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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1 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完成人名单

序号 奖项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名单

(按贡献大小排序)

1 一等奖
铁路直达集结成本与压缩物流中转时间的

联合优化技术
北京交通大学

林柏梁、王喜富、彭辉、耿令乾、纪寿文、聂

英杰、许红、邵琳、杨月芳、王志美、纪丽君

2 一等奖
大型机场货运物流系统工程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

兰州交通大学、兰州正

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

公司

闫军、张伟、雷斌、齐金平、宋宇博、李

建国、柴获、王焕民、代存杰、李小平、

郑祖华

3 一等奖 西本新干线电子交易平台系统

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

司、西本新干线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上海西本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虞钢、潘建华、屠建平、马骏、郑平、盛

志诚、刘敏、毛毅炯、胡振宁、彭定友、

王兵阳

4 一等奖 多网合一流通领域跨地域物流服务平台
上海海鼎信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陈庆洪、行喜欢、施伟、田剑、曹丽娜、

严萍、黄志华

5 一等奖
新一代医药配送中心成套物流装备系统创

新工程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研究院

陆大明、陈涤新、徐庆才、秦叙斌、侯娟、

周薇、滕旭辉、宋守定、吴宇东、赵峰、

魏兰

6 一等奖 电信行业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 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 苏树平、王晓霞、彭建春、赵彦斌

7 一等奖 开滦集团煤炭物流“三位一体”新模式
开滦集团国际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吴爱民、傅同军、张求实、杜占栓、聂树

生、张子春、潘卫华、侯玉生、史向波

8 一等奖
港口城市物流集散道路规划设计及控制成

套技术研究应用

上海海事大学、天津市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韩皓、白子建、任乐、柯水平、沙梅、朝

鲁、李明剑、王鹏飞、余静、王正、秦天

保

9 一等奖
预硫化轮胎翻修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的研

发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袁仲雪、蓝宁、宋汀、曲蔚、张希望、孟

鹏、王孔茂、都强、刘永禄、王报林、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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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刘常

10 一等奖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物流管

理基础》

北京物资学院、中国物

资出版社
翁心刚

11 二等奖 综合型物流园规划方法体系及工程示范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繆立新、戚铭尧、李强、杨朋、雷超、徐

青青

12 二等奖 物流类专业实验教学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北京物资学院
王成林、张旭凤、张耀荔、刘俐、李彦萍、

田雪

13 二等奖 集发科技智能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TOP+) 大连集发科技有限公司
范海燕、李国臣、吴佳琪、陆旭、王雪冰、

刘静雅、孙涧溪、徐健美、王艳丽

14 二等奖 上海世博会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与追溯系统 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
杨张兵、何荣勋、王海山、张向飞、庄洁 、

严绚丽、吴春辉、彭海涛、宣毅

15 二等奖
家电行业全程供应链可视化第三方物流服

务平台

芜湖安得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卢立新、王鲲、卢少艺、陈俊金、陈居文

16 二等奖 吉联综合物流管理平台项目
上海吉联新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潘文艺、顾钱彬、陈和林、孙剑锋、刘钰、

芮秀、葛增良、吴雨槟、陈春峰

17 二等奖 高频次小批量电子商务订单现代物流中心
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程锡礼、苏骅、冯杰、伍春江、肖雄山、

王魁恒、陈仕填、杨芬、陈健杭

18 二等奖 基于 WCDMA 的物流调度管理系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

田文科、季绪浩、成洁、马卓、宋孝光、

曾胜群、耿之轩、李健、江勇

19 二等奖 国家物品识别网络标准体系研究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张成海、罗秋科、黄燕滨、李素彩、刘晓

冬、

王毅、张旭、韩树文、胡辽克

20 二等奖 钢铁物流中物联网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分公司、武汉理工

大学

孙荣、李文锋、史凌峰、葛艳红、陈欢、

鲍军荣、万涛、钟叶、高新书

21 二等奖 智能一体化配送系统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
翟学魂、吴海波、黄丛、闽早华

22 二等奖 国药控股“国家药网”物流网络化管理建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曹国钧、宋军、罗继伟、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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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23 二等奖
吉林省主要鲜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组织与

优化模式研究

北京城市学院、吉林大

学农学部、电果网（北

京）农产品有限公司

杜文龙、吴勇民、陈肇隆、范文晶、樊雪

梅、张宇、梅士伟、郭慧馨、颜颖

24 二等奖
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采购物流系统集成与

优化

天津丰田物流有限公

司、天津大学

唐志忠、李波、袁鹏、李咏梅、倪锦峰、

王楠、

田美光、金基男、周治

25 二等奖 港务综合业务管理平台
天津东软金算盘软件有

限公司

闫美云、马维平、孙一玲、于海军、李佳、

张伟

26 二等奖 《市场流通法》课题研究 北京物资学院

尚珂、李惠阳、刘茵、王惠玲、阎章荣、

尚琤、

赵娴

27 二等奖 基于 3G 的物流车辆多媒体调度管理系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深

圳市普天宜通网络有限

公司

李稷楠、刘武良、王伟波、官鑫林、叶磊

鹏

28 二等奖
基于 LBS 的路运可视化监控管理公共服务

系统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冯雷、叶圣、张道胜、周涛、徐进、王立

波

29 二等奖 易网通开放式供应链物流信息平台
易网通电子网络系统

（深圳）有限公司
陈鹏

30 二等奖
中国外运宝马项目 TMS 统一运输管理平台

项目

中国外运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
魏世奇、武靖、张历兵、沈天添

31 二等奖 太原烟草卷烟配送中心系统集成

山西省烟草公司太原市

公司、北京帝欧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普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文彦、董旭红、蒋伟芳、翁强、陈伟、

赵汝雄

32 二等奖 基于 RFID 条码技术的 WMS 系统开发 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吴荣树、吴峻、方彦兵、章信开、胡云、

黄曦、吴贤隆、吴永强、鄢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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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等奖 TWQX-5 新型伸缩皮带输送机
深圳市天和双力物流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池祖后、段小仁、孙福泽、徐冀江

34 二等奖 全洲供应链物流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 全洲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求华、张齐祥

35 二等奖 常压塑化法生产高品质再生胶
平陆康乐橡塑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白景星、胡康福、史春花、张江北、裴庆

丰

36 三等奖 农产品协议流通公共服务信息系统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全

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

鲍立威、范晓清、吕清楚、邬家瑛、蔡颖、

马增俊、王秀昕

37 三等奖
基于公共移动平台的手持终端邮政速递应

用系统

博韩伟业（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万起光、李代万、张红文、李昕

38 三等奖 中远盐田保税仓综合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周英明、王顺利、余浩、蔡创、刘祎慈、

王兴成、杨永伟

39 三等奖
基于智能手机终端的冷链物流信息平台开

发与应用

柳州市农业生产资料有

限责任公司

邵铭、唐艳荣、邓力、张成安、王大溪、

陈海燕、伍良启

40 三等奖 诺瓦中小型医药配送中心仓储系统
上海诺瓦物流技术有限

公司
陆巍、董玉磊、康梁、金翊

41 三等奖
一种大直径圆环类大件货物的变位运输方

法
四川东方物流有限公司

唐晓兵、魏荣华、邹年和、张良彬、邹文

杰、郑声桂、邓继明

42 三等奖 快速消费品主数据同步系统开发与应用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张成海、罗秋科、李道溢、毛凤明、朱立

琦、李月川、张文梅

43 三等奖 物流车辆车载多媒体一体机——车 E通

洛阳市大一物流有限公

司、深圳市国网物流信

息有限公司、洛阳市国

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王楠、蔡璞

44 三等奖 汽车供应链优化调度的集成技术及应用

中港物流（厦门）有限

责任公司、华侨大学物

流系统工程研究所

丁元振、张潜、胡日东、陈燕武、朱晓曦、

赵菊红、沈忠明

45 三等奖 人民币回笼现金物流管理系统
北京科创融鑫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

李焰白、苗波、左悠、田岚、石建军、岳

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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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杭

州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李晶晶

46 三等奖 虹迪电子商务仓储管理系统
上海虹迪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
张建强、戴海峰、朱成文、杨锰、黄浩

47 三等奖 内蒙古红山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内蒙古红山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恩源科技

有限公司、赤峰大宗商

品有限公司

闫晓峰、潘玉军、党文娟、雷胜杰、康延

林、李松涛

48 三等奖 港口专用拖板翻转装置
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

司
皮云生、付永刚、徐智鹏、曹娜、张宁

49 三等奖 大宗商品物流金融交易融资平台
北京顺邦钢联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肖晖、李小敏、涂斌

50 三等奖 《烟草物流设备 条烟分拣设备》行业标准

普天物流技术有限公

司、中烟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兰德瑞

尔科技有限公司

田萍、赵汝雄、朱镇鸿、黄国厚、陈柏英、

史亚召、金涧

51 三等奖 铁路小件货物快运品名分类与代码表应用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陈京亮、王尊官、朱玉梅、曾新华、周卓

敏、刘鹏程、崔宝亮

52 三等奖 轿运车计算机三维演示及二维配载系统 安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陈琦峰、忻坚敏、莫金康

53 三等奖
叉车托盘作业适用的RFID智能仓储研发与

规模化应用

威海港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物流园发展有

限公司、捷玛计算机信

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王国兴、宋鲁荣、高飞、吉宁、张大鹏、

吕伟、赵明明

54 三等奖 基于 GPRS 全程自动死锁与监控系统
上海安吉速驰储运有限

公司

沈飞、李晓春、郁卫军、薛丽、孙导蔚、

朱剑辉

55 三等奖 建设沈阳综合保税区的模式研究
沈阳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

程巍、赵韬、金永利、赵双新、蒋晓梅、

李俊静、洪斌

56 三等奖 铁路物流经营基地汽车衡管理信息系统 甘肃铁联运输服务有限 芦卿忠、龚涵、栾守伟、宋红军、周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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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尹德智

57 三等奖 农产品物流框架体系构建
曲阜师范大学、兰州商

学院

李学工、王学军、王磊、郭丽彬、吴庆军、

朱莉雅、辛玉颉

58 三等奖
基于物联网的烟草商业企业物流作业全程

信息化管理系统

江西烟草公司南昌公

司、北京中软国际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李文、周胜、罗春兰、罗敏、万群、曾璘

操、韩劲

59 三等奖 我国物流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北京物资学院、国家统

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吴海建、罗新东、周丽、徐敏、高和鸿、

郭茜、

韩嵩

60 三等奖 可视化运输管理软件-千里眼 3000 上海晋宝物流有限公司

叶忠强、杨博、王海、胡志华、朱世迪、

陈煜、

刘毅

61 三等奖 基于智能和自动化的仓储系统研究及应用
上海锦胤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
祝锦楼、杨晓燕

62 三等奖 汽车整车与配件综合交易管理平台
徐州工程学院、中国汽

配城

张中强 、陈建明 、张晶 、唐金超 、贾

晓菊 、张兵 、梁子倩

63 三等奖 斜交翻新半钢工程机械轮胎
庆云华泰橡胶制品有限

公司

崔文华、范忠泉、刘志凯、宋国军、杨洪

儒、刘军英

64 三等奖 6s 物流综合管理与服务体系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

公司

周素华、陈晖、何建斌、陈静仪、陈勃、

卢蔚清、黎彦婷

65 三等奖 装甲装备器材保障物流经济性研究

装甲兵工程学院技术保

障工程系、装甲兵工程

学院训练部、装甲兵工

程学院装备再制造工程

系

纪红任、倪明仿、王树礼、张海、李新、

刘克胜、吴秀鹏

66 三等奖 我国铁矿石战略储备研究 中国物资出版社 王波、贾玉泉、马军、尚林达

67 三等奖
“我的物流”电子商务配送物流快递在线

平台

东方普惠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张振斌、许武斌、岑燕清、苏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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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三等奖
物流与采购移动智能数据采集终端与管理

平台

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

公司
邱予枫

69 三等奖 物联网技术综合运用 北京长久物流有限公司 陈钢、侯兵兵、黄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