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河源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河经信函 〔2017)475号

河源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广东省供应链
管理第二批试点和第一批示范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现将《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

二批试点和第一批示范工作的通知》(粤经信生产函 (2017〕 35

号 )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的试点条件、示范条件积极组

织发动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试点、示范,并对企业的申请材

料进行初审提出推荐意见,连同企业申报材料 (一 式五份、附电

子文档 )于 9月 6日 前报送我局 (技术创新与质量科 )

附件: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广东省供应链管理

第二批试点和第一批示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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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粤经信生产函 〔2017〕 35号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
开展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二批试点

和第一批示范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

局,省属有关单位 :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供应链管理水平,根据省政府 《广东省智

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5-2025年 )》 (粤府 〔2015〕 70号 ) “关

于开展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工作
”
的要求,结合 《发展服务型制

造专项行动指南》.(工信部联产业 〔2016〕 231号 )和 《广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
十三五”

规划》 (粤经信生

产 〔2016〕 389号 )的任务,在 2016年开展第一批省供应链管

理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我委决定开展第二批省供应链管理试点和

第一批省供应链管理示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 照 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供应链管理发展的部署,紧 密结

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以 降成本提效率为目标,以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为

抓手,加快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供应链管理服务体系,提升供应

链管理水平。

试点示范对象重点面向原材料、装各、消费品和电子信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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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业企业以及工业设计、工业物流、工业电子商务、供应链服

务等生产服务业企业。

二、试点条件

(一 )试 点企业为在我省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

业企业或生产服务业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和我省

产业政策,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在行业内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和

竞争优势。

(二 )试点企业必须属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具有比较成熟、

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和相应的设施设各,管理制度健全 ,

运作流程规范,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强,上下游合作企业不少于

3家。

(三 )试 点企业具有高素质的供应链管理专职团队,其中具

有中级以上职称员工数量的比例不低于 50%。

(四 )试 点企业须成功开展供应链管理实践 2年 以上,并取

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效明显,在本行业内具有典型示范

意义和推广价值。

(五 )试 点企业属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企业年产值不低于

5000万元,生产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0万 元;试点

企业属其他地区的,工业企业年产值不低于 2500万元,生产服

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000万 元。

(六 )试 点企业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

三、示范条件

(一 )达到供应链管理试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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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示 范企业属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企业年产值不低于

6000万元,生产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000万 元;示范

企业属其他地区的,工业企业年产值不低于 3000万元,生产服

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500万 元。

(三 )供应链管理专项研发经费年支出额占企业研发投入总

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30%。

(四 )第 一批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原则上从 133家 第一批供

应链管理试点企业中产生,其他特别优秀的企业可同时申报第二

批试点企业和第一批示范企业。

四、试点示范程序

(一 )申 请。申报企业如实填写广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

企业申报表和申报书,并按申报材料清单要求,向 所在地级以上

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省属有关单位提出申请。

(二 )推荐。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省属有

关单位对申报单位进行推荐,并书面提出推荐意见,于 2017年

9月 8日 前请将推荐函和初审合格的申报材料 (一 式四份,附电

子文档 )送达省生产服务业促进中心 (广 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1

号,邮编:510030)。

(三 )评 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成立专

家评审组,进行集中评审,确定拟试点和示范名单。

(四 )公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将根据评审结果,对拟试点

企业和示范企业名单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 )公布。公示无异议的,向 社会公布试点企业和示范企

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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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事项

(一 )申 报单位必须保证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如发

现弄虚作假等情形,将取消申报资格。

(二 )申 报单位获得试点后,应 主动接受各级经济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指导,及时报送有关数据和材料,并积极参加相关宣传

交流和推广活动。

(三 )试点和示范企业发生更名、经营范围变更、合并、分

立、转业等情形的,应及时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所在地经济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案。

(四 )对获得示范的企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将在符合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择优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附件:1.广 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企业申报表

2.广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企业申报书

3.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一批试点企业名单

委

日

(联 系人 :省 生产服务业促进中 婵 ,电 话 :

`

020-83353395,传 真:020ˉ83354064,邮箱:gz3395@qq.com;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陈昕、梁家中,电话:020-8313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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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供应链管】l!试点示范企业巾报表

申报试点□ 申报示范□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问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

企业性质 法人代表 员工人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2014年产值或营收 2015年产值或营收 2016年 产值或营收

产值或营收
(万元 )

增长率
(%)

产值或营收
(万元 )

增长率
(%)

产值或营收
(万元 )

增长率
(%)

2014年 资产收益率 2015年 资产收益率 2016年 资产收益率

2014年库存周转率 2015年库存周转率 2016年库存周转率

2014年″于发 2015年研发 2016年研发

研发投入
(万 )

占比 (%) 研发投入
(万

)

占比 (%) 研发投入
(万

)

占比 (%)

专职管理人数

中级以上

职称人数

占比 (%)

上下游合

作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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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基本情况

供应链创新点

信息化程度

供应链
人才培养

履行社会责任

近三年获省级
以上荣誉

管理效果

地市经信主管部门(省属企业 )意见: 经济和信息化委意见:

(盖章 )

年 月 日

|

|

|

l

(盖章)|

年月日
|



附件 2

广东省供应链符nl!试点示范企业

中 报 |】

申报试点□ 申报示范□

申报企业 (盖章 )∶

通讯地址 :

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手机 )∶

邮  箱 :

填报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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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企业
F11报艮 XX公司

目录

一、承诺书 (承诺申报资料真实、有效 )

二、供应链企业基本情况

(一 )本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成 立时间、注册资本、股

东构成、行业地位、员工数量、设施设备、网点布局等 );

(二 )主要服务功能;

(三 )供应链管理建设情况;

(四 )近三年 (2014-2016)经 营业绩 (主 营业务收入、

实现利润、利税总额等 );

(五 )经营情况和获得的荣誉。

三、供应链管理情况

(一 )基本情况 (信 息流、产品流、资金流进展情况 ,

资源利用效率增长情况、开环和闭环的生命周期等 )

(二 )供应链深度和范围

(三 )供应链管理过程

1、 供应链链条情况介绍 (产 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

流程、存在问题、组织架构等 );

2、 企业供应链再造情况 (运作方式、现在的供应链管

理模式、采用的物流技术、创新的组织架构等 );

3、 信息系统构建情况 (信 息系统投资、方案、过程、

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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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例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和操作规范;

5、 效率成效 (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阐明企业竞

争力、产品流信息流服务能力、成本、效率和效益等的情况 )。

四、供应链管理的经验总结

供应链运作过程的经验总结和启发,以及对行业发展、

推广价值的评价。

五、下一步发展计划及措施

六、无重大安全事故等证明

七、附件

(一 )企业营业执照;

(二 )企业税务登记证;

(三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四 )2016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八、其他有关材料

注:请编写目录和页码,纸张规格:A4;字体:宋体 4

号;行间距: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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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牛 3

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一批试点企业名单 (133家 )

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一、广州市 (33家 )

l 广州市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2 广州 |lJ 广州广日电梯 ili业有限公司

R 广州市 广州广汽荻原模其冲压有限公 id

4 广州市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s 广州市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6 广州 ||j 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7 广州市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广州市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10 广州 |J 广州大运摩托车有限公司

ll 广州市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州市 东方国际集装箱 (广州 )有限公司

13 广州市 广州市百利文仪实业有限公司

14 广州市 广州品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广州市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16 广州市

广州市

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7 广州市广百物流有限公司

18 广州市 广州华新商贸有限公司

19 广州市 广州 I|:志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州市 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l

|

.    l         l                                      l

| 8 |广州市 |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 IL子股份有限公司  |
l

l



21

`′

ˉ
丿卟|讨了 广州市嘉

-诚
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 il刂

22

`’

^少
|l di 广州发展能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3 广州市 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24 广州市 广汽革田物流有限公司

25 广州市 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6 丿
·̄
川|T订 广州中联环宇货业储运有限公司

27 广州市 广州和力物流有限公司

28 广州市 广东怀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

29 广州市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30 广州市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1 广州市 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32 广州市 广东远成快运有限公司

33 广州市 广汽一卜通物流有限公司

二、深圳市 (20家 )

34 氵彡it” ||lliˉ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35 深圳市 鸿窝锦精密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

36 深圳市 深圳市怡业迪供应链股份有限公id

37 深圳市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 深圳市 深圳市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39 深圳市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40 深圳市 深圳市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

41 氵笨JJ|^lJ 深圳市东方弃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l刂

42 深圳市 深圳市九立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i刂

43 深圳市 深圳市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4 深圳市 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5 深圳市 品鑫泰供应链 (深圳 )有限公司

46 深圳 i|∫ 深圳市路迪斯达供应链管川!有限公司

47 氵尔上川||∫ 深圳市信利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0
乙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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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深圳市

汕t圳 |||j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49 深圳市越海个球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巾
ˉ
中兴供应链有限公司衫itll||讨了

51 氵.钅|:” ||l订 深圳市深国际华南物流有限公司

52 深圳市 深圳市汇联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i刂

53 深圳市 星利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三、珠海市 (3家 )

54 珠海市 珠海名家生活帘问建材有限公司

四、汕头市 (4家 )

57 汕头市 金发拉比妇婴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58 汕头市 广东辉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9 汕头市

汕头市

母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60 广东柏亚供应链有限公司

五、佛山市 (4家 )

61 亻丿|:山 市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

62 佛山市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i刂

63

64

佛|||市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丿 |I山 市 佛山市佛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六、韶关市 (5家 )

65 韶关市 广东康绿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66 韶关市 新丰也乐化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67 韶关市 韶关市顺昌布厂有限公司

广东自由能实业科技公司68 韶关市

69 韶关市 广东雪印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七、河源市 (1家 )

河源市

3

广东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

50

|55|珠海市 |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          l                                              l

56|珠海市 |  珠海市宝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72~上



八、惠州市 (14家 )

71 惠州市 TCL王牌电器 (惠州 )有限公司

72 惠州市 TCL通力电子 (惠州)有限公司

73 惠州市 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J

74

75

惠州市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惠州高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76 惠州市 广东金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惠州市 惠州普元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78 惠州市 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79 惠州市 忠州酷友 |例 络科技有限公 l刂

惠州市 顺丰速运 (惠州 )有限公 id

81 惠州市 惠州市展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2 惠州市 惠州市酷尾巴服饰有限公司

83 惠州市 广东东立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84 惠州市 上港物流 (惠州 )有限公司

九、汕尾市 (4家 )

85 汕尾市 广东银鹏动力设符有限公司

86 汕尾市 汕尾市利群农业食品有限公 l刂

87 氵山尾对了 汕尾高峰科特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8 汕尾市 广东新彩科技有限公司

十、东莞市 (2家 )

89 东莞市 东莞熙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0 东莞市 东莞市百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十一、中山市 (10家 )

91 中山市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 |才|有限公司

92 +I山 i|J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94 中山市 中荣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1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93|中 山市

80



95 中山市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

96 中山市 达能 (中 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97 巾山市 中l|ll|j明 阳电器有限公司

98 中山市 中山市福瑞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99 中山 |J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中山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十二、江门市 (7家 )

101 李锦记 (新会)食品有限公司

102 江门市 广东大冶摩托车技术有限公司

103 江门市 广东嘉△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04 江门 ||∫ 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江门||J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106 江门市 金羚电器有限公司

107

十三、阳江市 (1家 )

108 阳江市 广东世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十四、湛江市 (3家 )

109 氵洪江市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llo 湛江市 广东南口药业有限公司

lll 湛江市 湛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十五、茂名市 (2家 )

l12 茂名市 广东信澳化肥有限公司

l13

十六、肇庆市 (7家 )

114 (平 丿大||∫ 广东鸿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15 带庆市 欧文斯 (肇庆)玻璃容器有限公司

l16 牛庆l|J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l17 牛丿大||J 肇庆“!i ul rJ机 硅材料有限公司

5

|

|

江门市 |  广东安捷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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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屮 山市
|

l

|江门市

茂名市 茂名市环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8 牛庆市 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

广东邦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十七、潮州市 (4家 )

121 湖州市 潮州市创仕电子有限公司

122 潮州市 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

123 氵lll少|`|df 广东伯林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湖州市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八、揭阳市 (1家 )

125 揭阳市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九、佛山市顺德区 (5家 )

顺德区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I27 顺德区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28 顺德区 佛山市樱顺卫厨用品有限公司

129 顺德区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130 顺德区 广东艾诗凯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十、省属企业 (3家 )

131 省属企业 广东省华大物流总公i1

132 省属企业 佛山高明珠江货运码头有限公司

133 省丿属企业 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

l          l

l19|肇庆市
| |

l          l                                              l

120|肇庆市 |  唯品会 (肇庆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124|

|

126|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省生产服务业促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