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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桂物联字〔2022〕 11 号

关于开展企业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物流及相关企业、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关于开展企业评估工作的

通知》（物联评估字〔2022〕33号）文件精神，在全国范围

内的物流各相关行业和领域，全面推动宣传贯彻国家标准，

开展各项物流及相关企业评估工作。

目前，广西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物流企业发展，自治区政

府，南宁市、桂林市、来宾市政府已正式对外发布获评的 A
级企业的优惠政策（详见附件 1—4），不同程度对获评企业

进行奖励。为进一步宣传贯彻《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等国家、行业及

团体标准，推动我区物流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物流企业

转型升级，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按照严格、规范的评估制

度和程序，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各项物流及相关企业评估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实行独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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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物流各相关行业和领域内的企业。

二、评估依据

A级物流企业评估的依据是《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 19680-2013）国家标准，担保存货管理及质押监管企

业评估的依据是《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规范》（GB/T
31300-2014）国家标准以及《质押监管企业评估指标》（SB/T
10979-2013）行业标准，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的依据是《物

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GB/T 31086-2014）
国家标准，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的依据是《供应链服务企业

分类与评估指标》（T/CFLP 0020—2019）团体标准、网络货

运平台 A级企业评估的依据是《网络货运平台服务能力评估

指标》（T/CFLP 0024—2019）团体标准。各标准可向标准出

版社或当地质量监督检疫部门指定机构购买，也可向各地方

评估办索取。

三、评估流程

自检→申报→审核→现场评估→审定→公示→通告→
授牌

（一）自检。企业对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进行自检，根据

自检结果申报相应评估的类型和等级。

（二）申报。中央企业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企

业评估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物联评估办）申请，地方企

业向企业注册所在地地方物流企业评估工作办公室（以下简

称地方评估办）申请，未设立地方评估办的向中物联评估办

提出申请。

（三）审核。

1.A级物流企业评估。申请 3A级以上（含 3A）的物流

企业，由地方评估办初审，初审通过的，报中物联评估办进

行再审。申请 2A级以下（含 2A）的物流企业，由地方评估

办直接进行初审。

2.担保存货管理及质押监管企业评估、冷链物流企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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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评估、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以及网络货运平台 A级企业评

估。所有 1—5A级或 1—5星级的企业均应由企业注册所在

地的地方评估办初审，地方评估办（中物联评估办）对申报

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后，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不予受理申

请企业，向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报

中物联评估办进行再审。企业注册所在地未设立地方评估办

的，由中物联评估办直接进行初审。

（四）现场评估。

1.A级物流企业评估。申请 3A级以上（含 3A）的物流

企业，由中物联评估办按异地评估原则组成现场评估组进行

现场评估；2A级以下（含 2A）的物流企业，由地方评估办

组成现场评估组，进行现场评估。

2.担保存货管理及质押监管企业评估、冷链物流企业星

级评估、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以及网络货运平台 A级企业评

估。申报这两五项评估的所有通过中物联评估办审核的企业

申请，均由中物联评估办按异地评估原则组成现场评估组进

行现场评估。

（五）审定。

1.A级物流企业评估。3A级以上（含 3A）的物流企业，

由中物联评估办提交中物联评估委员会审定；2A级以下（含

2A）的物流企业，由地方评估办提交地方评估委员会审定，

报中物联评估委员会备案。

2.担保存货管理及质押监管企业评估及冷链物流企业星

级评估、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以及网络货运平台 A级企业评

估。所有完成现场评估的申报材料，最后均由中物联评估办

提交中物联评估委员会进行审定。

（六）公示。公示期限为一周。

（七）通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一发文公布名单，

并在相关媒体通告，接受社会监督。

（八）授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一向获评企业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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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评估等级牌匾及证书。

四、申报方式

本次所有的企业评估工作均实行网上申报，请企业按照

需要申报的评估项目选择相对应的网上申报系统，按照要求

进行注册（选择地方评估办时选择“广西评估办”），待 1—2
个工作日后账号审核通过，企业可登陆系统选择好申报的级

别和类型后发起申请，并上传附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成功提

交申请后，可在网上申报系统中选择打印《申请表》，并在

指定的位置签字和加盖公章，报送相关评估办。企业在网上

申报系统进行注册时，请统一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作为用户

名（已办理三证合一的企业，请使用完整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作为用户名），密码自设。以下是各项评估工作的申报系

统网址。

（一）A级物流企业评估。

http://cele.chinawuliu.com.cn
（二）担保存货管理及质押监管企业评估。

http://sv.chinawuliu.com.cn
（三）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

http://ll.chinawuliu.com.cn
（四）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估。

http://gyl.chinawuliu.com.cn
（五）网络货运平台 A级企业评估。

http://wlhy.chinawuliu.com.cn
五、申报时间

本次各项评估工作接受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30
日（其中申报 5A或 5星级评估企业资质的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20日）。

六、联系方式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企业评估工作办公室

联系方式：

http://cele.chinawuli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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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号：138 7714 7766（微信同号）

冯春美 0771-6760760 138 7712 1133（微信同号）

梁秋季 0771-2282678 183 7765 7662（微信同号）

E-mail：gxpgb31@163.com
请各物流及相关企业积极参与第三十四批物流及相关

企业评估工作，共同推动广西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

附件： 1.自治区相关扶持政策文件

2.南宁市扶持政策文件

3.桂林市扶持政策文件

4.来宾市扶持政策文件

5.A级企业评估标准

6.星级冷链评估标准

7.供应链企业评估指标

8.质押监管评估标准

9.网络货运平台评估标准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2年 4月 12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

提升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中国广西政府网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

（桂政办发〔2021〕49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1 年 6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现代服

务业加快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广西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结合广西实际，

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做大产业主体

（一）培育现代服务业重点企业。对连续两年营业收入 1亿元以上（含 1亿

元）、同比增长 10%以上（含 10%）的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法人企业，按当

年营业收入新增量给予奖励，每增长 1000 万元给予 5万元奖励，最高 100 万



元；对连续两年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上（含 10 亿元）、同比增长 10%以上（含

10%）的限额以上零售业法人企业，按当年销售额新增量给予奖励，每增长 1

亿元给予 5 万元奖励，最高 100 万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牵头负

责；自治区财政厅，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

（二）鼓励服务业企业上统入库。对首次纳入一套表统计且第二年仍在库的

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法人企业，每家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用于做

好为新增入统而开展的人员培训和内部财务管理升级，确保全面、及时完成

各项统计数据填报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自治区财政厅，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

（三）支持现代物流业项目建设。对自治区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包括多

式联运专业设施和平台建设示范项目、国家物流枢纽节点城市物流示范项目

等），按照核定固定资产投资的 10%给予补助，最高 1000 万元。对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物流企业来桂建设的仓储物流项目，按照核定固定资产投资

的 10%给予补助，最高 1500 万元。重点培育冷链物流、零担货运、城市配送、

网络货运等物流龙头示范企业，对当年新创建的 5A、4A、3A 级企业，分别给

予 2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资金，用于物流项目建设。（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牵头负责；自治区财政厅、商务厅，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配合）

（四）培育科技服务市场主体。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将技术中心、研发

机构、设计院所组建成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支持新设立的企业参与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对新设立且主营收入首次突破2000

万元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补资金，用于相关科技服务项目建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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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促进
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南府规〔2021〕9号

为落实强首府战略，加快南宁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实现强枢

纽目标，提升南宁市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加快构建高效率、低

成本、多层次的物流服务体系，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资源配置相

结合的原则，结合南宁市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一、加大物流招商引资力度

（一）重点引进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的物流企业，国内

外知名航空货运、国际货代、供应链管理等现代物流企业和五星

级冷链物流企业（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定为准）。支持和鼓

励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在南宁市设立全国或跨省区域总部。

（二）对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和国家 5A级大型物流企业

到南宁市新设立独立法人物流企业，根据其在南宁市的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给予 5%的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对新设立或从南宁市外迁入的上述企业，租用、购买办公用

房的，按照南宁市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关政策进行补助。

二、加大物流用地支持

（三）为工业服务的物流项目和市级重点物流项目按照工业

项目用地价格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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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企业投保科技保险，申报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支持。

（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物流行业的信贷投放，适当延长

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息，持续加大对物流行业服务力度。

（十一）鼓励创新金融产品，积极发展仓单质押、存货质押、

在途货物抵押、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业务。

四、鼓励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十二）对首次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定的 3A级、4A

级、5A级物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20万元、40

万元。其中已获得较低等级奖励的，在获得较高等级奖励时，给

予补足相应的奖励差额。

（十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

合条件的规模以上物流企业当年对地方经济新增贡献达到 50万元

及以上的，按照地方经济新增贡献的 20%给予奖励；达到 100万

元及以上的，按照地方经济新增贡献的 25%给予奖励；达到 150

万元及以上的，按地方经济新增贡献的 30%给予奖励。

五、培育国际物流大通道

（十四）鼓励开通国际货运航线。对新开通面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的国际货运航线的执飞公司或包机公司，给予

一次性奖励 200万元，自开通之日起两年内，按照不超过 10万元

/航班（往返）的标准给予补贴。

（十五）培育对以南宁为始发地或目的地的国际铁路货运班

列，发运量达到 250列/年并形成稳定国际物流通道的，对承运人

或货运代理给予最高三年的资金补贴，补贴标准为第一年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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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人民政府文件 
 

市政规〔2020〕29 号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进一步 
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临桂新区、漓江风景名胜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桂林）广西园管委会，市直各委、办、

局，中央、自治区驻桂林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桂林市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桂林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月 12 日 



  

支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对新认定的国家 3A、4A 和 5A 级物

流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

持物流企业开展智能化建设，对实施物流信息系统，项目投资额

在 100 万元以上的物流企业，待项目竣工验收投入运营服务后，

在争取上级资金的同时，按其投资额的 10%给予一次性补助，补

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  10  —

对新设立或新引进且成功入库统计的法人金融机构、法人金

融机构一级分公司、区域金融总部机构以及法人金融机构的职能

总部、运营总部、后台服务中心等自建或购买办公用房的，按自

建房核算成本或购房合同价格的 1%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额最

高不超过 100 万元；租赁办公用房的，3 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的

20%给予补助，累计补助额不超过 50 万元。 

鼓励市外企业在我市注册设立基金、创投（风投）、私募股

权投资等金融投资管理机构，自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年实际纳税

额 1 亿元及以上的按其市级财政贡献的 90%奖励，5000 万元（含）

—1 亿元的按 80%奖励，1000 万元（含）—5000 万元的按 70%

奖励，500 万元（含）—1000 万元的按 60%奖励，100 万元（含）

—500 万元的按 50%奖励。年实际纳税额在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对每家公司不超过 5 名高管人员进行奖励，奖励额度相当于在我

市实际缴纳的“工资和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我市财政留成部分

的 50%。（责任单位：市金融办、财政局、税务局、统计局等） 

（十二）促进物流业快速发展 

 



来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来宾市加
快服务业发展扶持方案的通知

（来政办发〔2020〕7 号）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

的决策部署，全面调动全市服务业企业积极性，着力改造提

升传统业态，大力培育新兴业态，进一步促进第三产业在全

市 GDP 中有较大的提升，推动来宾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

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提升传统服务业和培育新兴服务业并举，构建完善的服

务业发展体制机制，形成“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布局合理”
的服务业产业体系，促进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

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力争“十四五”末期，实现全市服务业占

GDP比重达到 50%以上，年收入超 10亿元服务业企业 5家
以上，年收入超 1亿元服务业企业 15家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

1.抓好工业企业主辅分离。鼓励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分离并成

立独立核算的营销贸易、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企业，或生产

基地在来宾市，但营销贸易、物流运输、研发设计机构在外

地注册的企业，回迁来宾市且纳入来宾市统计的，年营业收

入首次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设计研发企业，年营业收入首

次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营销贸易、物流运输企业，给予当

年新设立的企业对本级财政直接贡献同等额度的一次性扶

持资金。（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



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

2.支持航运企业发展。原有航运企业新增船舶运力 20000载
重吨，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20 万元。在来宾新注册船舶运

力达到 3000 总吨的航运企业获得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资质开

业的，给予扶持资金 5万元。在来宾新注册的航运企业船舶

运力达 20000 载重吨以上的给予扶持资金 20 万元。航运企

业船舶总运力规模连续 2 年达到 10 万载重吨以上，给予一

次性扶持资金 30 万元。为鼓励和支持水运企业环保运输、

绿色运输，对港口企业每吞吐一个标准集装箱给予扶持资金

5元，本市注册的航运企业每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给予扶持

资金 10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

3.鼓励现代物流业发展。鼓励纳入我市统计的物流企业新建

智慧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经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按其平

台建设费用的 10%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 20万
元。首次获得国家级评定 4A、3A、2A的物流企业，对应给

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30万元、10万元、5万元。（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

4.扶持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对纳入我市统计的电子商务企业，

年交易额首次突破 2000万元且企业所得税纳税额达 50万元

以上的，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10 万元；对商务部授予的电

子商务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50万元。（责任单位：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

5.促进商务信息和技术服务发展。鼓励从事设计、监理、勘

察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含大数据

服务）、知识产权等商务信息及技术服务的企业做大做强，

对纳入我市统计且年纳税额首次突破 100万的商务信息及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