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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介绍

为了推动我国冷链物流发展，加快推进冷链物流产业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冷

链服务的量化管理与评价，进一步提升居民食品安全保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以

下简称中物联）按照自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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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开展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

工作。

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冷链物流企业分为运输型、仓储型、综合服务型三种类型，

从组织、设施设备、信息化、人员、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冷链物流辅助服务功能等方

面对物流企业的冷链服务能力提出要求。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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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共开展九批星级冷链物流企业综合评估工作，

截止 2020 年 3 月，共有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八十多家。从设施设备、信息化、管理与服

务等三个方面，四十多项指标及项目，按照规范、标准的流程进行的冷链物流企业综合

评估认证。按照运输型、仓储型、综合服务型三种类型，依据各自的评估指标体系，综

合评估出从 1☆到 5☆五个等级的冷链物流企业，5☆级为最高级。

1、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GB/T

31086-2014）

2、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对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物流企业（含外商独资、合资）

参与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的企业必须满足《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GB/T

19680-2013）所界定的国家 A级物流企业的要求，两者可以同时申报。

3、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类型

运输型冷链物流企业、仓储型冷链物流企业和综合服务型冷链物流企业

4、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级别

依据评估指标体系，各类型物流企业的综合评估分别为 ☆☆☆☆☆级、☆☆☆☆

级、☆☆☆级、☆☆级、☆级五个等级。 ☆☆☆☆☆级为最高级。

5、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时间

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随时接受企业申报，每年授牌分两个批次，上、下半年各一

次。

6、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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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审核公告费用：

级别 新评费用 复核费用 升级费用

1☆ 10000 6000

2☆ 10000 6000 6000

3☆ 10000 6000 6000

4☆ 10000 6000 6000

5☆ 10000 6000 6000

6.2 评估组成员食宿及交通费用有企业实报实销（就餐请尽量安排在职工食堂或盒

饭，住宿安排四星级以下酒店）

二、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指标

1、运输型冷链物流企业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 别

项目 类别 五星 四星 三星 二星 一星

设

施

设

备

1.自有冷藏（冻）车数量

*/辆（或总载重量*/t）

≥400

（≥2000）

≥200

（≥1000）

≥100

（≥500）

≥50

（≥250）

≥20

（≥100）

2.租用冷藏（冻）车数量/

辆（或总载重量/t）

≥150

（≥750）

≥90

（≥450）

≥60

（≥300）

≥30

（≥150）

≥10

（≥50）

3.冷藏（冻）车厢（箱）* 干净整洁，符合 QC/T 449 中对冷藏（冻）车厢（箱）的要求

4.数据采集终端*
冷藏（冻）车（厢、箱）内、外有必要的温度数据采集终端，

并有定期检查校正记录

信

息

化

5.温度监测系统*

冷藏（冻）车（厢、箱）

内测温点分布均匀，温度

实时监测并记录

冷藏（冻）车（厢、箱）内测温点分

布均匀，温度定时监测、记录

6.温度数据*
自物品交与委托方之日起应保存不低于 6个月的温度数据，

且数据应保存完整，可查询

7.运输管理系统（TMS）*
有运输管理系统及相关

温控模块
——

8.货物跟踪* 自有/租用车辆 100%装有冷链运输跟踪设备

管

理

与

服

务

9. 客户投诉率(或客户满

意度)

≤0.05%

(≥98%)

≤0.1%

(≥95%)

≤0.5%

(≥90%)

10.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物品交接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冷链通用流程关键点

控制操作规范制度，有效运行

11.应急预案* 包括但不局限于：冷机故障预案，在途车辆故障预案

12. 冷 链

操作人员

人员结构*

60%以上具有中

等以上学历或

专业资格

5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

或专业资格

3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或

专业资格

培训 全员经过上岗专业培训，有培训计划及定期培训记录

健康要求 农产品、食品的装卸、搬运等作业人员应持有相关部门发放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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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证上岗率* 制冷工、叉车工、电工、驾驶员等应执证上岗，执证上岗率 100%

13.冷链物流辅助服务功

能

可为委托方优化冷链业务流程，制定

冷链物流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增值服务。
——

注：标注*的指标为企业必备指标，其他为参考指标。

2、仓储型冷链物流企业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 别

项目 类别 五星 四星 三星 二星 一星

设

施

设

备

1.自有冷库标准及容积

*/m³

冷库建设应按 GB 50072 执行

≥300000 ≥120000 ≥60000 ≥30000 ≥15000

2.租用冷库标准及容积/m

³
≥200000 ≥80000 ≥40000 ≥20000 ≥15000

3.冷库功能区*
建有满足物品时空温度要求的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低温穿堂

或封闭月台、预冷间或复冻间
——

4.冷库门气密性

作业时冷库门完全开启时间大于5s的应设置

冷风幕和耐低温透明门帘
有必要的密封装置

配备有与运输车辆对接的密封装置 ——

5.搬运装卸设备*/台 ≥15 ≥8 ≥3

6.数据采集终端* 冷库内、外有必要的温度数据采集终端，并有定期检查校正记录

信

息

化

7.温度监测系统* 冷库内测温点分布均匀，温度实时监测并记录

8.温度数据*
自物品交与委托方之日起应保存不低于 6个月的温度数据，

且数据应保存完整，可查询

9.仓库管理

系统（WMS）*

系统

有仓库管理系统，冷链业务

进销存实现信息化管理，对

库内温度数据实时掌握

库内有温度测量装置，温度记录完善

库区监控 具备对库区主通道、货物交接区的监控能力，影像资料保存 6 个月

管

理

与

服

务

10. 客户投诉率(或客户

满意度)

≤0.05%

(≥98%)

≤0.1%

(≥95%)

≤0.5%

(≥90%)

11.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物品交接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冷链通用流程关键点

控制操作规范制度，落实到位

12.节能制度 有节能降耗措施及改进计划，有效运行

13.应急预案*
包括但不局限于：水灾、火灾、虫害、鼠害预案，断电应急预案，冷机故障

预案；凡是用氨制冷的企业，建立液氨突发泄露的应急预案

14.冷链操

作人员

人员结构*

60%以上具有

中等以上学历

或专业资格

5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或

专业资格

3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或

专业资格

培训 全员经过上岗专业培训，有培训计划及定期培训记录

健康要求 农产品、食品的装卸、搬运等作业人员应持有相关部门发放的健康证明

执证上岗率* 制冷工、叉车工、电工、驾驶员等应执证上岗的，100%执证上岗

15.冷链物流辅助服务功 可为委托方优化冷链业务流程，制定冷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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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物流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增值服务。

注1：标注*的指标为企业必备指标，其他为参考指标。

注2：冷库包括冷藏库、冷冻库和气调冷藏库等低温仓库。

注3：4-5星必须为封闭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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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服务型冷链物流企业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 别

项目 类别 五星 四星 三星 二星 一星

设施

设备

1.自有/租用冷库标

准及容积/m³*

冷库建设应按 GB50072 执行

≥300000 ≥150000 ≥50000 ≥20000 ≥10000

2.自有/租用冷藏

（冻）车数量/台*

（或总载重量/吨）*

≥400

（≥2000）

≥200

（≥1000）

≥80

（≥400）

≥50

（≥250）

≥20

（≥100）

3.冷库功能区*
建有满足物品时空温度要求的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低温穿

堂或封闭月台、预冷间或复冻间
——

4.气密性

*

冷库门

作业时冷库门完全开启时间大于 5 秒的，应设

置冷风幕和耐低温透明门帘
——

配备有与运输车辆对接的密封

装置
——

冷 藏

（冻）车

厢（箱）

干净整洁，符合 QC/T449 中对冷藏（冻）车厢（箱）的要求

5.装卸搬运设备/台

*
≥12 ≥6 ≥2

6.数据采集终端*
冷库、冷藏（冻）车（厢、箱）内外有必要的温度数据采集终端，并有定期检

查校正记录

信息化

7.温度监测系统*
冷库、冷藏（冻）车（厢、箱）内测温点分布

均匀，温度实时监测并记录

冷库、冷藏（冻）车（厢、箱）

内测温点分布均匀，冷库内温

度实时监测并记录，冷藏（冻）

车（厢、箱）内温度定时监测、

记录

8.温度数据*
自物品交与委托方之日起应保存不低于 6 个月的温度数据，且数据应保存完

整，可查询

9. 仓 库

管理系统

（WMS）*

系统
冷链业务进销存实现信息化管理，对库内温度

数据实时掌握

库内有温度测量装置，温度

记录完善

库 区 监

控
具备对库区主通道、货物交接区的监控能力，影像资料保存 6 个月

10. 运输

管理系统

（TMS）*

货 物 跟

踪

有运输管理系统 ——

自有涉冷车辆 100%以上装有冷链运输跟踪设备

管理

与

服务

11. 客户投诉率

(或客户满意度)

≤0.05%

(≥98%)

≤0.1%

(≥95%)

≤0.5%

(≥90%)

12．节能制度 有节能降耗措施及改进计划，有效运行

13．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物品交接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冷链通用流程关键点控制操作规范制

度，有效运行

14．应急预案*
包括但不局限于：水灾、火灾、虫害、鼠害预案，断电应急预案，冷机故障预

案，在途车辆故障预案；凡是用氨制冷的企业，建立液氨突发泄露的应急预案

15.

冷
人员结构*

60%以上具有

中等以上学

5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或

专业资格

4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或

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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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操

作 人

员

历或专业资

格

培训 全员经过上岗专业培训，有培训计划及定期培训记录

健康要求 农产品、食品的装卸、搬运等作业人员应持有相关部门发放的健康证明

执证上岗率* 制冷工、叉车工、电工、驾驶员等应执证上岗，执证上岗率为 100%

16.冷链物流辅助服

务功能*

可为委托方优化冷链业务流程，制定冷链物流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增值服务。
——

注 1：标注*的指标为企业必备指标，其他为参考指标。

注 2：冷库包括冷藏库、冷冻库和气调冷藏库等低温仓库。

注 3：4-5 星必须为封闭月台

注 4：4 星要求自有营运网点达到 5 个及以上，5 星要求自有营运网点达到 10 个及以上（自有营运网点

指有运输、仓储等独立运营团体功能的分公司或是配送中心，不包括小型的配送门店、站点及合作伙伴。）

三、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流程

1、评估工作流程

自检→申报→审核→评估→审定→公示→通告→授牌

1.1 自检

冷链物流企业申报首先对照《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GB/T

31086-2014）国家标准中的具体指标进行自检，符合标准者可准备申报，根据自检结果

申报相应评估的类型和等级。

1.2 申报

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全部实行网上申报，请登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企业

网上申报系统(http://ll.chinawuliu.com.cn),按照要求进行注册和申报。

1.3 审核

企业按要求将申报材料报送中物联冷链与医药评估办初审，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报

中物联评估办进行再审。再审通过后，等待进行现场评估。

对已评定等级的冷链物流企业实行复核制度，复核工作由评委会统一安排，所有等

级每三年复核一次。

1.4 评估

申报这两项评估所有通过再审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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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组依据评估计划、评估流程要求对照标准实施评估，对企业

申报材料逐项进行核实，评估结束后将现场形成现场评估报告，由评估组组长填写，并

由评估组所有成员及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评估组作为现场评估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保

证评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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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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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公示

公示期限为 7个工作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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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授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一向获评企业颁发评估等级牌匾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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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申报表

申请企业名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监制

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

申报表

（运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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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网 址：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信箱（E-mail）： 传真：

请准确填写以下信息：

1、冷链业务员工总数：

2、冷链业务经营范围：

3、已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情况（必须包含 A级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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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

指标

冷藏（冻）车数量（台）*
（或总载重量/吨）

自有 租用 合计

设施

设备

数据采集终端（温度探头） 冷藏车： 个/厢体（辆）

数据采集终端（温度探头）保护装置 无□ 有□

探头定期检查、校正记录 无□ 有□

冷藏车验证报告或认证评估证明 无□ 有□

冷藏车管理

地面有导风槽□ 墙面有导风槽□ 墙面有装载线□

有防冷桥装置□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维护保养记

录□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检查记录□

新能源车辆数量 辆

信息化

温度监测系统 实时□ 定时□ 人工□ 自动□

温度数据保存时效 月

运输管理系统（TMS）
无□ 有□

货物跟踪率

TMS 系统功能

北斗/GPS 车辆定位系统□

车辆信息管理□ 人员信息管理□ 货物信息管理□

客户信息管理□ 调度分配管理等基本模块□

客户实时查询（位置□ 温度□ ）

冷藏车运输全程温度记录曲线□

多方式温度超温报警（微信□ 短信□ 邮件□ 铃声

□）

管理及

服务

客户 KPI 考核

客户 KPI 考核表□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改进措施□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无□ 有□

管理制度

冷藏车运输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 清洁卫生

管理制度□ 司机管理制度□ 节能减排管理制度

其他

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体系认证书（如ISO90000、ISO14000、ISO20000、

GSP 认证、欧盟认证等证书等）□

应急预案

冷机故障预案□ 在途温度异常预案□ 在途车辆故

障预案□ 火灾应急预案□ 在途车辆事故预案□

其他

物品交接管理
不同环境下的交接制度□

物品交接单是否有温度记录□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9697/596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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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保存时效 月

培训记录
培训管理制度□ 年度培训计划□ 对内人员培训记

录□ 对外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考核记录□

人员结构（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占比）

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学历（中等以上学

历的占比）

现场其他规范 现场员工着装统一□

声明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估的规则和程序，支付评估所需的有关费用，保证

申报表中陈述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推荐

机构

意见

经初审，本企业所报资料符合 型 级企业条件，推荐上报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物流企业评估工作办公室。

推荐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提 供

附 件

1、企业简介（必须包含冷链业务介绍）。

2、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颁发的国家 A 级物流企业证书以及其他相关资质证书。

3、《冷链物流业务收入构成清单》（附表一）

4、自有和租用冷藏（冻）车辆清单（附表四、附表五）及相关证明材料（例如购车发票、租

赁合同）。

5、与 4 对应的冷藏车图片（自由和租用的各 2 张，从后边打开车门拍）。

6、冷藏车数据采集终端分布图。

7、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8、冷藏车验证报告。

9、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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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检查记录。

11、冷藏车相关证明【自购或租赁的在 3 年以内冷藏车（包括新能源车辆）有合法购车发票及

租赁合同；自购或租赁等在 3 年以上的冷藏车（包括新能源车辆）出具由第三方机构开具的冷

藏车验证报告或认证评估证明】

12、信息化简介（包括 TMS 系统介绍和截图，网络系统、电子单证管理、货物跟踪、车辆管理

等情况）。

13、温度数据保存半年以上相关文件。

14、冷藏车实时温度、位置监测截图。

15、某日冷藏车连续温度数据记录。

16、客户 KPI 考核表、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及改进措施。

17、《合作客户清单》（附表八）

18、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19、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20、质量体系认证书。

21、申报表中相关管理制度。

22、申报表中相关应急预案。

23、产品不同环境下的交接制度。

24、物品交接单（3-5 份）。

25、培训制度、年度培训计划、对外对内人员培训记录、培训考核记录。

26、《冷链业务人员清单》（附表九）。

27、健康证（3-5人）

28、所有材料真实性的自我声明。

填表说明：

1、表中标注*的为必备指标，请根据《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中相应类型要求填

写，其余为评定指标，按实际情况填写，评定指标分数由审核组现场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评定。必备

指标和评定指标均需达到相应要求方可通过 。

2、需执证操作人员包括：驾驶员等操作人员。

3、人员结构指中等以上学历或专业资格占比数。

3、申报表和附件材料电子版发送给当地评估办，待审核无误后，再邮寄纸质版材料。

4、有关评估的公开文件可通过当地冷链评估办索取，或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物联冷链委官

方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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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企业名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监制

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

申报表

（仓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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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网 址：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信箱（E-mail）： 传真：

请准确填写以下信息：

1、冷链业务员工总数：

3、冷链业务经营范围：

3、已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情况（必须包含 A级企业证书）：



第 15 页 共 29 页

必备

指标

冷库容积（m³）* 自有 租用 合计

冷库功能区* 封闭月台□（4-5 星必须为封闭月台）

设施

设备

装卸搬运设备（台）
叉车 AGV 手推车

其他

数据采集终端（温度探头） 冷库： 个/单体库或 个/万㎡或 个/万吨

数据采集终端（温度探头）保护装置 无□ 有□

探头定期检查、校正记录 无□ 有□

冷库管理

车库对接防撞设施□ 分拣区制冷系统□ 温度缓冲

区□ 冷库功能区划分□ 冷风幕或耐低温透明门帘

□ 冷库制冷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冷库日常检

查记录□

冷库环境管理 消防设施□ 防虫害设施□ 防鼠设施 其他□

冷库机房管理 每日值班时间

信息化

温度监测系统 实时□ 定时□ 人工□ 自动□

温度数据备份时效 月

仓库管理系统（WMS） 无□ 有□

可视监控系统
主通道是否全覆盖□

保存时效 月

WMS 系统功能

各个库房实时温度查询，提取截图□

产品出入库、库存管理等基本模块□

客户实时查询功能□

多方式温度超温报警（APP□ 微信□ 短信□ 铃声

□）

管理及

服务

客户 KPI 考核
客户 KPI 考核表□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改进措施□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无□ 有□

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 清洁卫生制度□ 冷库管理制度□

冷库操作流程□ 出入库管理制度□ 制冷设备日常

管理操作□

其他

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体系认证书（如ISO9000、

ISO14000、ISO20000、GSP 认证、欧盟认证等）□

应急预案

库房安全预案□ 断电预案□ 氨、氟利昂泄漏预案

□ 水灾、火灾、虫害、鼠害等自然灾害预案□

其他

冷库制冷剂

使用的制冷剂：

R717（氨）□ R744（二氧化碳）□ R134A（四氯

乙烷）□ R404A（不含氯的非共沸混合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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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07（混合制冷剂）□R22（氟利昂）□

物品交接管理

产品不同环境下的交接制度□

物品交接单是否有基本信息、温度记录、签字确认

□

单据保存时效 月

培训记录
培训管理制度□ 年度培训计划□ 对内人员培训记

录□ 对外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考核记录□

人员结构（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占比）

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学历（中等以上学

历的占比）

制冷工、叉车工、电工等人员执证率

现场其他规范 现场员工着装统一□

声明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估的规则和程序，支付评估所需的有关费用，保证

申报表中陈述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推荐

机构

意见

经初审，本企业所报资料符合 型 级企业条件，推荐上报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物流企业评估工作办公室。

推荐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提 供

附 件

1、企业简介（必须包含冷链业务介绍）。

2、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颁发的国家 A 级物流企业证书以及其他相关资质证书。

3、《冷链物流业务收入构成清单》（附表一）

4、自有和租用冷库设施清单（附表二、附表三）及相关证明材料（例如房产证、租赁合同）。

5、与 4 对应的冷库平面图纸（请标注冷库的面积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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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 4 对应的冷库外观图片。

7、《装卸搬运设备清单》（附表六）及相关证明材料。

8、冷库数据采集终端分布图。

9、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10、冷库制冷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11、冷库日常检查记录。

12、冷库机房日常值班表

13、信息化简介（包括 WMS 系统介绍和截图，网络系统、电子单证管理、货物跟踪等情况）。

14、温度数据备份半年以上相关文件。

15、冷库实时温度监测截图。

16、某日冷库连续温度数据记录。

17、客户 KPI 考核表、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及改进措施。

18、《合作客户清单》（附表八）

19、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20、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21、质量体系认证书。

22、申报表中相关管理制度。

23、申报表中相关应急预案。

24、产品不同环境下的交接制度。

25、物品交接单（3-5 份）。

26、培训制度、年度培训计划、对外对内人员培训记录、培训考核记录。

27、《冷链业务人员清单》（附表九）。

28、健康证（3-5人）

29、所有材料真实性的自我声明。

填表说明：

1、表中标注*的为必备指标，请根据《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中相应类型要求填

写，其中 4 星、5 星必须为封闭月台。表中未标注*的为评定指标，按实际情况填写，评定指标分数

由审核组现场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评定。必备指标和评定指标均需达到相应要求方可通过 。

2、需执证操作人员包括：电梯、叉车、吊车、电工、制冷等操作人员。

3、人员结构指中等以上学历或专业资格占比数。

3、申报表和附件材料电子版发送给当地评估办，待审核无误后，再邮寄纸质版材料。

4、有关评估的公开文件可通过当地冷链评估办索取，或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物联冷链委官

方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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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企业名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监制

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

申报表

（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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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网 址：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信箱（E-mail）： 传真：

请准确填写以下信息：

1、冷链业务员工总数：

4、冷链业务经营范围：

3、已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情况（必须包含 A级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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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

指标

冷库容积（m³）* 自有 租用 合计

冷藏（冻）车数量（台）

（或总载重量/吨）*
自有 租用 合计

冷库功能区* 封闭月台□（4-5 星必须为封闭月台）

运营网点*

数量

（4星要求自有营运网点达到 5 个及以上，5 星要求

自有营运网点达到 10 个及以上（自有营运网点指有

运输、仓储等独立运营团体功能的分公司或是配送

中心，不包括小型的配送门店、站点及合作伙伴）

设施

设备

装卸搬运设备（台）
叉车 AGV 手推车

其他

数据采集终端（温度探头）
冷库： 个/单体库或 个/万㎡或 个/万吨

冷藏车： 个/厢体（辆）

数据采集终端（温度探头）保护装置
冷 库 无□ 有□

冷藏车 无□ 有□

探头定期检查、校正记录
冷 库 无□ 有□

冷藏车 无□ 有□

冷藏车验证报告或认证评估证明 无□ 有□

冷藏车管理

地面有导风槽□ 墙面有导风槽□ 墙面有装载线□

有防冷桥装置□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维护保养记

录□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检查记录□

新能源车辆数量 辆

冷库管理

车库对接防撞设施□ 分拣区制冷系统□ 温度缓冲

区□ 冷风幕或耐低温透明门帘□ 冷库制冷设备日

常维护保养记录□ 冷库日常检查记录□

冷库环境管理 消防设施□ 防虫害设施□ 防鼠设施 其他□

冷库机房管理 每日值班时间

信息化

温度监测系统 实时□ 定时□ 人工□ 自动□

温度数据保存时效 冷 库 月 冷藏车 月

运输管理系统（TMS）
无□ 有□

货物跟踪率

仓库管理系统（WMS） 无□ 有□

可视监控系统*
主通道是否全覆盖□

保存时效 月

TMS 系统功能
北斗/GPS 车辆定位系统□

车辆信息管理□ 人员信息管理□ 货物信息管理□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9697/596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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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管理□ 调度分配管理等基本模块□

客户实时查询（位置□ 温度□ 路线□ ）

多方式温度超温报警（微信□ 短信□ 邮件□ 铃声

□）

WMS 系统功能

各个库房实时温度查询，提取截图□

产品出入库、库存管理等基本模块□

客户实时查询功能□

库房监控系统□

多方式温度超温报警（APP□ 微信□ 短信□ 铃声

□）

管理及

服务

客户 KPI 考核
客户 KPI 考核表□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改进措

施□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无□ 有□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目录□ 冷库管理制度□ 冷库操作流程

□ 制冷设备日常管理操作□ 安全管理制度□ 清

洁卫生制度□ 冷藏车运输管理制度□ 司机管理制

度□ 节能减排管理制度□ 其他

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体系认证书（如ISO9000、

ISO14000、ISO20000、GSP 认证、欧盟认证等）□

其他

应急预案

冷机故障□ 在途温度异常预案□ 在途车辆故障与

事故预案□ 库房安全预案□ 断电预案□ 氨、氟利

昂泄漏预案□ 水灾、火灾、虫害、鼠害等自然灾害

□

其他

冷库制冷剂

使用的制冷剂：

R717（氨）□ R744（二氧化碳）□ R134A（四氯

乙烷）□ R404A（不含氯的非共沸混合制冷剂）□

R507（混合制冷剂）□R22（氟利昂）□

物品交接管理

产品不同环境下的交接制度□

物品交接单是否有基本信息□ 温度记录□ 签字确

认□

单据保存时效 月

培训记录
培训管理制度□ 年度培训计划□ 对内人员培训记

录□ 对外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考核记录□

人员结构（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占比）

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学历（中等以上学

历的占比）

叉车、制冷工、电工人员执证率

现场其他规范 现场员工着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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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估的规则和程序，支付评估所需的有关费用，保证

申报表中陈述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推荐

机构

意见

经初审，本企业所报资料符合 型 级企业条件，推荐上报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物流企业评估工作办公室。

推荐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提 供

附 件

1、企业简介（必须包含冷链业务介绍）。

2、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颁发的国家 A 级物流企业证书以及其他相关资质证书。

3、《冷链物流业务收入构成清单》（附表一）

4、自有和租用冷库设施清单（附表二、附表三）及相关证明材料（例如房产证、租赁合同）。

5、与 4 对应的冷库平面图纸（请标注冷库的面积和高度）。

6、自有和租用冷藏（冻）车辆清单（附表四、附表五）及相关证明材料（例如购车发票、租

赁合同）。

7、与 4 对应的冷库外观以及与 6 对应的冷藏车图片。

8、《装卸搬运设备清单》（附表六）及相关证明材料。

9、冷库、冷藏车数据采集终端分布图。

10、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11、冷藏车相关证明【自购或租赁的在 3 年以内冷藏车（包括新能源车辆）有合法购车发票及

租赁合同；自购或租赁等在 3 年以上的冷藏车（包括新能源车辆）出具由第三方机构开具的冷

藏车验证报告或认证评估证明】。

12、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13、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检查记录。

14、冷库制冷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15、冷库日常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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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冷库机房日常值班表

17、信息化简介（包括 WMS\TMS 系统介绍和截图，网络系统、电子单证管理、货物跟踪等情

况）。

18、温度数据备份半年以上相关文件。

19、冷库实时温度监测截图，冷藏车实时温度、位置检测截图。

20、某日冷库、冷藏车连续温度数据记录。

21、客户 KPI 考核表、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及改进措施。

22、《合作客户清单》（附表八）

23、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24、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25、质量体系认证书。

26、申报表中相关管理制度。

27、申报表中相关应急预案。

28、与冷藏车、冷库相关的节能减排制度。

29、产品不同环境下的交接制度。

30、物品交接单（3-5 份）。

31、培训制度、年度培训计划、对外对内人员培训记录、培训考核记录。

32、《冷链业务人员清单》（附表九）。

33、健康证（3-5人）

34、《运营网点清单》（附表十）及相关证明材料（配送中心或是分公司）【只需综合型三星

级以上提供】。

35、所有材料真实性的自我声明。

填表说明：

1、表中标注*的为必备指标，请根据《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中相应类型填写，

其中 4 星、5 星必须为封闭月台；4 星要求自有营运网点达到 5 个及以上，5 星要求自有营运网点达

到 10 个及以上（自有营运网点指有运输、仓储等独立运营团体功能的分公司或是配送中心，不包括

小型的配送门店、站点及合作伙伴）。表中未标注*的为评定指标，按实际情况填写，评定指标分数

由审核组现场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评定。必备指标和评定指标均需达到相应要求方可通过 。

2、需执证操作人员包括：电梯、叉车、吊车、电工、制冷、驾驶员等操作人员。

3、人员结构指中等以上学历或专业资格占比数。

3、申报表和附件材料电子版发送给当地评估办，待审核无误后，再邮寄纸质版材料。

4、有关评估的公开文件可通过当地冷链评估办索取，或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物联冷链委官

方网上下载。

注：提供申报表及申报表后面的所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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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冷链物流企业星级评估准备材料

（运输型）

注：请将下列材料按照顺序一式两份整理。

1、申报表

2、申报表中的附表一、附表四、附表五、附表七、附件八、附表九

3、A级企业证书

提供 A级企业证书原件；

4、自有/租用冷藏（冻）车数量/辆（或总载重量/吨）

提供自有冷藏（冻）车请提供购买发票原件；

提供租用冷藏（冻）车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

5、数据采集终端

提供冷藏车数据采集终端平面分布图；

提供冷藏车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6、冷藏车温度监测点分布

3年以内的车提供购买发票和租赁合同原件；

3年以上提供第三方机构开具的冷藏车验证报告或认证评估证明；

7、冷藏车管理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检查记录；

8、新能源车辆数量

提供 1-2辆新能源车辆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原件；

9、TMS 系统

提供 TMS 系统的功能截图；

提供与自有车辆总数相匹配的跟踪设备采购合同；

10、温度监测系统

提供冷藏车实时温度、位置监测截图；

提供冷藏车某日温度波动曲线图；

11、温度数据

提供半年前某天的温度记录；

提供温度数据保存时效的相关管理文件；

12、客户 KPI 考核

客户 KPI考核表；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改进措施；

13、管理制度

提供管理制度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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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车运输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清洁卫生管理制度、司机管理制度、节能

减排管理制度等；

14、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体系认证书（如 ISO9000、ISO14000、ISO20000、GSP 认证、欧盟认证等）；

15、应急预案

冷机故障预案、火灾应急预案、在途温度异常预案、在途车辆故障预案、在途车

辆事故预案等；

16、物品交接管理

物品交接管理制度；

提供物品交接单；

17、培训记录

提供培训管理制度；

提供年度培训计划；

提供对内人员培训记录；

提供对外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考核记录；

18、人员结构

提供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学历证明或各种专业资格证（3-5 个）；（从附表九中抽

查）

19、设备操作人员执证率

提供操作人员健康证（3-5个）；（从附表九中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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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型）

注：请将下列材料按照顺序一式两份整理。

1、申报表

2、申报表中的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六、附表八、附表九、附表十

3、A级企业证书

提供 A级企业证书原件；

4、网点布局

提供附表十中所列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 2-3 份《营业执照》和《企业章程》复印

件，有长期合作伙伴的提取 1-2份《合作协议》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自有/租用冷库容积/m³

提供自有冷库房产证或土地证信息原件；

提供租用冷库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

提供与自有/租用冷库相对应的冷库平面图纸（请标注冷库的面积和高度），外

观图片；

6、装卸搬运设备

提供购置发票或租赁协议原件；

7、数据采集终端

提供冷库数据采集终端平面分布图；

提供冷库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8、冷库管理

冷库制冷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冷库日常检查记录；

9、WMS、可视监控系统

提供 WMS系统、监控系统的功能截图；

10、温度监测系统

提供冷库实时温度监测截图；

提供冷库某日温度波动曲线图；

11、温度数据

提供半年前某天的温度记录；

提供温度数据备份时效的相关管理文件；

12、客户 KPI 考核

客户 KPI考核表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改进措施

13、管理制度

提供管理制度目录清单；

安全管理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冷库管理制度、冷库操作流程、出入库管理制度、

制冷设备日常管理操作等；

14、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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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体系认证书（如 ISO9000、ISO14000、ISO20000、GSP 认证、欧盟认证等）

15、应急预案

提供库房安全预案、断电预案、氨、氟利昂泄漏预案、水灾、火灾、虫害、鼠害

等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16、物品交接管理

物品交接管理制度；

提供物品交接单；

17、培训记录

提供培训管理制度；

提供年度培训计划；

提供对内人员培训记录；

提供对外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考核记录

18、人员结构

提供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学历证明或各种专业资格证（3-5 个）；（从附表九中抽

查）

19、设备操作人员执证率

提供操作人员（叉车、制冷、电工等）的上岗证、健康证（3-5个）；（从附表

九中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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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型）

注：请将下列材料按照顺序一式两份整理。

1、申报表

2、申报表中的附表一至附表十

3、A级企业证书

提供 A级企业证书原件；

4、网点布局

提供附表十中所列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 2-3 份《营业执照》和《企业章程》复印

件，有长期合作伙伴的提取 1-2份《合作协议》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自有/租用冷库容积/m³

提供自有冷库房产证或土地证信息原件；

提供租用冷库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

提供与自有/租用冷库相对应的冷库平面图纸（请标注冷库的面积和高度），外

观图片；

6、装卸搬运设备

提供购置发票或租赁协议原件；

7、数据采集终端

提供冷库数据采集终端平面分布图；

提供冷库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8、冷库管理

冷库制冷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冷库日常检查记录；

9、自有/租用冷藏（冻）车数量/辆（或总载重量/吨）

提供自有冷藏（冻）车请提供购买发票原件；

提供租用冷藏（冻）车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

10、数据采集终端

提供冷藏车数据采集终端平面分布图；

提供冷藏车数据采集终端定期检查、校正等记录；

11、冷藏车温度监测点分布

3年以内的车提供购买发票和租赁合同原件；

3年以上提供第三方机构开具的冷藏车验证报告或认证评估证明；

12、冷藏车管理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冷藏车、制冷机组日常检查记录；

13、新能源车辆数量

提供 1-2辆新能源车辆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原件；

14、WMS、TMS、可视监控系统

提供 WMS系统、TMS 系统、监控系统的功能截图；

提供与自有车辆总数相匹配的跟踪设备采购合同；

15、温度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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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冷库实时温度监测截图；冷藏车实时温度、位置检测截图；

提供冷库、冷藏车某日温度波动曲线图；

16、温度数据

提供半年前某天的温度记录；

提供温度数据备份时效的相关管理文件；

17、客户 KPI 考核

客户 KPI考核表；

合作客户颁发证书；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改进措施；

18、管理制度

提供管理制度目录清单；

冷藏车运输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司机管理制度、节能减排

管理制度、冷库管理制度、冷库操作流程、出入库管理制度、制冷设备日常管理

操作等；

19、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体系认证书（如 ISO9000、ISO14000、ISO20000、GSP 认证、欧盟认证等）；

20、应急预案

冷机故障、在途温度异常预案、在途车辆故障与事故预案、库房安全预案、断电

预案、氨、氟利昂泄漏预案、水灾、火灾、虫害、鼠害等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21、物品交接管理

物品交接管理制度；

提供物品交接单；

22、培训记录

提供培训管理制度；

提供年度培训计划；

提供对内人员培训记录；

提供对外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考核记录；

23、人员结构

提供冷链物流操作人员学历证明或各种专业资格证（3-5 个）；（从附表九中抽

查）

24、设备操作人员执证率

提供操作人员（叉车、制冷、电工等）的上岗证、健康证（3-5个）；（从附表

九中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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