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国家物流行业相关政策梳理

物流业贯穿一二三产业，衔接生产与消费，涉及领域广、发展潜

力大、带动作用强。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政策作为一个国家

的意志，对行业的发展充当着风向标的作用。那么在 2022 年的中国

物流领域又有哪些重大的政策呢?对物流行业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29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12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全面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立足不同产

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推进“三农”综合信息

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



节数字化水平。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

程，大力推动装备数字化，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完善国

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培育推广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等新模式。

大力发展数字商务，全面加快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优化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业的品质与效益。促进数字技术

在全过程工程咨询领域的深度应用，引领咨询服务和工程建设模式转

型升级。加快推动智慧能源建设应用，促进能源生产、运输、消费等

各环节智能化升级，推动能源行业低碳转型。加快推进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建设应用。推动产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培育供应链金融、服

务型制造等融通发展模式，以数字技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国务院关于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的通知

【国发〔2021〕37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28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提升交通运输计量保障能力。面向我国铁路、

公路和水路领域重大工程、重大装备、重要运营线路计量需求，开展

交通一体化综合检测、监测设备量值溯源和保证技术研究，开展智慧

计量技术攻关与先进测量装备研发，持续提升计量对交通运输的技术

保障能力，服务智慧交通建设。加强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领域相

关计量测试技术、测试方法研究，研制相关测试设备。加强船舶和港

口领域计量保障，提升港口物流效率和安全环保水平。开展新能源汽

车电池、充电设施等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和测试评价，加强智能汽车计

量测试方法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21〕33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24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交通物流节能减排工程。推动绿色铁路、绿

色公路、绿色港口、绿色航道、绿色机场建设，有序推进充换电、加

注（气）、加氢、港口机场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公交、出

租、物流、环卫清扫等车辆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比例。加快大宗货物和

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大力发展铁水、公铁、公

水等多式联运。全面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国

四排放标准，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深入实施清洁柴油

机行动，鼓励重型柴油货车更新替代。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

加强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加强船舶清洁能源动力推广应用，推动船

舶岸电受电设施改造。提升铁路电气化水平，推广低能耗运输装备，

推动实施铁路内燃机车国一排放标准。大力发展智能交通，积极运用

大数据优化运输组织模式。加快绿色仓储建设，鼓励建设绿色物流园



区。加快标准化物流周转箱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绿色快递包装，引导

电商企业、邮政快递企业选购使用获得绿色认证的快递包装产品。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

铁路、水路货运量占比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

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2021〕56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21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构筑美好数字服务新场景。开发社区协商议

事、政务服务办理、养老、家政、卫生、托育等网上服务项目应用，

推动社区物业设备设施、安防等智能化改造升级。集约建设智慧社区

信息系统，开发智慧社区移动应用服务，加速线上线下融合。推进数

字社区服务圈、智慧家庭建设，促进社区家庭联动智慧服务生活圈发

展。大力发展社区电子商务，探索推动无人物流配送进社区。推动“互

联网+”与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服务便捷、管理精细、设

施智能、环境宜居、私密安全的智慧社区。以县（市、区、旗）为单

位，支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入组织开

展智慧社区、现代社区服务体系试点建设，高效匹配社区全生活链供

需，扩大多层次便利化社会服务供给。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智慧社

区，运用第五代移动通信（5G）、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智慧社



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便民服务功能。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服务便利化。引导市场、社会力量发

展社区托育、养老等服务业态。推动物流配送、快递、再生资源回收

网点设施辐射符合条件的村（社区），鼓励发展社区物业、维修、家

政、餐饮、零售、美容美发等生活性服务业，支持相关企业在村（社

区）设置服务网点，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引进专

业化物业服务，建立健全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双向选择机制。完善城

市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指导和监督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依法

履行职责。依托村级综合服务设施、供销合作社等强化农村地区农产

品收购、农资供应等服务供给。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25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2 月 11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强化规划衔接。发挥本规划对农业农村发展

的战略导向作用，聚焦本规划确定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在种

植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农村科技、农产品冷链物

流设施、数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制定实施一批农业农村专项规划，

推动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农业农村发展规

划管理，建立农业农村规划目录清单制度。建立健全规划衔接协调机

制，农业农村领域各专项规划须与本规划衔接。推进重点区域农业发

展。深入推进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绿色生态

农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建设与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相配套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一

体化发展，先行开展农产品冷链物流、环境联防联治等统一标准试点，

发展特色乡村经济。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势，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全域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科技研发、加工物流、营销服务等市场主体

向园区集中，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向园区集聚。加快“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以县（市、区）

为单位创建一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围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和政策集成，

示范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探索建立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政策体系、

工作机制，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水平。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鼓励发展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牵头、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大型农业企业集团，

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在主产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布局中央厨房、主食

加工、休闲食品、方便食品、净菜加工等业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

性化需求。加快建设产地贮藏、预冷保鲜、分级包装、冷链物流、城

市配送等设施，构建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网络。稳步推进反映全产业链

价值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核算。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积极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引导仓储物流、设施租赁、市场营销、信息咨询等领域

市场主体将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拓展生活性服务业，改造提升餐饮

住宿、商超零售、电器维修、再生资源回收和养老护幼、卫生保洁、

文化演出等乡村生活服务业。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扩大电子商务



进农村覆盖面，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引导电商、物流、商贸、

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市场主体到乡村布局。深入推进“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优化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功能，规

范引导网络直播带货发展。实施“数商兴农”，推动农村电商基础设

施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打造农产品网络品牌。乡村产业链供应

链提升工程。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以鲜活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持 5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设施，建设一批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建设 30 个全国性和 70 个区

域性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改造畜禽定点屠宰加工厂冷链储藏和

运输设施。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农村物流体系。完善县乡村

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农村物流骨干网络，补齐物流基地、分拨中

心、配送站点和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对公用型、共配型场

站设施的政策支持力度。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推进乡镇

运输服务站建设，改造提升农贸市场等传统流通网点。打造农村物流

服务品牌，创新农村物流运营服务模式，探索推进乡村智慧物流发展。

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加强县乡村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鼓励地方建设县镇物流基地、农村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选择部分地区建设面向农村的共同配送中心。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

水平。改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扩大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覆盖面，

促进县域内整体提升。在脱贫地区重点谋划建设一批高速公路、客货

共线铁路、水利、电力、机场、通信网络等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持续支持脱贫地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道路、中



小型水利工程、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农村客运发展。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

务水平，普遍增加公费师范生培养供给，实施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

养，加大中央倾斜支持脱贫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

备力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程。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组织脱

贫县编制特色种养业发展规划，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持续推进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和产销精准对接。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36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2 月 14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强化紧急运输准备。加强区域统筹调配，建

立健全多部门联动、多方式协同、多主体参与的综合交通应急运输管

理协调机制。制定运输资源调运、征用、灾后补偿等配套政策，完善

调运经费结算方式。深化应急交通联动机制，落实铁路、公路、航空

应急交通保障措施。依托大型骨干物流企业，统筹建立涵盖铁路、公

路、水运、民航等各种运输方式的紧急运输储备力量，发挥高铁优势

构建力量快速输送系统，保障重特大灾害事故应急资源快速高效投送。

健全社会紧急运输力量动员机制。加快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

冲击能力强的应急物流体系。优化紧急运输设施空间布局，加快专业

设施改造与功能嵌入，健全应急物流基地和配送中心建设标准。发挥

不同运输方式规模、速度、覆盖优势，构建快速通达、衔接有力、功

能适配、安全可靠的综合交通应急运输网络。加强交通应急抢通能力



建设，进一步提高紧急运输能力。加强紧急运输绿色通道建设，完善

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优先通行机制。建设政企联通的紧急运输调

度指挥平台，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减少物资转运环节，提高救灾物资

运输、配送、分发和使用的调度管控水平。推广运用智能机器人、无

人机等高技术配送装备，推动应急物资储运设备集装单元化发展，提

升应急运输调度效率。应急物资装备保障建设。充分利用仓储资源，

依托现有中央和地方物资储备库，建设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在交通

枢纽城市、人口密集区域、易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区域建设一批综合

性国家储备基地。建设完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储备库

及战勤保障站。在关键物流枢纽建设应急物资调运平台和区域配送中

心，依托大型快递物流企业建设一批综合应急物资物流基地。完善国

家应急资源管理平台和应急物资保障数据库，汇聚应急物资信息。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27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18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建设高效货运服务网络。完善与产业布局、

消费格局相适应的大宗货物、集装箱物流网络，建设大容量、低成本、

高效率物流骨干通道，保障化肥等重要农资季节性运输。有序发展铁

路双层集装箱运输，探索开行定制化的铁路直达货运班列，充分利用

富余运力和设施能力发展高铁快运等铁路快捷货运产品。推动道路货

运高质量发展，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加强航空货运能力建设，

培育壮大专业货运机队，优化航线和时刻配置，提升机场物流组织效

率和服务品质。完善以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站为支撑的城

市三级物流配送网络，加强与干线运输、区域分拨有效衔接。完善县

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提升产供销一体化服务能力。提升口岸通关

能力和便利化水平。大力发展货物多式联运。推进大宗货物和集装箱



铁水联运系统建设，扩大铁水联运规模。以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

为重点，提升江海联运组织水平。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创

新运单互认标准与规范，推动国际货运单证信息交换，探索国际铁路

电子提单，逐步普及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加快多式联运信息共

享，强化不同运输方式标准和规则的衔接。深入推广甩挂运输，创新

货车租赁、挂车共享、定制化服务等模式。推动集装箱、标准化托盘、

周转箱（筐）等在不同运输方式间共享共用，提高多式联运换装效率，

发展单元化物流。鼓励铁路、港航、道路运输等企业成为多式联运经

营人。发展专业化物流服务。强化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功能，完善

综合货运枢纽冷链物流服务设施，加强不同运输方式冷链设施衔接，

补齐集配装备和仓储设施短板，推动铁路集装箱冷链服务模式创新，

强化分级分类质量监管，提升冷链物流服务品质。推动大宗货物储运

一体化，推广大客户定制服务。统一货物危险特性分类标准，加强货

物包装、运输作业和运输工具标准化建设，推广智能化储运监控、风

险监测与预警系统应用。优化重点制造业供应链物流组织，提升交通

运输对智能制造、柔性制造的服务支撑能力。持续推动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制度成本，优化证照和许可办理程序，完善铁路货运价格市

场化灵活调整机制。降低物流要素成本，保障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用地需求。落实物流减税降费措施，规范和降低港口航运、公路铁路

运输等物流收费，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

案（2021—2025 年）的通知

【国办发〔2021〕54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07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统筹利用车购税资金、

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多式联运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的

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牵头设立多式联运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方

式运作管理。鼓励各地根据实际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

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加强对重点项目

的资源保障。加大对国家物流枢纽、综合货运枢纽、中转分拨基地、

铁路专用线、封闭式皮带廊道等项目用地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提高用地复合程度，盘活闲置交通用地资源。加大涉

海项目协调推进力度，在符合海域管理法律法规、围填海管理和集约

节约用海政策、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支持重点港口、集疏港



铁路和公路等建设项目用海及岸线需求；对支撑多式联运发展、运输

结构调整的规划和重点建设项目，开辟环评绿色通道，依法依规加快

环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牵头，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等配合）完善交通运输绿色发展政策。制定推动多式联运

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政策，鼓励各地出台支持多种运输方式

协同、提高综合运输效率、便利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通行等方面政

策。在特殊敏感保护区域，鼓励创新推广绿色低碳运输组织模式，守

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21〕59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1 月 19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完善内外联通物流网络。加强国际航空货运

能力建设，提升国际海运竞争力，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加快推

进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引导外贸企业、跨境电商、物流企业加强业

务协同和资源整合，加快布局海外仓、配送中心等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提高物流运作和资产利用效率。优化城市物流配送网络，补齐城市配

送“最后一公里”短板。持续支持中西部地区、县域商贸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协同共享，畅通区域间、城乡间流通网络，降低内外贸

商品流通成本，促进高效通达国内国际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

责）



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

【国发〔2022〕12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5 月 24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完善交通物流保通保畅政策。全面取消对来

自疫情低风险地区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着力打通制造业物流瓶

颈，加快产成品库存周转进度；不得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普通

公路、航道船闸，严禁硬隔离县乡村公路，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

务区、港口码头、铁路车站和民用运输机场。严禁限制疫情低风险地

区人员正常流动。对来自或进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货运车

辆，落实“即采即走即追”制度。客货运司机、快递员、船员到异地

免费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当地政府视同本地居民纳入检

测范围、享受同等政策，所需费用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统筹加大对

物流枢纽和物流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宁波舟山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建

设，开展大宗商品储运基地整体布局规划研究。2022 年，中央财政

安排 50 亿元左右，择优支持全国性重点枢纽城市，提升枢纽的货物



集散、仓储、中转运输、应急保障能力，引导加快推进多式联运融合

发展，降低综合货运成本。2022 年，中央财政在服务业发展资金中

安排约 25 亿元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安排约 38 亿元支持

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加快 1000 亿元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政策落

地，支持交通物流等企业融资，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稳定供应

链的支持。在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支持建设一批田头小

型冷藏保鲜设施，推动建设一批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加大金融机构对

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要优化贷款

结构，投放更多更长期限贷款；引导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贷款投放、

延长贷款期限；鼓励保险公司等发挥长期资金优势，加大对水利、水

运、公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

【国办发〔2022〕18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5 月 26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加强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保障。各地方建立重

点外贸企业服务保障制度，主动服务，及时掌握和解决外贸企业的困

难问题。涉疫地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所在省份，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确定重点外贸企业名录和相关物流企业、人员

名录，对生产、物流、用工予以保障，尽快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外贸企

业复工达产，保障外贸供应链稳定。（各地方人民政府，商务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按职责分工负责）促进外贸货物运输保通保畅。各地方严格落实全国

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

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3 号）要求，将外贸货

物纳入重要物资范围，全力保障货运物流运输畅通，有运输需求的外



贸企业，可按有关规定申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有力有序疏通

海空港等集疏运，提高作业和通关效率。各地要积极优化作业流程，

进一步压缩国际班轮等泊时间，不得层层加码，出台影响国际集装箱

班轮靠港作业效率的措施。加强航空口岸机场海关及作业人员保障，

用好航空货运运力，保障重要零部件、装备和产品运输。加强与国际

货运班列沿线国家沟通协调，同步提高铁路口岸通关及作业效率。进

一步提升深港陆路运输效率和通行能力。（各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

署、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

工负责）增强海运物流服务稳外贸功能。各地方、商协会组织中小微

外贸企业加大与国际班轮公司对接力度，进一步推动扩大班轮公司直

客对接的业务规模。加紧研究推进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

所上市海运运价、运力期货。依法依规加强对国际海运领域的市场监

管，对国际海运市场相关主体涉嫌不正当竞争、价格违法、垄断等行

为开展调查处理。各地方协调帮助物流、货代等企业及时赴港口提离

冷藏货物、危险货物等集装箱，提升主要港口的货物中转效率。（各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

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好

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2〕3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04 月 11 日

发文机关：国务院办公厅

（全文阅读扫二维码）

涉及物流相关政策要点：全力组织应急物资中转。疫情严重地区要依

托周边物流园区（枢纽场站、快递园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加快

设立启用物资中转调运站、接驳点或分拨场地，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对需跨省域设立的，相邻省份要给予支持。物资中转站点原则上应设

立在较低风险区域，实行闭环管理，做到车辆严消毒、人员不接触、

作业不交叉。对进出全域封闭城市内物资中转站点的货车司乘人员，

在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措施、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情况下，实行通

信行程卡“白名单”管理模式，经地市级以上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

组、指挥部）审核确认后，不记录在相应时段的通信行程信息，返回

后能严格落实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措施的，原则上不需隔

离。切实保障重点物资和邮政快递通行。涉疫地区（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县级行政区域）所在省份的省级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

应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重点物资运输需求，建立健全重点物资运

输车辆通行证制度，交通运输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做到统一格

式、全国互认；要畅通办理渠道，明确办理条件、程序、范围、渠道

和时效，实行网上即接即办，确保办理便捷。要充分发挥区域统筹协

调机制作用，加快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三省、成渝等

重点区域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协同联动。封控区内的港口企业应提前安

排作业人员进驻港口，实行封闭管理。对来自涉疫地区的内贸船舶，

实行非必要不下船、非必要不登轮，推行非接触式作业，确保港口运

行正常。对涉疫地区港口码头、铁路车站、航空机场的集疏运货运车

辆，各地区要实行场区—公路通行段—目的地全链条的闭环管理和点

对点运输，确保港口码头等集疏运畅通。要充分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

比较优势，充分利用铁路、水路运输大宗物资。要将邮政、快递作为

民生重点，切实保障邮政、快递车辆通行；指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

提高作业场地精准防控水平；有条件的地区可增设无接触投递设施，

防止出现邮件快件积压等情况。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各地区、各

部门要督促指导各类交通运输企业，以及物流园区、公路服务区、港

口码头、铁路车站、航空机场等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消毒

消杀、佩戴口罩、核酸检测、接种疫苗、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尽量避免司乘人员、船员与场站工作人员近距离接触，原则上

不安排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货运物流从业人员执行运输任务。各地区、

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向社会公布应急运输保障电话、举报电话，



及时发现并解决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一断三

不断”（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确保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

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要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与本通知要求不符的防疫通行管控措施要立即

整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疫情防控措施层层加

码、简单实行“一刀切”劝返、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擅自阻断运输

通道的，要通过通报、约谈等方式督促有关方面加快整改；对于严重

影响货运物流畅通、造成物资供应短缺或中断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

究有关地方、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