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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冷链物流是指使肉、禽、水产、蔬菜、水果、蛋等生

鲜农产品从产地采收（或屠宰、捕捞）后，在产品加工、贮藏、

运输、分销、零售等环节始终处于适宜的低温控制环境下，最大

程度地保证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减少损耗、防止污染的特殊供

应链系统。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生鲜农产品的产量和流通量逐年增加，全社会对生鲜农产品的安

全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对于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和保障消费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落实《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快

速健康发展，特制订本规划。规划期为 2010－2015 年。 

一、现状与形势 

（一）发展现状 

我国现代农产品储藏、保鲜技术起步于上世纪初，自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开始在生鲜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及运输等环节逐

步得到应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产品储藏保鲜技术迅速发

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农产品冷链物流

得到较快发展。 

1、农产品冷链物流初具规模。我国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

费大国，目前蔬菜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60％，水果和肉类产

量占 30％，禽蛋和水产品产量占 40％。近年来我国生鲜农产品

产量快速增加，每年约有 4 亿吨生鲜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冷链

物流比例逐步提高，目前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分



- 2 - 
 

别达到 5％、15％、23％，冷藏运输率分别达到 15％、30％、40

％，冷链物流的规模快速增长。 

2、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目前全国有冷藏库

近 2万座，冷库总容量 880 万吨，其中冷却物冷藏量 140 万吨，

冻结物冷藏量 740 万吨；机械冷藏列车 1910 辆，机械冷藏汽车

20000 辆，冷藏船吨位 10 万吨，年集装箱生产能力 100 万标准

箱。 

3、冷链物流技术逐步推广。生鲜农产品出口企业率先引进

国际先进的 HACCP（危害分析和临界控制点）认证、GMP（良好

操作规范）等管理技术，普遍实现了全程低温控制。大型肉类屠

宰企业开始应用国际先进的冷链物流技术，从屠宰、分割加工、

冷却成熟等环节低温处理起步，逐渐向储藏、运输、批发和零售

环节延伸，向着全程低温控制的方向快速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

低能耗、低成本的冷链处理技术广泛推广，推动水产品和反季节

果蔬为代表的高价值量农产品冷链迅速兴起。 

4、冷链物流企业不断涌现。中外运、中粮等社会化第三方

物流企业强化与上下游战略合作与资源整合，建立国际先进的冷

链设施和管理体系，积极拓展冷链物流业务；双汇、众品、光明

乳业等食品生产企业，加快物流业务与资产重组，组建独立核算

的冷链物流公司，积极完善冷链网络；大型连锁商业企业完善终

端销售环节的冷链管理，加快发展生鲜食品配送。我国冷链物流

企业呈现出网络化、标准化、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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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环境逐步完善。国家高度重视冷链

物流发展，在近几年下发的中央 1号文件中均强调要加快农产品

冷链物流系统建设，促进农产品流通。一些冷链物流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先后颁布实施，《食品安全法》等重要法律

法规逐步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的重要性进一步被消费者认识，

全社会对“优质优价”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是，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

系统化的冷链物流体系尚未形成，与发展现代农业、居民消费和

扩大农产品出口的需求相比仍有差距。突出表现在：一是鲜活农

产品通过冷链流通的比例仍然偏低。目前我国鲜活农产品冷链流

通的比例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欧、美、加、日等发达国家

肉禽冷链流通率已经达到 100%，蔬菜、水果冷链流通率也达 95%

以上），大部分生鲜农产品仍在常温下流通；冷链物流各环节缺

乏系统化、规范化、连贯性的运作，部分在屠宰或储藏环节采用

了低温处理的产品，在运输、销售等环节又出现 “断链”现象，

全程冷链的比率过低。二是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能力严重不足。我

国设施整体规模不足，人均冷库容量仅 7公斤，冷藏保温车占货

运汽车的比例仅 0.3%，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现有冷冻冷藏设

施普遍陈旧老化，国有冷库中近一半已使用 30 年以上；区域分

布不平衡，中部农牧业主产区和西部特色农业地区冷库严重短

缺，承担全国 70％以上生鲜农产品批发交易功能的大型农产品

批发市场、区域性农产品配送中心等关键物流节点缺少冷冻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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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三是冷链物流技术推广滞后。生鲜农产品产后预冷技术和

低温环境下的分等分级、包装加工等商品化处理手段尚未普及，

运输环节温度控制手段原始粗放，发达国家广泛运用的全程温度

自动控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四是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发展滞

后。在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过程中，优质优价的机制仍没有形成，

冷链物流的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发展滞后。现有冷链物流企业以中小企业为

主，实力弱，经销规模小，服务标准不统一，具备资源整合和行

业推动能力的大型冷链物流企业刚刚起步。五是冷链物流法律法

规体系和标准体系不健全。规范冷链物流各环节市场主体行为的

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冷链物流各环节的设施、设备、温度控

制和操作规范等方面缺少统一标准，冷链物流各环节的信息资源

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在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相关管理办法和操作

规范在我国尚处于推广的起步阶段。 

（二）面临的形势 

从国际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的经验看，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

“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冷链物流体系，不仅确保了产品质量，

而且提高了农业效益。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加快

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加快冷链物流发展是适应农产品大规模流通的客观需要。

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区域和品种布局日益优化，使农产品流通呈现出了大规模、长距



- 5 - 
 

离、反季节的特点，对农产品物流服务规模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一是随着农产品区域生产布局的细化，农业特色产区加快

发展，生鲜农产品的区域规模化产出，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农产品

跨地区保鲜运输；二是农产品反季节销售加快发展，急需进一步

提高低温储藏保鲜水平。从今后一段时期农业结构加快调整优化

的需要看，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也是适应我国生鲜农产品大

规模流通的客观需要。 

2、加快冷链物流发展是满足居民消费的必要保证。随着城

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生鲜农产品的消费

规模快速增长，居民对农产品的多样化、新鲜度和营养性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加快

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已经成为提升农产品消费品质，减少营养流

失，保证食品安全的必要手段，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必要保证。 

3、加快冷链物流发展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

来，我国农产品产后损失严重，果蔬、肉类、水产品流通腐损率

分别达到 20-30％、12％、15％，仅果蔬一类每年损失就达到 1000

亿元以上；同时，受到生鲜农产品集中上市后保鲜储运能力制约，

农产品“卖难”和价格季节性波动的矛盾突出，农民增产不增收

的情况时有发生。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既是减少农产品产后损

失，间接节约耕地等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带动农产品跨季节均衡销售，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重要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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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冷链物流发展是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我国生鲜农产品生产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冷链

发展滞后，我国蔬菜、水果出口量仅占总产量的 1-2％，且其中

80％是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

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提高进口农产品准入标准，相

关质量、技术和绿色壁垒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障

碍。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已经成为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

突破贸易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

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紧紧围绕构建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持续增

收的长效机制，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保障居民食品安全

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加快冷链物流技术、规

范、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冷链物流企业，

建设一体化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以降低农产品产后损失和流通

成本，促进农民增收，确保农产品品质和消费安全。 

（二）基本原则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农产品生产规模与布局状况，

分析产品流量、流向及其储运的技术要求，综合考虑居民消费水

平、消费习惯以及交通区位等条件，制定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

划，优化冷链物流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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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城

市和广大农村、产地与销地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收入水

平、消费习惯方面的差异，结合果蔬、肉类、水产品等生鲜农产

品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 

3、市场运作，政府扶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坚持

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管理企业化、运作方式市场化。政府要加

强发展规划、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对

重点冷链物流项目给予扶持，为冷链物流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4、重点突破，扶优扶强。借鉴发达国家冷链物流发展经验，

选择对消费安全影响大以及价值量高、生产规模相对集中的农产

品优先发展冷链物流。当前要优先发展猪肉等肉类产品和水产品

冷链物流，鼓励果蔬产品根据国内市场消费变化和出口产品品质

要求逐步发展。要集中资金重点支持经营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

大型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冷链物流企业做强做大。 

（三）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建成一批效率高、规模大、技术新的跨区域冷

链物流配送中心，冷链物流核心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形成一批具

有较强资源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冷链物流企业，初步建

成布局合理、设施先进、上下游衔接、功能完善、管理规范、标

准健全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肉类和水产品冷链物流水平

显著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果蔬冷链物流进一步加

快发展。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分别提高到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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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以上，冷藏运输率分别提高到 30％、50％、65％左右，

流通环节产品腐损率分别降至 15％、8％、10％以下。 

三、主要任务 

（一）推广现代冷链物流理念与技术 

进一步加大对全程冷链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生鲜

农产品冷链的认知度，营造促进品牌生鲜农产品销售的商业氛

围，促进优质优价，扩大销售规模。鼓励农产品生产企业利用冷

链物流理念与技术，在产后商品化处理、屠宰加工环节实现低温

控制，促进生鲜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加强与下游企

业的冷链对接，稳妥推进冷链物流服务外包。鼓励流通和冷链物

流服务企业运用供应链管理技术与方法，实现生鲜农产品从产地

到销地的一体化冷链物流运作。加强各相关企业温度监控和追溯

体系建设，实现农产品在生产流通各环节的品质可控性和安全

性。 

（二）完善冷链物流标准体系 

重点制定和推广一批农产品冷链物流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

建立以 HACCP 为基础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积极推行质量安全认

证和市场准入制度。一是制订各类生鲜农产品原料处理、分选加

工与包装、冷却冷冻、冷库储藏、包装标识、冷藏运输、批发配

送、分销零售等环节的保鲜技术和制冷保温技术标准。制定冷链

各环节有关设施设备、工程设计安装标准；二是围绕生鲜农产品

质量全程监控和质量追溯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制定数据采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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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换、信息管理等信息类标准；三是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

HACCP、GMP、GAP（良好农业规范）、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

质量安全认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四是对于肉类、水产品等密

切关系居民消费安全的产品，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 

（三）建立主要品种和重点地区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鼓励肉类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积极发展覆盖生产、储存、

运输及销售整个环节的冷链，建立全程“无断链”的肉类冷链物

流体系。重点发展猪肉冷链物流，减少生猪活体的跨区域运输，

积极发展从中部、华南地区到珠三角、长三角、港澳等沿海地区，

从东北地区到京津地区的冷链物流体系。围绕肉类屠宰加工企

业，加快大中城市猪肉冷链配送发展，推广品牌冷鲜肉消费。积

极发展牛羊肉冷链物流，逐步完善从中部地区到京津、环渤海和

长三角地区，西北地区到中亚和中东市场，西南地区到华南地区

的牛羊肉冷链物流体系。 

加快推广水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积极培育长三角、珠三

角和环渤海地区为重点的水产品产销集中区，进一步完善水产品

超低温储藏、运输、包装和加工体系，促进远洋等高端水产品消

费。积极推动黄淮海、东南沿海、长江流域等水产品优势产区到

中西部大中城市的水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提高内陆居民水产品消

费量。 

逐步推进果蔬冷链物流发展。适应市场需要，选择部分高价

值的特色蔬菜、水果，推广产后预冷、初加工、储存保鲜和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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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技术，发展一体化冷链物流，建立跨地区长途调运的冷链物

流体系，促进反季节销售。积极推动苹果、柑橘、葡萄、香梨、

热带水果等特色水果产区到大中城市的水果冷链物流体系，以及

蒜苔、芦笋等反季节蔬菜和特色蔬菜的南菜北运、东菜西输冷链

物流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乳制品、冰淇淋、速冻产品等其他产品

的冷链物流发展。 

（四）加快培育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 

培育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先进、核心竞

争力强的大型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大型生鲜农产品生产企业从生

产源头实现低温控制，积极发展冷链运输和低温销售，建立以生

产企业为核心的冷链物流体系。鼓励企业在产地、销地建设低温

保鲜设施，实现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冷链物流的高效对接。鼓励

大型零售企业加快生鲜食品配送中心建设，在做好企业内部配送

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冷链物流中心。 

（五）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冷链物流企业加快各类保鲜、冷藏、冷冻、预冷、运输、

查验等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从关键环节入手，重点加强批发

市场等重要农产品物流节点的冷藏设施建设，在大中城市周边加

快规划布局一批生鲜农产品低温配送和处理中心；大力改善农产

品加工环节的温控设施，建设经济适用的农产品预冷设施；配备

节能、环保的长短途冷链运输车辆，推广全程温度监控设备；完

善与冷链物流相配套的查验与检测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应用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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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检测设备和试剂。 

（六）加快冷链物流装备与技术升级 

加快节能环保的各种新型冷链物流技术的自主研发、引进消

化和吸收，重点加强各种高性能冷却、冷冻设备，自动化分拣、

清洗和加工包装设备，冷链物流监控追溯系统、温控设施以及经

济适用的农产品预冷设施、移动式冷却装置、节能环保的冷链运

输工具、先进的陈列销售设备等冷链物流装备的研发与推广，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不断提高冷链物流产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和技术水平。 

（七）推动冷链物流信息化 

依托各类生鲜农产品优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区和大中城市等

集中消费地区，建立区域性各类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优化配置冷链物流资源，为建立

冷链物流产品监控和追溯系统奠定基础。鼓励市场信息、客户服

务、库存控制和仓储管理、运输管理和交易管理等应用系统软件

开发，健全冷链物流作业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发布系统，全面提

升冷链物流业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推广应用条型码、RFID（无

线射频识别）、GNSS（全球定位系统）、传感器技术、移动物流信

息技术、电子标签等技术，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生鲜农产品质

量安全全程监控系统平台。明确冷链物流信息报送和信息交换的

责任机制，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冷链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提高

行业监管和质量保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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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工程 

（一）冷库建设工程 

鼓励肉类和水产品生产企业、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零售企业等经营主体，在技

术改造和充分利用现有低温储藏设施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一批设

施先进、节能环保、高效适用的冷库，满足全社会对储藏设施的

急需。到 2015 年，推动全社会通过改造、扩建和新建，增加冷

库库容 1000 万吨。 

（二）低温配送处理中心建设工程 

鼓励冷链物流企业在大中城市周边规划建设一批具有低温

条件下中转和分拨功能的配送中心，集中完成肉类和水产品分

割、果蔬分拣以及包装、配载等处理流程，形成冷链长短途有效

衔接、生产与流通环节紧密联系的物流体系，促进其与上游的屠

宰加工企业、批发市场以及下游的超市等零售市场协同推进冷链

发展。 

（三）冷链运输车辆及制冷设备工程 

鼓励大型冷链物流企业购置冷藏运输车辆，到 2015 年，争

取全社会新增冷藏运输车 4 万辆，大幅度提升冷链物流企业的冷

链运输能力，提高我国生鲜农产品的冷链运输率；鼓励肉类和水

产品加工、流通和销售企业购置预冷保鲜、冷藏冷冻、低温分拣

加工、冷藏运输工具等冷链设施设备，提高冷链处理能力，逐步

减少“断链”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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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冷链物流企业培育工程 

根据我国生鲜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格局，重点培育一批

发展潜力大、经营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企

业。采用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其创新物流服务模式，加强资源

整合，拓展物流服务网络，强化资产重组与战略合作。 

   （五）冷链物流全程监控与追溯系统工程 

按照规范化、标准化运作的要求，建设全程温控和可追溯系

统，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管理和市场交易信息平台，建立便捷、

高效、低成本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追溯系统。 

   （六）肉类和水产品冷链物流工程 

加快肉类特别是猪肉，以及水产品的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鼓

励大型肉类和水产品企业改造生产流水线及温控设施，加强产品

排酸、预冷等低温初加工设施建设，积极推广肉类和水产品冷藏

运输和全程监控技术，推动零售环节超市、大卖场冷柜销售方式，

形成“无缝化”连接的肉类冷链物流体系。加强中央直属猪肉储

备冷库和地方猪肉储备冷库建设，依托企业冷库完善猪肉储备体

系，提高政府对猪肉市场的调控能力。 

（七）果蔬冷链物流工程 

加强果蔬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重点加强分级、包装、预冷等

商品化处理和冷藏储存环节建设，推动主要产区果蔬产品冷链物

流设施条件的改善；大力发展冷藏运输，逐步提高果蔬产品冷藏

运输能力；完善主销区果蔬冷链配送设施建设，发展具有集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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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跨区域配送能力的现代化果蔬配送中心。鼓励大型果蔬农产

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果蔬储运营销企业加快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积极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第三方果蔬冷链物流服务

企业。 

（八）冷链物流监管与查验体系工程 

完善冷链物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中转、进出口等主

要环节的监管和查验基础设施建设。在冷链建设重点工程中，同

步建设监管和检测设施。依托现有监管和检测资源，进一步提高

主要生产基地、加工基地、配送中心、中转中心、进出口口岸的

查验和检测能力，提高监管水平，保障产品质量和安全。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协调 

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环节多、产业链长，是一个跨部门、

跨行业、跨区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与支持。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统一组织

规划实施，协调解决冷链物流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确

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二）完善政策 

兼顾农产品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的特点，完善企业营业税差

额纳税试点办法，扩大政策享受范围。对冷库建设新增用地，要

在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用地。简化冷链物流企

业设立时的前置审批手续，放宽对冷链运输车辆的城市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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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充分考虑冷链运输车辆因增加保温车厢和制冷机组使自重增

加的特殊情况，合理确定运输车辆的载重量；支持冷藏运输车辆

跨区域加盟，在车辆审验、车辆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对冷链物

流企业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与工业企业基本实现同价。 

（三）整合资源 

通过企业兼并重组、参股控股、合资合作等方式，整合现有

生鲜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批发市场、冷链物流企业以及港口、

码头、航空航运交通枢纽的冷链物流资源，加快升级改造步伐和

配套协作，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大型低温物流中心，并采用现

代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运作模式，提高冷链物流整体质量与效

率。 

（四）增加投入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企业加

大投入，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中央和地方政府可对大型冷藏保

鲜设施、冷藏运输工具、产品质量认证及追溯、企业信息化等重

要项目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扶持。要多方面拓宽农产品冷链物流企

业的融资渠道。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企

业要加大融资支持，并做好配套金融服务。 

（五）鼓励创新 

加强对冷却冷冻、冷藏和信息化管理等冷链物流技术和设备

的创新与研发，对农产品冷链物流新工艺新技术、新型高效节能

的大容量冷却冷冻机械、移动式冷却装置、大型冷藏运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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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运输车辆专用保温厢和质量安全追溯装置等进行集中攻关

与研制。 

（六）培养人才 

引导和推动高等学校设置冷链物流相关学科专业、开设相关

课程，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职业教育，并建立交叉研究机构鼓励

扶持行业协会、企业及有关高校结合国内外实践开展冷链物流职

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形成多层次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建

立农产品冷链物流行业的人才激励与柔性机制，推动高素质人才

队伍建设。将“农产品冷链物流”作为“农产品营销与储运”专

业的专业（技能）方向增加至新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 

（七）完善法规与监督 

完善冷链物流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制定力度；建立以 HACCP 为基础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制定与

国际接轨的冷链物流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充分发挥现有部门和

机构的作用，补充完善检测项目和内容，建立全程质量检查与监

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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