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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电子商务交易额：从26.1万亿元增至37.2万亿元，比“十
二五”末增长70.8% 

网络零售交易额：从5.2万亿元增至11.8万亿元，年均增长
21.7%，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达到24.9% 

生鲜电商交易规模：从889亿元增至4585亿元。 

快递业务量：从312.8亿件增至833.6亿件 

2020年，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超过3800亿元，冷库库容近
1.8亿立方米，冷藏车保有量约28.7万辆，分别是“十二五”
末的2.4倍、2倍和2.6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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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 2020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9万亿，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15.3%，

同比增长8.9%。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158.9亿元，同比增长26.2%。 

•  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1.69万亿元，其中出口1.12万亿元，进口

0.5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分别增长31%、40%和16.5%。  

• 2020年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为63.4亿美元，同比增长19.8

％。其中，进口额为61.8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出口额为1.6亿美元，

同比减少48.4％，贸易逆差拉大。 



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 2020年，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212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点13.7万个。我国在基本实现快递网点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将快递直投

到村比例提升至超过50%。农村地区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量超过300亿件。

农村地区邮政快递业务量比重达36%，比2019年提高12个百分点。 

• 商务部始终高度重视流通领域冷链发展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支持

冷链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支持新增冷库库容600余万吨，

全国超过70%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有冷链设施。 

• 2020年，海外仓数量超过2000个，分布在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欧美、东

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北美、欧洲、亚洲地区占90%。 



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时间 批次 城市 

2015年3月7日 第一批 杭州 

2016年1月6日 第二批 12个城市 

2018年7月24日 第三批 22个城市 

2019年12月30日 第四批 24个城市 

2020年4月7日 第五批 46个城市 

合计 五批 105个试点城市 

• 第一批    

• 第二批 

 

• 第三批 

• 第四批 

• 第五批 

2015年3月7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6年1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天津、上海12个城市设第二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 

2019年12月15日，国务院同意在石家庄市、太原市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20年4月27日，国务院同意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8年7月24日，国务院同意在北京市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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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在北京等37个城市试点运行。 

• 2020年1月17日，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的通知》表示，将石家
庄等50个城市（地区）和海南全岛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 

• 2021年3月22日，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严格落实监管要求
的通知》，标志着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体系进入向全国大力推动阶段，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
点范围扩大至境内所有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税
物流中心（B型）所在城市（及区域）。 

2019 

37个 

北京等 



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2020年6月13日，海关总署发布75号公告明确提出增列海关监管方
式代码，在杭州海关等十地试点跨境电商B2B出口 
    2020年8月25日，又增设了12个试点海关 
    2021年6月22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在全国海关复制推广跨境电
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7
号），自7月1日起，在全国海关复制推广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跨境
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这标志着自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75号公布
的10个试点海关、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92号增加12个试点海关后，
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正式向全国海关复制推广。 



一、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农村电商政策持续强化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年份 主管部门 示范县数量 

2014年 财政部、商务部 56 

2015年 财政部、商务部 200 

2016年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扶贫办 240 

2017年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扶贫办 260 

2018年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扶贫办 260 

2019年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扶贫办 215 

2020年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扶贫办 210 

2021年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206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升级版”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2019年9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考察当地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和中办在光山县扶贫工作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海外仓成为新型外贸基础设施 

相较于国内直发模式，海外仓
在疫情下更显其优势。在供应
链因疫情中断的情况下，海外
仓库存为跨境电商企业的持续
经营提供了缓冲。亚马逊FBA
因为疫情封仓，促使部分卖家
加快推进海外仓建设。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加快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推进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产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促进政策提供发展动力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的

意见》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 冷链快递、冷链共同配送、“生鲜电商+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新业态新模式
日益普及，冷链物流跨界融合、集成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 鼓励电商、快递企业利用既有物流网络，整合产地冷链物流资源，拓展农产品出村进城冷链物流服
务渠道，提高网络利用效率。 

• 促进运输载器具单元化。鼓励批发、零售、电商等企业将标准化托盘、周转箱（筐）作为采购订货、
收验货的计量单元。 

• 鼓励发展生鲜农产品新零售。支持快递企业加强冷链物流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连
锁商业、电商企业等拓展生鲜农产品销售渠道，扩大辐射范围和消费规模。 

• 鼓励冷鲜肉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农贸市场、连锁超市、社区生鲜店铺、生鲜电商等流通渠道。 
• 加强低温液态奶冷链配送体系建设。发挥龙头乳品企业以及电商、连锁超市等流通渠道作用。 
• 畅通高品质农产品上行通道。完善高品质生鲜消费品下行通道。推动城乡冷链网络双向融合。 
• 鼓励具备实力的企业布局建设冷链海外仓，提升跨境冷链物流全程组织能力。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1. 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依托大中小城市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
园区和大中型冷链物流企业、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主体；规划建设100
个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2. 区域性农产品产地仓储物流设施：在我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及蔬菜、水
果、肉类和水产品生产大县（市、区）中选择300个进行建设。 

3. 乡镇田头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及蔬菜、水果、肉类
和水产品生产大县（市、区）选择产业基础好、市场条件优、建设积极
性高的2000个乡镇，重点在遴选出的300个生产大县实施。 

4. 村级仓储保鲜设施：在上述遴选出的2000个乡镇为重点，选择10万个村
开展村级仓储保鲜设施建设。 

2020年1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三农”领域补短板
项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拟组织建设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储备库，并
启动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 2010年，国家发改委制定发布了《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 2020年3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

作的通知》，首批17家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北京、山西、内蒙
古、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四川、云南、陕西、青岛等地。 

•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布局建设100
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2018年，商务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2018年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
建设的通知》 
（四）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提高供应链协同化水平。一是推动发展农产品
供应链。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展产销对接、安全检测、加工包装、统仓
统配、溯源查询等功能，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积极推广以标准托盘、
周转箱（筐）为单元进行全程货物监控、“不倒托、不倒箱（筐）”的标
准化冷链，推动具有适销对路农产品的产区合作社、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等
建设产地公用型预冷库或推广使用冷藏集装箱，弥补冷链“短板”，鼓励
生鲜农产品的供销合作、农超对接，培育一批综合性冷链服务企业。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2021年10月，商务部中国银行发布《关于支持冷链物流发展的通知》 
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专业品类冷链物流
建设、国际冷链物流建设、冷链物流标准化绿色化建设、冷链物流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等6个方面。 
自印发通知之日起三年内， 中国银行将提供1000亿元的专项融资额度支
持冷链物流发展 。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将根据冷链物流相关规划和金融支持方向，建立金融支
持冷链物流发展重点项目库，定期向商务部推荐3000万元以上资金需求大、
预期成效明显的重大优质项目；对于其他常规性项目可自主对接当地分行
予以支持。 



二、我国电商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2021年7月，冷链物流行业第一个关于电子商务的标准《电子商务冷链物流

配送服务管理规范》开始施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规定： 

• 电商冷链物流配送的基本要求、管理要求、作业流程及要求和评审及改进； 

• 最后一公里配送要求 

• 配送服务的保障要求，包括配送中的设施设备要求、配送人员要求、信息

管理要求，以及配送物品的包装要求和温控所用的材料要求等。 



三、电商与冷链物流协同发展面临问题  

2、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 
 
 地区间恶性竞争，投入产出严重失衡 

 地区间人才、技术、资金的吸引力 

3、冷链物流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主管部门和企业沟通效率低，缺乏

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 

 管理手段落后，如冷链物流监控等
手段落后，系统信息孤岛严重，没
有有效关联 

1、全程冷链温度监控体系不完善 
 

4、冷链物流基地服务功能待丰富 
  基地提供的信息服务、企业应用的支撑手段少 

 出现冷链“断链”问题 



四、电商与冷链物流协同发展的路径  

政府层面 

1. 深化冷链物流领域“放管服”改革 

2. 创新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公共属性 

3. 健全冷链物流数据开放共享规则 

4. 明确冷链物流绿色发展方向 

5. 完善冷链物流信用体系建设 



四、电商与冷链物流协同发展的路径  

市场层面 借鉴跨境电商综试区“两平台 六体系 ”经验 

两平台包括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产业园区平台 

• 金融服务体系 

• 电商诚信体系 

• 风险防控体系 

提供一站式通关、供应链金融、合规咨询、数据资源、高质量售后等服务 

• 信息共享体系 

• 智能物流体系 

• 统计监测体系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