互通信息呈现碎片化，运输效能低下。目
前，全市货车短途运输空置率40%以上，长
途运输空置率在10%左右。

郴州物流 缺什么

电商与快递，同气相连，臧志波不遗余
力、推波助澜。

臧志波，申通快递郴州负责人，在郴州
快递物流行业打拼多年，感受了郴州电商以
及郴州快递的跌宕起伏。

2005年3月18日，臧志波冒着大雨，走
出郴州火车站，正式接手申通快递。此时，
郴州从事快递的企业只有4家，电商从业人
员寥寥无几。

据介绍，2011-2014年，郴州电商很兴
旺，富民市场、北湖市场周边聚集电商从业
者近8万人；郴州快递包裹量连续三年在全
省稳居第三。然而，2015年之后，郴州电商
跌落低谷，郴州快递断崖式下跌。2018年，
郴州快递在全省排名第七。

“我们建设快递物流产业中心，目的就
是打造电子商务快递服务联合体，做到仓
储、电商与快递无缝对接，推动电商快递产
业共赢。”臧志波说。

和臧志波一样，对郴州物流充满期盼的

人还有很多。
郴州物流，下一个风向标是什么？答案

就是建设全国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

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
合印发 《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将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的127个城市确定为国
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郴州被列为全国47个
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之一。

郴州物流怎么干？
政府重视，政策落细。
要进一步优化物流产业发展环境，加大

物流业基础设施投入。有关部门要有物流意
识，对物流项目和物流企业的扶持政策不能
是一纸空文。在物流业用地方面，对国家
级、省级示范物流园区新增物流仓储用地要
给予重点保障。在水电优惠方面，要实实在
在将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规划先行，科学布局。
要按照大物流的理念，根据经济发展和

城市发展的实际，结合物流园区的功能，统
筹规划，科学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而不
能各自为阵、各行其道，真正把规划布局统
一到建设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这一
重大战略上来，进一步凸显规划对物流业的
引领作用。

四川成都，物流业曾经一面独大，主要
集中在城市南面，给城市交通带来很大压
力。通过规划引领，合理布局，成都物流业
随后由城市南面向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调
整，城市交通压力进而得到缓解。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如果局限于城市的一个方向进行规

划，或者局限于某个园区进行布局，那么我
们的物流业肯定要走一些城市的老路。”李
志华说。

业内人士表示，针对物流散、小、乱的
瓶颈，要加强市场整顿，加大资源整合，加
快转型升级，引导分散、零星的物流企业进
园区，推动物流企业以公路、铁路为依托集
群发展、集约发展。

“在物流业降本增效上，要落实减费降
税政策，减少行政性收费，规范执法监管，

避免重复罚款。要加快智慧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建设，促进各类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
李耀辉说。

物畅其流，集群发展，这是郴州物流人
的不懈追求。

针对郴州土特产行业自建仓储、配送团
队，金煌物流着力探索建立土特产仓配一体
化物流中心，有效降低本土土特产企业的运
营成本。

近年来，郴州惠尔物流中心抢抓郴州列
为全国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契
机，努力建设专业物流企业，积极参与建设
城市配送体系，打造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的物流骨干企业。

“我们项目一期建成投入使用后，可入
驻专线物流企业60余家，聚集干线动输200
多条，年货运量300万吨以上，年技工贸收
入近8亿元，年税收3000万元以上。”李志
华信心满满地说。

业内人士迫切希望，像推进城乡客运一
体化工作一样，通过盘活城乡客运站等存量
资源，试行开通类似城乡客运公交的货运公
交，实现城乡货运物流一体化，打通城乡物
流“最后一公里”。

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大物流专业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为郴州建设全国生产服务型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提供坚强的人才和智力支
撑。

让郴州物流强起来！
郴州电商劫后重生，臧志波百感交集：

郴州电商曾经死的死、走的走，跌入谷底。
如今，缓慢回暖的郴州电商，再也不能错过
一个机遇，就是广东电商回流。

建设全国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正逢其时，其势已成。

市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郴州将立
足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全力打造郴州特色枢纽经济，力争2020年纳
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计划。

“物流产业，犹如十月怀胎，重在精心
培育。打造物流枢纽，政府要担当做‘保
姆’，部门要服务接地气，企业要担当有作
为。”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说。

郴州物流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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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快递物流产
业中心的快件分拣

凯程医药整件库区

金煌天然气运输金煌天然气运输

金煌物流联航速送金煌物流联航速送

惠尔物流中心
大型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