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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工业物流，它的理念是：以集中采购为主，零部件加工为核心，为工业企业产品出口搭建

平台，引导仓储、运输、配送企业发挥协同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果，降低企业

间的互动成本，面向全球工业企业提供延伸和成套服务的系统工程。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合适的工业物流平台，不仅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

学的管理经验，而且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起民族工业。工业物流的大普及，使得

信息化、工业化创新能力较低国家的竞争能力被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

加快改革步伐，抓紧各自的工业物流平台构建，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科技竞争能力，以获

得新的发展。

       当然，工业物流也不是万能的，并不意味其适用于所有的领域。包括国防、海洋、航天等

高新产业由于其自身保密性、高精密性等一些特点，并不适合于融入工业物流平台中，这一

点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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