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文化深圳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物流企业蓬勃发展

截至 2015 年底，深圳各类物流企业逾 1.7 万家，其
中市政府认定的重点物流企业86家，营业收入超百亿元
的物流企业 10家，物流上市及挂牌公司 8家。一批优秀
的物流企业脱颖而出，例如，招商局集团物流业务布局
全球15个国家28个港口；顺丰速运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
快递企业；怡亚通、飞马国际、腾邦、华鹏飞成为国内
第一批上市的供应链管理企业。

海运行业“互联网+”助力打造国际航运枢纽。
1979年，蛇口港区开工建设第一个3000吨级泊位，标志
着深圳物流业的开端。深圳鹏海运电子数据交换公司最
早承担的 EDI业务群体已覆盖了珠三角地区 90%以上的
船公司，区域内各类海运业务使用覆盖率也超过了
70%。通过对集装箱的空间定位、状态管理、数据流转
管理，鹏海运实现了及时把控车辆运行的方位与信息，
有效追踪集装箱的状态信息，并提供有效精准的集装箱
数据情况反馈与流动说明，此举综合为船东企业提效
60%以上。通过系统化的操作，将信息的准确性提高至
99%以上。鹏海运构建了基于海运物流系统的大数据平
台，同时，也为对应的征信系统及金融支持系统提供参
照依据。

高科技的技术设备与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孕育出互联
网快递龙头企业。从2003年起开始，顺丰便开始引入智
能终端设备 （巴枪），实现了快递数据同步，到目前手持
智能终端系统已更新为第六代，集打印、刷卡、实名登记
等一系列功能为一体，提升了用户体验。同时，顺丰将网
上商城、移动端 App等线上渠道与社区门店、快递网络等
线下渠道结合起来，帮助特色农产品获得更高的附加值。

“智慧云仓”为企业客户提供件量预测、分仓模拟、库存
健康等三大服务。例如，根据商家的历史快递情况、近
期销售情况及整体行业情况，顺丰的预测模型综合考虑
多种影响因素，最终深度可视化呈现商品在一定周期内
的销量预测结果。

“互联网+物流”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深圳还有一批本身不从事物流业务，但专

门为物流企业提供智能仓储配送技术方
案的企业。例如，今天国

际 公

司在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中已积累多个成功案例，方案
集成了自动化立体仓库、自动化生产输送系统、分选机
器人、自动检测和充放电设备、管理软件和自动控制系
统，实现了高温环境下高精度控制，满足电池从注液后
装盘到成品分拣的生产工艺要求。电池生产工艺与自动
化物流系统完美结合，实现了电池生产全工艺过程的自
动化、智能化。

⊙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
12月底，深圳互联网普及率位居全国第一，在全球也处
于领先水平。各类智能物流基础设施在物流供需两侧的
广泛应用，为深圳“互联网+物流”的蓬勃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深圳物流企业根据市场实际需要，尝试推出了众多
“互联网+物流”新兴业态，成为互联网与物流持续融合
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高科技含量的信息技术与设备的
大量运用，也使得深圳物流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大提高，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例如，物流企业在云端使用易流科技打造的供应链
物流服务SaaS协同平台服务系统，便可实现供应链全线
物流资源透明和高效协同。通过该服务系统，易流科技
可帮助业务各方实现信息共享，逐渐做到了物流运输过
程中业务清晰、流程透明，进而实现供应链全线物流资
源的高效协同和优化。易流科技日前还与中国最大的云
计算和大数据计算平台——阿里云合作签约，以其10年
来积累的大量行业数据，结合阿里云全球领先的数据计
算处理能力，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物流运输企业的智能
调度密码。

再如，怡亚通作为全国首家上市的供应链管理企
业，采用VMI管理模式，通过信息共享、让供应商能够
对库存和需求做出准确预测。供应商通过共享用户企业
的当前库存和实际耗用数据，再按照消耗模型、消耗趋
势和补货策略进行补货，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独立
预测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浪费，
降低了供应链的总成本。

此外，顺丰“丰巢”智能投递箱的应用，不但提升
了“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效率，更使得利用大
数据预测用户购买需求，

进而优化商品布局成为可能。

⊙政策扶持及时跟进

经过多年发展，深圳现代物流业取得了
长足进步。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供应链管理
企业，培育了国内第一批上市的供应链管理企
业，拥有全国约80%的供应链企业总部，前十大骨
干供应链企业业务总量占同期社会物流总额的1/10。

物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
帮扶。深圳市委、市政府曾出台全国首个规范和促进
电商物流业发展的地方政策性文件《关于促进深圳电子
商务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促进电商和物流业融
合发展。与此同时，发挥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撬动作
用，2006年以来，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
资助重点物流企业超过800家次，累计发放近7亿元，用
以鼓励重点物流企业更新技术设备、扩大再生产。2013
年，深圳出台全市性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项目认定管
理实施细则，开展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项目认定工
作，并给予认定项目进行一定的资助。

同时，深圳物流企业不断强化和提升技术与运作
能力，坚持创新发展。飞马国际是深圳一家致力于
高端物流服务的供应链运营商，在有色金属、大宗资
源交易领域深耕多年，日前推出了集商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于一体的一站式电子商务
平台“飞马大宗”。该平台通过“互联网+”整合
资源，打通了交易、结算、仓储、物流、金融
等环节，大大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

目前，深圳已有一批物流企业走
向国际市场，积极为海内外跨境电
商企业及消费者提供完整、便捷
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帮助中
国优秀企业“走出去”，
亦 将 海 外 优 质 商 品

“引进来”。

【智库建设快马加鞭】

过去的一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深圳智库建设
进入“快车道”，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例如，综合开发研究院有4篇报告刊发于《国家高
端智库报告》，12篇研究动态和观点信息刊发于《国家
高端智库工作简报》。同时，该院积极服务“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为肯尼亚蒙巴萨基里菲特殊经济区、
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印度威扎吉—钦奈
工业走廊经济特区、毛里求斯晋非合作区、朝鲜南浦
综合保税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远洋渔业基地、刚果

（布） 黑角经济特区等多个项目提供规划咨询服务，输
出中国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发展经验。

深圳市社科院报送的多份报告获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同志认可，如 《股份合作公司改革的终极方向
与当前重点——对股份合作公司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认识与建议》《深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 等。深圳大学周林刚教授报送的 《建
议吸取光明滑坡事故沉痛教训 全面加强重大事项风险
评估》 报告获得市领导的高度肯定，并被相关部门研
阅和采纳。

深圳智库影响力不断扩大。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承办了“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研讨
会，来自 50 个国家的 100 多位高官、学者参加会议，
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参会国别最多、层
次最高的国际智库研讨会之一。会议启动了“一带一

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发表了推进智库合作的 《深
圳宣言》，对于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智库合作具
有里程碑意义。

深圳智库专家积极献计献策。2016年3月中旬，北
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海闻教授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南博鳌主持的座谈会，交流
关于新经济与新趋势的观点。2016年7月，深圳市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作为深圳 36年以来首位
进入中南海的智库专家，向总书记汇报了深圳保持战
略定力、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做
法、成效。

【学术研究再结硕果】

过去的一年，深圳社科理论界迸发了巨大的学术
潜力和学术活力，在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出版学术著
作、发表论文等方面成果丰硕。

深圳获得多项社科基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共 26
项 （深大 23项、深职院 2项、社科院 1项），其中重大
项目1项、重点项目5项、一般项目14项、青年项目2
项、后期资助项目4项，深大立项总数位居全省高校前
列，深职院是广东省唯一一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的高职院校。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多
项，深大获得 11项，与中山大学并列全省第二位。此
外，深圳还获得教育部、司法部、国家软科学研究项
目多项课题。

深圳出版多部学术著作。“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深圳改革创新丛书”第3辑12部新书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

深圳社科学者发表多篇优秀论文，如景海峰教授
的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刊发于国家级
人文社科期刊《哲学研究》，任珺研究员的《艺术赞助
研究的当代转向》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并被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徐宇珊研究员的 《服务型治理：社
区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与路径》 刊发于 《社
会科学》。

深圳社科学者获得多项奖励。李均教授的 《中国
高等教育政策史 （1949-2009）》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战迪博士的 《符号学视域
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文化想象》 获星光优秀评论二等
奖；叶卫平教授获“广东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荣
誉称号。

此外，深圳首个社科理论研究平台“深思网”于

2016年11月22日上线。作为深圳首个集约先进学术理
念、展现中国特区先进思想的重要窗口，“深思网”聚
集深圳本土学术界权威的原创理论和最新的研究动
态，汇聚了来自北京、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发展中
的经验和启示，为特区学者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话
语空间。

【国际交流更加活跃】

过去的一年，深圳社科机构开展各种类型的学术
交流活动，举办了诸多在国内乃至国际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学术会议，不断提升了深圳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2016 年 11 月 10 日，“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在
深圳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刘延东副总理在
开幕式宣读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博科娃以及来自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组织的
官员，世界多国文化部长，来自 44个国家和地区及中
国各地的博物馆负责人、专家，共200余人参加了本次
论坛。

2016年11月4日、5日，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
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在深圳举行。全国政
协常委厉以宁、经济学家吴敬琏、南非共和国前总统
德克勒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及埃
里克·马斯金等嘉宾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此外，第八届深圳学术年会、第五届国际儒学大
会、2016 文化科技创新论坛、深圳市委党校第一届学
术年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学术活动月、深圳

大学荔园讲坛等学术品牌进一步活跃了深圳的学术文
化氛围，培养了深圳的学术文化生态。

【社科普及卓有成效】

过去的一年，深圳各项科普品牌活动不断创新形
式，切实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提升了市民的人文素养
和城市的文化品位。

其中，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以“鉴赏·品位”为主
题，秉承“弘扬人文精神，发展公共文化，丰富市民
生活，提升城市品位”的主旨，讲文学、讲艺术、讲
科学、讲修养、讲人生，邀请唐杰、李敬泽、李大
维、冯八飞等 73 位中外专家学者，举办 73 场精彩讲
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被评为 2016 年深圳市

“终身学习品牌”。
第十四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以“深圳文化名片

与文化创新发展”为主题，开展了“激荡的华章——
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展望”图片展、省社科专家话

“深圳文化名片”、社科专家带你看“深圳文化名片”、
“生活大百科”大型义务咨询等多项活动，吸引众多市
民参与。其中，“深圳文化名片”系列活动获得社会各
界广泛支持，社会影响力大、市民参与度高。

此外，深圳市委讲师团承办的“百课下基层”，市
社科联和深圳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南书房夜话”系列
活动，深圳博物馆主办的“中国著名专家讲坛”、“深
博沙龙”与“寒假科普月”，关山月美术馆主办的“四
方沙龙”系列学术讲座等活动有声有色，致力于培育
深圳人文社科沃土，实现了社科理论普惠于民。

深圳哲学社会科学花果盈枝
林坤城 黄柏生

深圳哲学社会科学花果盈枝
林坤城 黄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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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创新创业之城，哲学社会科学为这座年轻
的城市增添了最美光芒。过去的一年，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践行《深圳文
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辛勤耕耘，在新型智库建设、学术文化交流、重
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深圳学派建设、社科理论知识普及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新气象。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深圳首个社科理论研究平台“深思网”上线

近年来，深圳坚持运用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

策略，使物流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效率持续提升，支柱

产业地位继续巩固。数据显

示，2016年前三季度，深圳

实现物流业增加值 1420.01

亿元，同比增长9.32%，占同

期全市 GDP 比重达 10.31%；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

例 为 12.95% ， 同 比 下 降

0.15%，低于全国水平 1.6个

百分点。

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

深圳走出“互联网+物流业”新路子
彭魏勋 陈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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