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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企业物流》是上海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物流管理专业本科段的一门主干课程。 

《企业物流》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供应链管理与物

流管理、企业物流管理、企业物流管理模式选择、企业物流组织设计、企业物流网络布局、

物流服务提供商的选择与管理、面向供应链的企业物流协同管理和企业物流能力。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可以使物流管理专业的应考者对企业物流管理的主要内容有个全面的了解和系统

的掌握，为后续物流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企业物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学会

用企业物流的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企业物流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培养现代化企业物流管理

人才。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物流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后续课程有物流系统工程、物流规划、供应链物流

学。 

 

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供应链管理与物流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物流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供应链管理、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的基本内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供应链管理的基本内容 



（1）供应链的概念（2） 供应链的结构模型（3）供应链管理的概念（4）供应链管理

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物流管理的基本概念 

（1）物流活动（2）物流管理的定义（3）物流管理的发展历史（4）物流的分类（5）

物流管理的功能 

第三节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管理（2）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管理发展趋势 

三、考核知识点 

（一）供应链管理的基本内容 

（二）物流管理的基本概念 

（三）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四、考核要求 

（一）供应链管理的基本内容 

识记：（1）供应链的概念（2）供应链管理的概念 

领会：（1） 供应链的结构模型（2）供应链管理的主要内容 

（二）物流管理的基本概念 

识记：（1）物流管理的定义（2）物流的分类 

领会：（1）物流活动（2）物流管理的发展历史（3）物流管理的功能 

简单应用：（1）现代物流与传统储运的区别 

（三）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简单应用：（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管理 

综合应用：（1）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管理发展趋势 

 



第二章 企业物流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企业物流管理的基本概念、企业物流类型，了解企业物流管理与供应链快速响应

战略、我国企业物流管理现状与改进。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企业物流管理的概念 

（1）企业物流管理 （2）企业物流管理的活动范围 （3）物流管理在企业竞争中的作

用（4）供应链背景下企业物流系统优化  

第二节 企业物流类型 

（1）流入物流——企业供应物流（2）内部物流——企业生产物流组织（3）流出物流

——企业销售物流（4）逆向物流——企业回收物流  

第三节 企业物流管理与供应链快速响应战略 

（1）供应链快速响应战略（2）快速响应供应链的内涵（2）快速响应供应链对企业物

流管理的要求 

第四节 我国企业物流管理现状与改进 

（1）企业物流管理问题的主要表现（2）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措施 

三、考核知识点 

（一）企业物流管理的概念 

（二）企业物流类型 

（三）企业物流管理与供应链快速响应战略 

（四）我国企业物流管理现状与改进 

四、考核要求 

（一）企业物流管理的概念 



识记：（1）企业物流管理  

领会：（1）企业物流管理的活动范围 （2）物流管理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 

简单应用：（1）供应链背景下企业物流系统优化  

（二）企业物流类型 

识记：（1）流入物流——企业供应物流（2）内部物流——企业生产物流组织（3）流

出物流——企业销售物流（4）逆向物流——企业回收物流  

（三）企业物流管理与供应链快速响应战略 

领会：（1）快速响应供应链的内涵（2）快速响应供应链对企业物流管理的要求 

简单应用：（1）供应链快速响应战略 

（四）我国企业物流管理现状与改进 

综合应用：（1）企业物流管理问题的主要表现（2）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措施 

第三章 企业物流管理模式选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类型与选择，了解企业物流外包管理模式的优势与阻力、企

业物流外包管理的风险与防范。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类型 

（1）企业物流管理的目标（2）企业物流管理模式（3）三种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比较 

第二节 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选择 

（1）企业物流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2）企业物流管理模式选择的策略 

第三节 企业物流外包管理模式的优势与阻力 

（1）物流外包的优势分析（2）影响物流外包的外部制约因素（3）影响物流外包的内

部阻力 



第四节 企业物流外包管理的风险与防范 

（1）物流运作中的风险（2）物流外包风险的几种表现形式（3）物流外包的风险防范 

三、考核知识点 

（一）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类型 

（二）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选择 

（三）企业物流外包管理模式的优势与阻力 

（四）企业物流外包管理的风险与防范 

四、考核要求 

（一）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类型 

领会：（1）企业物流管理的目标（2）企业物流管理模式 

简单应用：（1）三种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比较 

（二）企业物流管理模式的选择 

领会：（1）企业物流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综合应用：（1）企业物流管理模式选择的策略 

（三）企业物流外包管理模式的优势与阻力 

领会：（1）物流外包的优势分析（2）影响物流外包的外部制约因素（3）影响物流外

包的内部阻力 

（四）企业物流外包管理的风险与防范 

简单应用：（1）物流运作中的风险（2）物流外包风险的几种表现形式（3）物流外包

的风险防范 

第四章 企业物流管理组织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的基本问题，了解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特征分析、企业物流管理

的组织结构和企业物流管理组织变革的实例分析。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特征分析 

第二节 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的基本问题 

（1）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的作用（2）传统物流管理组织结构的弊端（3）企业物流组织

结构形式的变化 

第三节 企业物流管理的组织结构 

（1）简单功能集合的物流组织形式（2）物流职能独立的组织形式（3）一体化物流管

理组织形式（4）矩阵式组织（5）网络结构组织 

第四节 企业物流管理组织变革的实例分析 

（1）海尔物流推进本部的成功案例（2）成功实施新的物流管理组织模式的启示 

三、考核知识点 

（一）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特征分析 

（二）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的基本问题 

（三）企业物流管理的组织结构 

（四）企业物流管理组织变革的实例分析 

四、考核要求 

（一）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特征分析 

领会：（1）传统企业组织的金字塔结构 

（二）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的基本问题 

领会：（1）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的作用（2）企业物流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化 

简单应用：（1）传统物流管理组织结构的弊端 



（三）企业物流管理的组织结构 

领会：（1）简单功能集合的物流组织形式（2）物流职能独立的组织形式（3）一体化

物流管理组织形式（4）矩阵式组织（5）网络结构组织 

（四）企业物流管理组织变革的实例分析 

综合应用：（1）海尔物流推进本部的成功案例（2）成功实施新的物流管理组织模式

的启示 

第五章 企业物流网络布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物流网络布局、影响物流网络布局决策的因素。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物流网络布局概述 

（1）物流网络布局的概念（2）物流网络布局的意义与价值（3）物流网络布局的内容 

第二节 影响物流网络布局决策的因素 

（1）经济因素（2）非经济因素 

三、考核知识点 

（一）物流网络布局概述 

（二）影响物流网络布局决策的因素 

四、考核要求 

（一）物流网络布局概述 

识记：（1）物流网络布局的概念 

领会：（1）物流网络布局的意义与价值（2）物流网络布局的内容 

（二）影响物流网络布局决策的因素 

 领会：（1）经济因素（2）非经济因素 



第六章 物流服务提供商的选择与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物流服务提供商及其选择、物流服务提供商合作过程的管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物流服务提供商 

（1）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概念（2）企业与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关系 

第二节 物流服务提供商的选择 

（1）选择物流服务提供商应考虑的问题（2）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伙伴类型（3）选

择物流合作伙伴的主要考虑因素（4）物流合作伙伴选择的评价准则 

第三节 物流服务提供商合作过程的管理 

（1）企业应尽的义务（2）物流服务提供商应尽的义务（3）违约责任设置 

三、考核知识点 

（一）物流服务提供商 

（二）物流服务提供商的选择 

（三）物流服务提供商合作过程的管理 

四、考核要求 

（一）物流服务提供商 

识记：（1）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概念 

领会：（1）企业与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关系 

（二）物流服务提供商的选择 

领会：（1）选择物流服务提供商应考虑的问题（2）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伙伴类型

（3）选择物流合作伙伴的主要考虑因素 

简单应用：（1）物流合作伙伴选择的评价准则 



（三）物流服务提供商合作过程的管理 

简单应用：（1）企业应尽的义务（2）物流服务提供商应尽的义务（3）违约责任设置 

第七章 面向供应链的企业物流协同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供应链物流协同管理的概念、企业物流协同运作模式与组织方式，了解 Supply Hub

运作模式与管理主体、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模式、基于 Supply Hub 的第

三方物流协同运作组织构建。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供应链物流协同管理的概念 

（1）协同的内涵（2）供应链协同的概念框架与特征要素（3）供应链协同的层次与主

要内容（4）供应链协同运作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企业物流协同运作模式与组织方式 

（1）传统的 VMI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2）基于 Supply Hub的物流协同运作模型（3）

基于 Supply Hub的供应链物流协同运作驱动力（4）Supply Hub物流协同运作模式的价值

体现 

第三节 Supply Hub运作模式与管理主体 

（1）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运营主体（2）第四方物流作为运营主体（3）核心制造商作

为运营主体（4）由某大型供应商或者几个供应商联合体作为运营主体 

第四节 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模式 

（1）基于 Supply Hub 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的方式（2）3PL—Hub模式实施的前提条

件（3）3PL—Hub模式对供应链上游各方的影响 

第五节 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组织构建 



（1）基于 Supply Hub 的第三方物流协同组织设计（2）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

流协同组织运作管理（3）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关系维护 

三、考核知识点 

（一）供应链物流协同管理的概念 

（二）企业物流协同运作模式与组织方式 

（三）Supply Hub运作模式与管理主体 

（四）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模式 

（五）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组织构建 

四、考核要求 

（一）供应链物流协同管理的概念 

领会：（1）协同的内涵（2）供应链协同的概念框架与特征要素 

简单应用：（1）供应链协同的层次与主要内容（2）供应链协同运作的基本内容 

（二）企业物流协同运作模式与组织方式 

领会：（1）传统的 VMI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2）基于 Supply Hub的物流协同运作模

型（3）基于 Supply Hub的供应链物流协同运作驱动力 

简单应用：（1）Supply Hub 物流协同运作模式的价值体现 

（三）Supply Hub 运作模式与管理主体 

领会：（1）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运营主体（2）第四方物流作为运营主体（3）核心制

造商作为运营主体（4）由某大型供应商或者几个供应商联合体作为运营主体 

（四）基于 Supply Hub 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模式 

领会：（1）基于 Supply Hub 的第三方物流直送工位的方式（2）3PL—Hub模式实施的

前提条件 

简单应用：（1）3PL—Hub模式对供应链上游各方的影响 



（五）基于 Supply Hub 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组织构建 

领会：（1）基于 Supply Hub 的第三方物流协同组织设计（2）基于 Supply Hub的第

三方物流协同组织运作管理 

简单应用：（1）基于 Supply Hub的第三方物流协同运作关系维护 

第八章 企业物流能力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

争力关系、物流能力的提升。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 

（1）物流能力的概念（2）物流能力对供应链竞争力的影响 

第二节 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1）物流能力的构成体系与框架（2）物流能力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关系 

（1）物流能力的关键要素（2）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的关系分析 

第四节 物流能力的提升 

（1）物流能力对供应链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的总体框架模型（2）战略层面——物流战

略管理（3）运作层面——物流协同运作（4）技术执行层面——利益共享机制与技术支撑平

台 

三、考核知识点 

（一）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 

（二）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三）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关系 



（四）物流能力的提升 

四、考核要求 

（一）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 

识记：（1）物流能力的概念 

领会：（1）物流能力对供应链竞争力的影响 

（二）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领会：（1）物流能力的构成体系与框架（2）物流能力的影响因素 

（三）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关系 

识记：（1）物流能力的关键要素 

综合应用：（1）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的关系分析 

（四）物流能力的提升 

领会：（1）物流能力对供应链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的总体框架模型（2）战略层面——

物流战略管理（3）运作层面——物流协同运作（4）技术执行层面——利益共享机制与技术

支撑平台 

 

Ⅲ、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1．关于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考试大纲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企业物流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

材是考试大纲所规定课程内容的具体化和系统论述，便于自学应考者自学、理解和掌握。考

试大纲和教材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2．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应考者掌握的知识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 



（2）关于考试大纲中四个能力层次的说明：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知道本课程中有关的名词、概念、原理和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

识和表述。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

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学过的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

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二、关于自学教材 

《企业物流管理》：马士华 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1版。 

三、关于自学方法的指导 

1、认真阅读与钻研大纲与教材。在学习每一章内容之前，先认真了解本自学考试大纲

对该章知识点的考核要求，做到在学习时心中有数。 

2、系统学习与重点深入相结合。既要全面系统地学习课程内容，也要针对重点内容加

以理解和练习。 

3、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务必重视对课程中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学习，要下足够的功

夫，反复思考，不能满足于字面上的了解。并能运用适当的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 

4、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我们建议考生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来学习教材、阅读参考资

料如网络资料、期刊文章、书籍，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要针对重点章、次重点章和一般章节分别提出自学或助学的基本学时建议和要求。要强

调注意正确引导、把握好助学方向，正确处理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关系。  



1、要熟知考试大纲对本课程总的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准确理解对各知识点要求达到

的认知层次和考核要求。 

2、要结合典型例题，结合大纲中对“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不同层次的

知识点的要求，帮助考生真正达到考核要求，并培养良好的学风，提高自学能力。不要猜题、

押题。 

3、要使考生认识到辅导课只能起到“领进门”的作用，听懂不等于真懂，关键还在于

自己练习，应要求考生课后抓紧复习，认真阅读。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来确认考试范围和

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或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

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

盖密度。 

2、试卷对能力层次的要求应结构合理。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识记

占 20%，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3、本课程试题的难易程度应适中。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为：易占 20%，

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4、本课程考试的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

例分析等题型。 

5、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60分为及格线。 

 

 

 

 



附录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他辅助材料的采购与调达的过程被称为（ ）。 

A.供应物流    B.销售物流     C.回收物流     D.生产物流 

二、多项选择题 

1、影响物流外包的外部制约因素包括（ ）。 

A.物流企业整体水平较低    B.物流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     C.物流企业缺乏专业

化服务技能     D.工作范围不明确     E.企业文化理念的差异及冲突 

三、名词解释 

1、外包物流管理 

四、简答题 

1、物流能力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五、论述题 

1、论述物流能力与供应链竞争力的关系。 

六、案例分析题 

1、 “1”即为集团内部提供“第一方”物流服务。“华润物流”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第

三方物流服务的物流公司，同时还是一个提供“第一方”物流服务的物流公司。它是“华润

集团”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是与集团其他产业同步发展，共同推进，协同作战的一个

公司。零售业是“华润集团”的主业，而零售业又是一个对运输、仓储、配送等物流服务需

求量很大的行业。华润超级市场在香港和内地共经营 333家超级市场，是香港和内地最大超

级市场连锁店经营商之一。“3”即是为客户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华润物流”在香港和

内地建立了多间合资船公司，货运公司等大型货运仓储企业，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一批全资



货运公司、业务代表处，形成一张覆盖广泛的运输服务网络。其业务范围包括码头与集装箱

管理、仓储管理、配送、货运代理、速递、供应链管理、船舶修理等。 

“华润物流”与 TCL集团海外销售公司在香港正式签订物流服务合约，“华润物流”将

与 TCL彩电外销俄罗斯提供陆运、海运、海外保税仓储管理及配送的一体化物流服务。此次

签约是华润集团与 TCL集团高层领导探讨物流及分销领域合作的成果，是一个全程一站式物

流合约。  

（1）什么叫“1+3”模式？为什么华润要采取“1+3”模式？ 

（2）企业物流管理模式有哪几种？TCL采取了何种模式？ 

（3）结合案例，试评价华润物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