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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89_A9_c31_636388.htm 在商流与物流合一的情况下，

两者的流通路线和经过的流转环节是一致的。因此，商流的

渠道与环节，决定了物流的渠道与环节。批发物流与零售物

流是商业物流系统的两大环节。商业物流系统由采购子系统

、储存子系统、流通加工子系统、配送子系统、信息子系统

五大部分组成。 第一节 我国的商品流通渠道与环节 一、商品

流通渠道 商品流通渠道是指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

过程中所经过的流转路线和所经过的经济组织。 商品流通渠

道在商业运行和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相似人体的血液循环

系统。流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显示市场和整个经济生活的活

力，保证商品源源不断地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 现阶

段我国商品流通渠道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产销合一的渠道

。又称产销直接联系的渠道。是由生产者把商品直接卖给消

费者，不需要商人或企业部门在买卖中间作媒介。 (二)产销

分离渠道。又称商业渠道。它是由商业部门来组织商品流通

的全过程。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首先由批发部门和零售部门

进行收购。经过运输、储存、加工、编配等活动，通过批发

商业和零售商业的形式或环节，先后转卖到消费者手中。这

种渠道是商业运行的主要渠道。 (三)产销结合的渠道。它是

由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先后有序地共同组织完成商品流通的

全过程。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先由生产部门的推销机构完成

一般商品流通过程，再由商业部门继续完成商品流转的其它

过程，直到最后卖给消费者。 上述商品流通渠道，按照具体



的商品流转路线不同，又有多种具体的组织形式。在我国，

产销直接联系的渠道包括农村集市贸易、城乡农贸市场、生

产单位的自销门市部或其销售机构和某些大型专用设备的定

点供应等。商业渠道则包括：(1)经过零售商业为媒介的，如

厂店挂钩：(2)经过单个批发和零售环节为媒介的，主要是地

产地销商品.(3)经过多个批发环节和单位个零售环节为媒介的

，如某些集中生产分散消费的工业品或分散生产集中消费的

农产品，往往要经过产地批发环节到中转地、集散地和销售

地批发环节，最后再经过零售企业出售给消费者。产销结合

的渠道则包括有：生产部门的销售机构只经营产地批发，或

经营中转批发，或进一步经营销地批发。经过上述批发，再

由商业企业经营。 二、商品流通环节 商品流通环节是商品流

通过程中的传运点，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运动，是通过流通

渠道中各职能环节依次传递而形成的。主要有三个环节： (

一)批发环节 是商品大批量在流通中转移的流通环节，这一环

节主要由生产推销部门、商业批发企业、代理商、经纪人、

贸易货栈、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所构成。批发环节俭于流通渠

道的始端和中间部位，其社会功能在于把分散在各地的生产

企业的产品输入流通过程中，并完成商品在流通过程中间阶

段移动的任务。因此，商业批发企业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的衔接纽带，是社会产品进入流通的第一阀门。同时，由批

发关口进入的商品，决定商品流通输出的程度与速度，进而

决定整个商品流通的效率。商品在流通过程的运动，有可能

经过多次批发环节，把商品送到更运的地点，如我国的一级

站、二级站和三级批发企业。 (二)零售环节 是直接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及服务的环节，包括生产企业所设的门市部、商业



零售企业、个体商贩、各部门所设的小卖部、服务社等。零

售环节位于商品流通终端，是流通过程与消费领域的结合点

，也是商品流通的最后关口。当商品经过零售送达消费者手

中，商品运动也就最后终止。 (三)仓储环节 商品在流通过程

中的停留，形成商品储存。合理地组织商品储存，保证商品

储存量和商品储存结构合理化，对于保证商品流通顺利地进

行，缩短流通时间，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通费用，具有重

要作用。 根据商品流通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可以将商品的

流通路线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1生产者i消费者. 2、生产者

一零售商i消费者. 3、生产者i销地批发商*零售商一消费者 4、

生产者一中转批发供应站、销地批发商一零售商一消费者. 5

、生产考一采购供应站一中转批发供应站一销地批发商零售

商一消费者.以上的商品流通路线，也是商品物流的流转方向

。 三、当前我国商业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一)批发企业存

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国营批发企业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营批发企业内部机制僵化，经营方式几

十年一贯制，与变化了的市场环境极不适应。目前批发领域

由于行政和行业的分割与封锁，存在秩序混乱、效率低、服

务差等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健康发展

。因为要维持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首先要求批发商业以最

短的时间特产品由生产环节转到零售环节。同时，要实现商

品流转的高效率，就必须冲破其中各种行政、行业的分割与

封锁，形成全国畅通无阻的大市场、大流通，各种批发渠道

各司其职，有序进行，这样才能保证流通的高效与畅通。批

发企业要达到高效、畅通、有序地组织商品流通，其中要有

适应现代化经济运行方式及速度的商流、物流组织体系这一



必备的条件。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商品流量巨大，流域广

阔，单靠工厂自销，个体自营小批发，难以做到高效、畅通

和有序，只有以大规模、现代化水平的专业批发为骨干，以

众多小批发为补充，各展其长，形成合力，才能维持社会再

生产的良性循环。实践表明，专业批发的存在，是商品经济

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这是由生产者与零售商在商品交换

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位差与时差决定的。如各种日用商品，

一个品种齐全的大零售店或专卖店要经营全国乃至世界上几

十种、上百种品种、规格，自然需要由批发商为其组合编配.

对一地生产，全国销售的商品，除大零售商以外，不可能所

有零售店都去生产厂进货，需要通过批发商中转集散.还有许

多商品是常年生产，季节消费，也需要通过批发进行组合调

剂。所以专业批发商的存在与发展，是生产消费的差异决定

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况且，我国地域辽阔、区域

间的经济发展与消费的结构差异大，日用消费品生产相对集

中，消费地域相对分散，这都决定了专业批发仍然是社会商

品流通的骨干力量，其职能和作用不能完全由工业自销或产

供销一体化所代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以专业批发

为骨干，组织高效、畅通、有序的商品流通，但现有的国营

批发商业仍未完全改变旧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存在环节

多、手续繁、服务差、库存大，周转侵等弊端。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不但门类增多，且向系列化发展

。如家用电器、化妆品、洗涤用品、服装等。这些迅速发展

的商品"大家族"，要在全国及国际市场上流通，需要快速的

物流与资金流和配套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需要有运储设

施先进、技术高超，服务手段健全的专业批发商作为生产厂



可靠的经销、代销批发商。而目前我们的大批发仍然是"企业

大而全，专业小而弱"，使生产厂及零售商都感到"靠不住".这

种经营组织结构，必须全面拆除，重新构造。创新经营方式

，重建流通网络，加强批发、零售之间的关系，目前的可行

办法就是发展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开展配送业务。商业配

送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业企业具有点多、面广、

小型、分散的特点，国营批发商业发展配送业务，对提高整

个社会商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和加速商品流转，具有重要作

用。 l、有利于理顺批零关系，加速商品流转。在传统体制下

，批发和零售企业间有明确的分工。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

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批零企业问在经营范围上相互渗透

，购销关系也作了较大调整。零售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往往

越过批发直接从工厂进货。应该说大城市中的大中型零售企

业和中小城市的名店、特店，有条件的直接从工厂进一部分

货，有利于减少流通环节，但现在不少中小零售商店也不顾

自身条件，纷纷甩开传统进货渠道，盲目自采。结果是国营

批发企业供货单位减少，市场占有率下降.零售企业进货成本

增加，货不对路，商品积压，总体流通效益下降。因此发展

商业配送有利于理顺批零关系。配送企业通过努力扩大供应

范围、供应对象、供货额，通过提供一系列服务方便客户，

形成较大吸引力，从而扩大购销，提高企业效益.客户从配送

中心进货，随要随送，特别是对零售企业来说，其库存可以

压缩到最低限度，甚至不需要库存，也能保证商品供应不断

。这有利于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通费用，

从而提高零售企业的经济效益。 2、有利于批发业与仓储业

的联合 我国传统商业多采用商流、物流分离的形式。即商业



企业负责商流，储运企业负责物流。不管是商流管理还是物

流管理，从横向来说分属于商业、粮食、供销、物资、外贸

等部门，从纵向来说又分属于中央、省(市)、地、县等层次

。在一个地区和部门，又分为若干分支单位，各单位都有自

身特定利益。结果是储运设施重复建设，利用率低，浪费严

重，这在客观上要求 批发企业与储运企业走联合之路。其中

发展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则是进行联合的一种重要形式。批

发企业通过改革转变为物流中心或配送中心，面向小型批发

和零售企业，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商品和优质服务，必将有利

于批发企业扩大销售，夺回失去的市场，从而提高自身效益

。储运企业通过与批发企业联合，共同发展配送业务，可以

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加速商品流转。 3、有利于提高经济效

益 目前，由于流通无序，各零售企业为了组织货源，采购人

员四处出击，加上各种商品松紧程度不一，为加大保险系数

，各企业普遍加大商品库存，这既增加了费用，又使企业难

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调研和商品销售上，国营批发企业通

过发展配送业务，可以把众多零售企业的商品采购、商品储

存和商品运输活动集中起来，由批发企业来承担。这有利于

降低进货成本，减少商品库存，加速资金周转，从而减少资

金占用和利息支出。 (二)当前我国零售商业存在的问题及出

路 目前，我国的零售商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零售商业网点

布局缺乏总体规划.管理体制不完善.政企不分.组织结构不合

理.零售企业的规模基本上处于散、小、偏、弱的状态，经营

能力偏小，规范化联合组织偏少等。为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 我国零售商业将有以下发展趋势： 1、大型零售企业向集

团化、股份化发展商业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商业企业的竞争



能力和灵活性，而同时依靠集中计划和行政手段联合企业的

纽带已经弱化甚至割断，国营商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整体

优势削弱。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生

产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与商业企业组织化程度降低之间的矛

盾，而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就是实现商业集团化。

以零售企业为主的企业集团的发展，有利于生产与经营要素

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而商业企业集团要使其规模效益得

以充分发挥，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物流中心或配送中心，开展

配送业务。企业集团与储运部门联合或利用自己的仓库、储

运设施建立起来的配送中心，对企业集团中的各零售企业进

行统一的进货、分拣、配送，可以大大降低企业集团总的流

通成本，取得良好的整体效益。 2、大量的中小型零售企业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在我国零售商业中，中、小型企业占绝大

多数，它们的专业化程度本来就很低，而且日趋严重。近年

来，由于价格和利益机制调整中的问题。一些原来的专业商

店，也都改为"综合经营"，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许多城市

商业中心基本上是大型百货商店的大规模综合经营和一系列

中小商店的小规模"综合经营"，致使许多中小型零售企业陷

入困境。因此，推行部分中小型零售企业实行专业化、连锁

化，是中小型零售企业从目前面临的困境中走出来的一条有

效之路，它可以提高这些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它们在市

场中的竞争能力，同时对改善流通整体结构的长远战略也有

很大意义。这些专业商店经营的商品品种不多，但经营的商

品大类中的商品、花色、款式一应俱全，这就决定了其订货

的多批次、少批量，勤进快销。因此，专业店不可能自己一

一从商品的产地进货。专业店、连锁店建立自己配送中心也



是一条必由之路。 3、非店铺零售将得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时间的减少，人们愿意以

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旅游等活动，不愿去交通拥挤、空气

混浊的闹市游逛.商品广告、品脾咨询、质量保证等已相当可

靠，消费者对媒体介绍的商品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时，非店铺

零售将出现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美国目前非店铺零售已占

全部销售的12%，预计到本世纪末将有三分之一的商品零售

通过非店铺渠道出售。目前，非店铺零售的形式主要有：邮

寄目录销售、直接邮购、电话购货、电视购物、人员上门销

售等形式。而非店铺零售的发展要通过商品的配送来保证。 

第二节 商业物流组织机构 一、我国商业物流组织机构发展概

况 (一)仓储公司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发展很快，

随着购销业务量的增加，仓库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当时商

业系统的仓库都由各专业公司分别管理，因为互相不能调剂

使用，淡旺季节忙闲不均，利用宰相当低。1953年商业部作

出了"关于改革仓储工作的决定"，自该年4月份起，全国中等

以上城市国营商业系统仓库，除专用仓库(如油池、油灌、煤

炭、冷藏等)和经常加工仓库、门市部附属仓库，必须保留作

为附属仓库外，其多余部分及所有批发仓库，都交仓储公司

经营，到4月底，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

沙、西安、重庆、哈尔滨等城市都成立了仓储公司。各地仓

储公司成立后，减少了因各仓库忙闲不均的现象。同时由于

加强了专业管理，制定了仓库面积定额，充分发挥了仓库的

使用效能。 (二)运输站的建立 1955年商业系统采取了加强批

发业务，专业机构分细的措施，如上海百货站分为百货、文

化、针织三个站。机构分细后，商品运输也就分散了，办理



运输的人员相应增多，整车发运的比重相对下降，物流费用

增加。对此，上海提出了"机构分细，货运集中"的意见，并

对集中运输进行试办。由于发挥了集中托运的优势，铁路整

车发运比重提高，待运时间缩短。不但减少了人员编制，提

高了搬运工具和仓库的使用效率，也降低了物流费用。同

年12月，商业部印发了上海集中办理运输的经验。此后，各

地也先后成立了商业运输站。在铁路运输方面，各地运输站

采取了合装整车的方法，在到站由当地运输站统一收货后，

转交给各要货单位.当地未设立运输站的，则由当地指定一个

单位作为统一收货人。 (三)储运公司的成立 为了加强储存与

运输之间密切联系，1958年10月上海仓储公司和运输站进合

并。来源百考试题网/成立储运公司后，实行了提货发货统一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此同时，不少地区也成立了储运

公司。1960年2月在全国储运工作会上，商业部提出建立统一

的储运业务机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储运网的要求。同年

国务院在批转商业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和健全储运网，是

全面地、节约地使用运输力和仓储设备的一个好办法"，对集

中储运业作了充分肯定。 (四)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的提

出 1960年的全国储运工作会议，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会议。当时由于过于强调了集中的好处，形成了一哄而起的

现象。在1962年的储运工作会上，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 会议指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储运业务集中办理后的

好处很多，方向是对头的。但是在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手续

层次多和流转倡等现象"，"储运业务既不能集中过多，又不

能过分强调分散"，并且提出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

还提出了在大中城市应当集中一部分仓库、运输工具和运输



业务，在交通要道和中转地区，一般应当集中办理的具体意

见。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又陆续恢复和

建立了储运公司。但是在"文革"期间，许多地区的储运专业

机构又被撤并。直到1978年在承德召开的全国储运会议上，

商业部又一次提出要"统一办运输，集中管仓库，成立专业储

运企业，逐步建立和健全商业储运网".在1980年储运会议上又

提出了"既防止过分集中，也防止过分分散"的意见。 (五)体制

改革后的商业物流 在商业系统内部实行集中办理物流业务，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仍然是部门所有、封闭式的管理格局，不

利于充分发挥物流设施的使用效能。为此，国家提出了仓库"

应该面向社会，谁用谁付费，提高利用率"的意见，商业部也

作出了物流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决定。在各系统冲破了部门所

有、封闭式的管理体制，初步实现物流社会化的同时，社会

性的仓储、运输业，作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也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 仓储市场和运输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使

商业物流机构也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各专业公司自办物流的

比重，也有了较大的增加。系统内的竞争的出现，有利于物

流设施的充分利用，有利于物流质量的逐步提高，也有利于

物流成本的进一步 二、商业系统物流组织形式与机构 (一)集

中形式 即采取集中形式办理商品物流业务的物流企业，是一

个独立核算单位，一般称为储运公司或储运站。它担负着若

干个批发公司、批发站的商品物流业务，统一办理储存、运

输、配送等物流工作。 集中办理物流业务的特点： 1、有利

于提高仓库的使用效能。仓库由各专业批发公司分别管理，

造成了忙闲不均，仓库利用率低。储运公司集中管理仓库，

可以起到调剂各专业公司淡旺余缺的作用，充分发挥仓库的



使用效能。 2、有利于与交通运输部门的联系协作，提高车

胎装载率，加速商品发运。实行集中运输，改变了各专业批

发公司、批发站分别向铁路、港口部门托运的多头运输，由

储运公司统一与运输部门对口联系，可以做到密切配合，加

强协调，加速商品发运。同时，对加强合理运输，提高整车

比重，组织轻重搭配，有利于提高车船装载率，使运力得到

充分利用。 3、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集中

办理物流的物流企业，作为一个独立核算单位，有它自己的

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必然致力于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降低物流费用。同时，集中办理物流业务后，仓

库、汽车、专用线等物流设备的利用率，得以大大提高。通

过组织合理运输和合装整车等措施，也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

支出。 4、有利于物流的现代化和专业人才的培养 (二)分散形

式 即采取分散形式办理物流业务的机构，它是商业经营企业

的一个专业部门，一般隶属于专业批发公司或批发站，如市

公司、地区公司以及大型零售商店或专营店的储运科、储运

组和车队、仓库等，直接为本单位的商品流通服务。从全国

来看，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物流业务，由专业批发公司、批发

站及大型零售商店或专营店分散管理。 分散管理物流业务的

特点 l、有利于购销业务的配合。专业公司自办物流业务，购

销业务与物流业务的联系，是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购、

销、运、存各个环节之间配合比较密切，指挥比较方便。即

使相互之间遇有矛盾，在一个单位解决也比较方便。 2、适

合于零星商品的运输和储存。一般中小型商业批发企业和大

型的零售商店，所经营的商品规格繁多、批次零星、吞吐频

率高.有时还要拆箱发零。储存在仓库内还需要有货架、拆箱



打包等装置和设备.在仓容使用上也较难与其他单位进行调剂.

有的则是实行"仓批合一"，批发站与所属仓库合在一处，商

品供应范围大部都是在当地，市内运输比较方便。属于或类

似于这种性质的机构，由商业经营部门自行分散管理较为有

利。 3、适合于对有特殊性能商品的运输和储存。有的商业

经营部门，所经营商品的性能较为特殊，对商品储存和养护

条件较高，也不适合于与一般商品堆放，在商品运输上也不

宜与其他商品拼车发运，或在运输时间上要求很高，对这类

商品运输和储存都适宜于分散管理。 (三)物流机构的组织形

式 l、以储存型为主要职能的物流机构 (1)批发仓库 主要是储

存商业批发部门收购进来的商品，然后向零售商店或其它商

业批发部门陆续供应。根据要货单位的要求，一般需要办理

商品的编配、拆零、分装、改装等业务。这类仓库的业务特

点是数量大、批次多、吞吐频率高，大多设在消费地。 (2)零

售仓库 主要是为零售商店短期存货。零售部门从批发部门进

货后，一般要进行必要的拆包、检验、分类、分级，或进行

分装、改装所进行的加工。这类仓库一般附设在零售商店内

。规模大的零售商店可以在附近专设零售仓库。 (3)商业企业

附属仓库 这类仓库由商业部门的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直接领

导。 这种仓库能密切配合购销，有利于商业企业开展业务活

动。由于这类仓库是一个商业企业独家使用，不利于充分发

挥仓库的利用效率。 (4)商业物流企业所属仓库 这类仓库为多

个商业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提供储存商品服务，是商业部门

集中管理仓库的一种形式。由于统一使用仓容，仓库的利用

率较高。 (5)储备仓库 主要是储存常年生产、季节消费，或季

节生产、常年消费的商品。这类仓库可以设在商品运动的起



点，也可以设在商品运动过程的终点。储备仓库对商品的养

护要求较高。 (6)中转仓库 主要是解决商品在运输途中，由于

换装运输工具暂时停留的需要。这类仓库一般设在车站、码

头附近。也有一部分中转仓库与当地物流部门所属仓库结合

在一起使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