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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說明

本報告的信息和數據主要來源於公司內部相關數據收集系統、工作報告及公開資料信息，例如招股說明書、企業年

報及權威媒體發佈信息。如無特殊說明，本報告所示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為便於表述，報告中 「我們」及「公司」

均指代「京東物流」，「京東」指代「京東集團」。

報告範圍

本報告時間跨度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聚焦於京東物流在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方面的表現。

為保持信息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對部分內容進行了回顧和延展。

聯繫我們

關於本報告的反饋與意見，請發郵件至 jdlir@jd.com。 

或發信件至北京市大興區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科創十一街 18 號院 B 座 10 樓，郵編：100176。

要獲取更多相關信息，請瀏覽官方網站 https://www.j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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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支持在線閱讀，並提供中文、英文兩種語言版本。當兩種語言文本有歧義或衝突時，以中文版內容為準。

本報告的編制符合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要求，同時參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GSSB）發佈的 GRI 準則、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The Ten Principles of the 

UN Global Compact）、以及可持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發佈的行業準則。其中，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內容

參考香港聯交所《氣候信息披露指引》以及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 (TCFD)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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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理念

概要

關於京東物流與企業理念

京東物流：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的供應鏈基礎設施服務商

京東物流於 2007 年作為京東集團旗下內部物流部門成立，於 2017 年 4 月起作為京東集團的獨立業務分部運營，並為外

部客戶提供服務。2021 年 5 月，京東物流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作為中國最大的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商，京東物流

聚焦於快速消費品、家電家具、服裝、3C、汽車和生鮮六大行業，以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為核心賽道，為客戶提供技術

驅動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及物流服務，幫助企業、行業、社會實現降本增效。

京東物流建立了包含倉儲網絡、綜合運輸網絡、最後一公里配送網絡、大件網絡、冷鏈網絡和跨境網絡在内的高度協同六

大網絡。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運營超過 1,300 個倉庫（其中包括 43 座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管

理面積超過 2,400 萬平方米，包括雲倉生態平台上雲倉的管理面積。

京東物流始終重視技術創新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基於 5G、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及物聯網等底層技術，京東

物流正在持續提升自身在自動化、數字化及智能決策方面的能力。同時，京東物流構建了協同共生的供應鏈網絡，中國及

全球各行業合作夥伴參與其中。通過與國際及當地合作夥伴的合作，京東物流已建立覆蓋超過 220 個國家及地區的國際線

路，擁有近 80 個保稅倉庫及海外倉庫。

同時，京東物流著力推行戰略級項目「青流計劃」，協同行業和社會力量共同關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內首家完成

設立科學碳目標（SBT）的物流企業，京東物流致力於使用並推廣更多清潔能源和環保材料，踐行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

京東物流正堅持「體驗為本、技術驅動、效率制勝」核心發展戰略，將自身長期積累的新型實體企業發展經驗和長期技術

投入所帶來的數智化能力持續向實體經濟開放，服務實體經濟，持續創造社會價值。

概要

成為全球最值得信

賴的供應鏈基礎設

施服務商

願景

客戶為先、誠信、

協作、感恩、拼搏、

擔當

價值觀

技術驅動，引領全

球高效流通和可持

續發展

使命

體驗為本

技術驅動

效率制勝

核心戰略

以客戶為中心，用

可信賴的供應鏈服

務持續創造價值

經營理念

2021 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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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致辭

2021 年對於京東物流來說是發展與轉型的關鍵一年，我

一直在思考京東物流應該承擔哪些社會使命，在為我們

的客戶提供更好、更高效、更可持續的物流解決方案的

同時，我們還能為行業、社會、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貢獻

哪些力量？

2007 年，我們作為京東集團的物流部門而成立，從成立

之初我們就基於一體化供應鏈的定位來規劃建設我們的物

流基礎設施，持續擴大物流技術研發投入並不斷深化我們

的行業洞察，強化核心服務能力。2017 年，京東物流正

式獨立，我們將服務於京東零售的物流能力進一步產品

化並對外開放，為外部客戶全面提升物流質量和效率提

供了原動力。2021 年，京東物流營收達 1,047 億元，較

2020 年增長 42.7%；其中來自外部客戶收入達 591 億元，

佔總收入 56.5%。與此同時，京東物流全年研發投入達

到 28 億元，同比增長 36.9%，已申請專利和軟件許可超

過 5,500 項。2021 年，京東物流成功在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我們也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

京東物流的核心主航道是「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同

時我們也一直致力於節能減排，打造綠色供應鏈，持續關

注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2019 年，京東物流成為國內首

家承諾設立科學碳目標的物流企業。2021 年，京東物流

通過「青流計劃」共計投入使用循環包裝箱 6,500 餘萬次，

投放可循環「塑料編織布包裝袋」600 萬個。京東物流在

全國 50 多個城市投放使用的新能源車已達 20,000 輛。

為了加速實現 2030 年物流運輸車 100% 新能源化的目

標，未來 2-3 年，京東物流將持續研發和投放數千台智

能快遞車支持綠色交通運輸。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

在全國智能物流園區的總體光伏裝機容量達到 100 兆瓦

以上，年發電量 1.6 億度。未來 3 年，京東物流計劃搭建

起 1,000 兆瓦的光伏發電能力，這會為 85% 的智能物流

園區提供綠色能源。2022 年，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

智能物流園區獲得碳中和認證雙證書，成為我國首個「零

碳」物流園區。未來 5 年，京東物流將投入 10 億元用於

加碼綠色低碳的一體化供應鏈建設，實現自身碳效率提升

35% 的目標，同時攜手上下游合作夥伴，共同探索推進綠

色低碳的一體化供應鏈建設，打造綠色低碳的一體化供應

鏈生態體系。

京東物流堅守正道商業價值觀，關注員工健康安全和職業

成長，全面推動高質量就業。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

員工總人數達到 31.6 萬，我們始終堅持與所有一線員工

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通過提供穩定的收入、五險一金等

福利，我們使員工獲得更好的生活和就業路徑，為 20 餘

萬農村家庭和超過 100 萬農村人口帶來收入保障。在解決

本地就業方面，京東物流一線員工在本省就業的人數佔比

超過 60%。

京東物流重視社會責任，支持中小企業發展，關注鄉村振

興和共同富裕。我們通過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助力鄉村

振興，推進產銷的高效對接。一方面，我們不斷完善智能

物流基礎設施，提升履約效率，豐富鄉村消費市場、促進

鄉村消費升級。另一方面，我們還打造了產地一體化供應

鏈模式，助力特色農產品上行，全面賦能鄉村創收增收，

目前我們已經為全國 1,000 多個農特產地和產業帶開展對

應的供應鏈配套服務。

作為中國領先的技術驅動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和物流服務提

供商，京東物流藉助於自身的物流基礎設施，積極參與在

極端條件下的公共治理和應急保障。2021 年，河南省、

山西省汛情發生後，京東物流及時提供了物資應急保障服

務。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京東物流全力保障新冠疫苗運

送和生活物資運輸，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累計運輸

疫苗超 430 萬支。京東物流已投入近 400 輛 L4 級別自動

駕駛智能快遞車，在解決無接觸配送、最後一百米配送中

發揮着重要作用。

2021 年是京東物流發布 ESG 報告的第一年，在本報告準

備過程中，我們也深入地審視了我們既有的環境、社會和

治理的工作成果，並開展了系統性地評估與優化。值得一

提的是，我們在本次 ESG 報告中融入了氣候相關的財務

信息披露專題，首次全面分析了在不同氣候情景下京東物

流面臨的機遇及風險，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面向 2030 年

的風險治理戰略。未來，我們將繼續深耕一體化供應鏈物

流服務，以科技賦能推動全球高效流通和可持續發展，為

地球更美好的明天邁出速度與溫度共存的每一步。

余睿

京東物流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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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概覽

公司亮點績效

 1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即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關鍵責任領域亮點績效

鏈接你我 共同成長

京東物流的一線員工中超過80%來自中國農村地區

通過提供穩定的收入、五險一金等福利

超過100萬農村人口帶來收入保障

為20餘萬農村家庭和

2021 年，京東物流全年開發人才發展培訓課程近

3,000門

員工通過線上線下等各種形式接受了入職、儲

備、新任和在職等不同層級的培訓近千場

目前京東物流自購車輛 ADAS 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1 的 

覆蓋率已達到100%
全方位保障司機作業安全

鏈接需求 優質服務

其中約60%的訂單為 211 限時達

2021 年，京東物流助力約90%的京東線上零售訂單

自提櫃和服務點

提供 7 ╳ 24 小時的智能取件及收貨服務

以及合作超過300,000個

自營服務站和自提櫃

京東物流運營超過10,000個

覆蓋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

運營超過7,200個配送站

及444個城市和市轄區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自有配送人員已超過20萬名

2021 年，京東快遞客戶服務滿意度

持續位居行業

第一梯隊

鏈接產業 提質增效

1.8萬輛卡車及其他車輛 近80個保稅倉庫及海外倉庫

1,047億元

較 2020 年增長42.7%

2021 年，京東物流總營收額達 

京東物流外部一體化供應鏈客戶數量已達到74,602家，2021 年同比增長41.7%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達591億元，2021 年同比增長72.7% 佔總收入比例達56.5%

31.6萬人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員工總人數達

60%
京東物流一線員工中在本省就業的人數佔比超過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自營運輸車隊包括超過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在全球已擁有

京東物流運營航空貨運航線超過1,000條 國際供應鏈網絡觸達全球220多個國家和地區

國內全貨機航線達到10條 總管理面積超過70萬平方米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已服務超過

300,000企業客戶

管理面積超過2,400萬平方米

其中包括43座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

包括雲倉生態平台上雲倉的管理面積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運營超過1,300個倉庫

2021 年，京東物流研發投入達28億元，同比增長36.9%
已申請專利和軟件許可超過5,500項

涉及自動化技術和無人技術相關專利數量超過3,000項

實現當日達或次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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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目前全國93%的區縣和

84%的鄉鎮已實現當日達或次日達

京東物流積極推進「快遞進村」提升縣鄉村三級 

物流觸達能力和服務時效，推動城鄉物流普惠 拉薩地區新建的物流倉內已擁有100多台

2021 年，西藏自治區內京東物流訂單量增長率已達

43%

倉儲機器人，實現自動化運營

鏈接明天 綠色星球

未來 5 年，京東物流將繼續投入10億元人民幣

2021 年 , 京東物流通過「青流計劃」共計使用「青流箱」500餘萬次，循環保溫箱6,000餘萬次

投放可循環「塑料編織布包裝袋」600萬個

京東物流通過新材料升級，降低緩衝包裝

的厚度，每年減少使用聚乙烯（PE）約

2021 年，共更換舊式燃油配送車4,960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2,832噸

2021 年，京東物流共計減少紙張使用超過24萬噸

循環中轉袋平均使用率目前已經達到100%，每年可節約一次性編織袋使用1.4億次

可減少消耗一次性塑料編織袋7,000萬個

實現自身碳效率提升35%
用於加碼綠色低碳的一體化供應鏈建設

京東物流在全國50多個城市投放使用的新能源車已達20,000輛

2萬噸

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已成為

中國首個「零碳」物流園區

北京地區的自營城配車輛已全部更換為新能源車，每年可減少約40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減少塑料使用近3.5萬噸

減少包裝材料浪費30%以上

董事會聲明

京東物流承諾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地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指引的披露要求。 

公司董事會以多元的方式參與對 ESG 工作的監督和決策。2021 年，董事會深入參與監督京東物流 ESG 戰略與報告的相

關工作。基於業務影響力，結合全球可持續發展趨勢，並兼顧公司內外部多元利益相關方的期待，京東物流評估和釐定了

對企業發展重要或顯著的經濟、環境、社會及治理議題，並將重要性評估結果作為企業風險與機遇識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

制定的關鍵依據。同時，董事會審視公司重要 ESG 議題的識別結果，通過構建並持續完善 ESG 治理結構，提升公司的

ESG 治理水平。2022 年，京東物流將基於 ESG 高優先級事項，建立 ESG 管理指標體系和績效評價機制，並通過定期

的信息收集、反饋與跟蹤，確保 ESG 各項指標在公司各個部門和業務單元的的貫徹落實，讓可持續發展成為京東物流共建、

共享的價值觀與企業文化。

作為中國領先的、技術驅動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及物流服務商，京東物流將持續以一體化供應鏈能力，為促進行業生態全面

綠色轉型貢獻更多可持續物流解決方案。未來，京東物流將持續強化 ESG 治理，切實履行「技術驅動，引領全球高效流

通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使命，致力於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的供應鏈基礎設施服務商。

京東物流持續帶動西藏自治區電子商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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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治理體系

京東物流的 ESG 治理體系為 ESG 計劃制定、定期評估及管理相關風險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通過搭建 ESG 治理體系，京

東物流將更有效地管理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非財務風險，保持與監管部門、投資者、客戶、公眾等多元利益相關方的

有效溝通及良好關係，持續提升企業治理水平，不斷強化「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的供應鏈基礎設施服務商」的企業願景，

實現業務的穩健經營與可持續發展。

京東物流的 ESG 治理體系由決策、日常管理、工作實施和外部資源構成：

決    策： 董事會和首席執行官協同參與 ESG 相關決策，制定 ESG 管理指標與機制，監督並指導相

關工作的落實。例如，首席執行官會基於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識別，建立戰略框架，並

就風險管理及目標落實進程開展日常監督與匯報。

ESG 專項工作組協同由專家智庫和生態夥伴組成的外部專業資源，採納其對京東物流 ESG

相關工作的期待與建議，進一步提升自身 ESG 治理水平。

外部資源：

工作實施： 各部門及業務單元按照既定的管理指標與機制落實 ESG 相關具體工作，並定期向 ESG 專

項工作組匯報。

日常管理： 由市場與公共事務相關團隊牽頭，財務、人力等相關部門組成的 ESG 專項工作組，負責

ESG 相關工作的日常管理，並與各部門及業務單元的 ESG 負責人進行工作接洽與協調。

ESG戰略框架

京東物流始終堅持「技術驅動，引領全球高效流通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使命，致力於實現「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的供應

鏈基礎設施服務商」的企業願景。2021 年，在企業 ESG 治理體系和以技術驅動的一體化供應鏈基礎設施兩大底座的支

撐下，京東物流不斷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通過提供客戶優質服務、助力產業提質增效、促進社會共同富裕、攜手夥伴共

同成長、引領行業綠色發展，全面詮釋京東物流鏈接科技進步、產業發展、社會繁榮與生態文明的美好希冀。

董事會

首席執行官

ESG 專項工作組

各部門和業務單元的 ESG 負責人

指導

管理監督

協調執行

支持和管理

匯報

日常匯報

日常報告

落實推進

各部門和業務單元

專家智庫外部資源

工作實施

日常管理

決策

生態夥伴

戰
略
使
命

企
業
願
景

底
座
基
石

可
持
續
行
動
框
架

技術驅動

引領全球高效流通和可持續發展

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的供應鏈基礎設施服務商

以技術驅動的一體化供應鏈基礎設施

ESG 治理體系

鏈接你我
共同成長

鏈接需求
優質服務

鏈接產業 
提質增效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鏈接明天
綠色星球

ESG 治理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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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性議題與利益相關方溝通 

實質性議題識別與分析

實質性議題與利益相關方溝通

通過對標分析和利益相關方調研，京東物流篩選出了 31 項有利於實現可持續價值共創的戰略議題，形成議題實質性分析

矩陣。其中，將高、中實質性議題作為本報告重點披露議題，並根據數據可獲取情況確定報告範圍及邊界。

京東物流充分重視自身運營對利益相關方的影響，通過與消費者、員工、股東與投資者、政府與監管機構、價值鏈夥伴及

社區與環境等六類利益相關方保持常態化、多元化的溝通，並及時回應相關方的期望和訴求，京東物流不斷完善自身 ESG

治理水平與溝通機制。同時，與利益相關方保持良好關係並進行持續溝通，也是京東物流識別重要的可持續發展議題、提

升可持續發展工作和開展相關信息披露的重要依據。

實質性議題對標流程

實質性議題分析矩陣

利益相關方 重點關注議題 2 溝通方式

用戶

安全優質快捷的寄送與運輸服務

一體化供應鏈解決方案

消費者滿意度

以高質量的內需增長促進雙循環

穩健持續增長的業績

持續的線上線下溝通

7X24 小時客服熱線

日常媒體傳播

社會化溝通媒體

用戶調研

員工

消費者滿意度

安全優質快捷的寄送與運輸服務

穩健持續增長的業績

一體化供應鏈解決方案

全員郵件、溝通會議、員工論壇、職工代表大會

培訓活動和申訴機制

線上線下員工調研活動

員工投訴郵箱

物流員工之聲（VOE3）平台

股東與投資者

消費者滿意度

穩健持續增長的業績

誠信經營與反腐合規

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

一體化供應鏈解決方案

電話、見面會議及公司拜訪

企業年報、季報與公告

路演

可持續發展與 ESG 相關議題日常匯報與溝通

政府與監管機構

供應商管理

消費者滿意度

穩健持續增長的業績

誠信經營與反腐合規

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

日常匯報溝通、提出政策建議

不定期的行業論壇和會議

實地調研考察

簽署合作協定、建立戰略合作

答覆監管機構上市公司相關的問詢

價值鏈夥伴

安全優質快捷的寄送與運輸服務

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

一體化供應鏈解決方案

供應商管理

消費者滿意度

日常採購、培訓與評估

不定期的行業論壇

供應商大會

社區與環境

循環物流包裝

戰略公益

降低能耗與資源利用

長期的公益項目

日常媒體傳播

社會化媒體溝通

公益行業論壇和活動

志願者活動

對標分析

- 資本市場、評級機構和國際標準的要求

- 宏觀政策、行業政策及監管要求

- 同行最佳實踐、京東物流業務特色及優勢

該議題對京東物流戰略的重要程度中 高

高

消費者滿意度

安全優質快捷的寄送與運輸服務

穩健持續增長的業績

誠信經營與反腐合規
供應商管理災難緊急救援

快遞人員的福利與勞動保障

循環物流包裝

事故及安全管理
風險管理

反不正當競爭、持續優化市場環境
鄉村振興與共同繁榮

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多元、包容、平等的企業文化

氣候變化應對

抵禦災害的基礎設施

董事會多元化

生物多樣性保護

廢棄物處理

降低能耗與資源利用戰略公益

董事會參與 ESG

員工培訓與發展 完善的 ESG 框架與治理結構

賦能中小供應商發展

促進高質量就業

一體化供應鏈解決方案

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

科技發展與研發創新

價值鏈現代化轉型，持續提速增效

以高質量的內容增長促進雙循環

2 重點關注議題由京東物流 ESG 實質性議題分析結果，結合京東物流利益相關方日常溝通工作綜合識別得出。
3 VOE，即 Voice of Employee。

京
東
物
流
對
該
議
題
的
影
響
程
度

利益相關方調研

- 問卷調查     

- 訪談

識別可持續價值共創相關議題

- 京東物流對該議題的影響程度

- 該議題對京東物流戰略的重要程度

形成實質性議題分析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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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控合規管理 

京東物流始終堅守正道成功的理念，不斷完善內控合規管理體系，為公司合規與健康發展護航。

合規管理體系 

京東物流在京東集團正道成功的理念指引下，合法合規經營，塑造誠信、廉潔的合規文化，實現技術和數據驅動的合規管理，

建立具有前瞻性、靈活高效的合規體系。 

一個理念——正道成功

三道防線——全方位保障

五個維度：

京東物流遵循京東集團合規要求，以合法合規作為實現經營目標的基本要求，嚴格遵守有關法律法規

及規章規則。

法律監管
合規

京東物流對腐敗始終秉承「零容忍」態度，致力於打造廉潔誠信的商業環境。反腐廉潔
合規

京東物流確保個人用戶以及商家客戶信息安全，保障京東物流信息數據的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只在必要範圍以內獲取及使用信息數據，保障和維護信息資產安全。

信息安全
合規

京東物流嚴格遵守上市合規的各項法律要求。管理層在年度報告中作出有關內部控制評估的書面聲明。審計合規

京東物流依照京東集團要求，各業務單元隨時保持敏銳的交易風險管理意識，規範業務活動規則、健

全業務交易系統、接入京東風控系統，實現對業務交易風險行為的精準識別及智能對抗。

交易風險
控制

合規執行機制

對於在合規方面表現優秀的員工，以及舉報違規行為有功的員工，京東物流給予重點獎勵。 重點獎勵

遇到重大合規問題，京東物流施行「ABC 問責原則」及連帶懲罰 4。連帶問責

京東物流通過深入宣貫，使合規政策深入人心。全面宣貫

合規經營

100%
業務覆蓋率

177項 +

倉配、運輸、快遞、冷鏈、醫藥、國際業務、

無人設備、投資、其他業務共 9 大類別

100%
屬地覆蓋率

行政許可類 資質護航

京東物流—資質證照管理

護航業務
合規經營健康發展

4 京東物流依據京東集團「ABC 問責原則」，京東物流在財權、人事權等方面施行兩級決策制度。除專門規定須經多級審批的事項外，管理者一般決策應在

向上兩級內解決。

風險管理專業團隊宣貫良好的合規文化，將信息技術應用於風險及合規管理

的各必要環節之中，降低企業風險，為京東物流長久穩定的發展提供支持保障。

法務、財務、信息

安全、風控等風險

管理的專業團隊

監察與審計團隊依據合規制度，秉持公平、公正、獨立的原則，對各個組織

單元的合規執行狀況進行監督，調查打擊腐敗行為，確保運營合規。

獨立於公司經營的

監察與審計團隊

每一位員工都熟悉並堅定執行公司的合規制度，抵禦不良誘惑，堅守合規底線。所有員工
第一道
防線

第二道
防線

第三道
防線

行政認可類

高新技術

企業證書

信用評價

證書

物流企業

評級證書

12個 6個 22個6個

管理體系

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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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零容忍

京東物流嚴格遵守《反不正當競爭法》《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辦法》等相關領域的中國法律法規及各經營地的規

章政策；貫徹落實京東集團的反腐敗制度和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京東集團商業行為和道德規範準則》《京東集團反腐敗

條例》《京東集團舉報人保護和獎勵制度》《京東集團廉潔獎勵辦法》《京東集團主動報備獎勵試行辦法》《京東集團禮

品管理規定》《供應商付費的差旅及商務宴請規定》；發佈執行《京東物流紅線管理條例》，踐行「合規即發展」的理念

以及「誠信」的企業核心價值觀。

京東物流始終秉持「腐敗零容忍」態度，宣導「人人反腐」，鼓勵員工、供應商和其他合作夥伴都參與到京東物流的反腐

工作中，並實施「ABC 問責原則」，要求管理人員做好腐敗預防工作。

同時，京東物流要求正式員工及勞務派遣員工全部簽署《員工遵守 < 京東集團員工手冊 > 及反腐敗承諾書》，確保其知曉

公司對誠信及反腐敗的要求，樹立遵守公司反腐敗相關制度規定的基本行為準則。同時，所有供應商及其他合作夥伴必須

簽訂《反商業賄賂協議》。

對於拒收商業賄賂的行為，依據《京東集團廉潔獎勵辦法》，相關員工可以獲得拒收賄賂金額的 50% 作為獎勵。京東物

流建立多種舉報途徑，包括但不限於舉報電話、郵箱、信函等。對於員工、供應商以及其他合作夥伴舉報腐敗和職務犯罪

等違規行為，依據《京東集團舉報人保護和獎勵制度》實施最高 1,000 萬元人民幣的現金獎勵。同時，京東物流針對實名

舉報的單位或個人制定了多重嚴格的保護措施，全力保障舉報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京東物流員工包括管理層每年必須至少參加一次反腐培訓。2021 年，公司開展覆蓋全員的線上廉潔合規培訓與考試，全

體應參訓正式員工 254,176 人，完成率達 99.7%5，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公司反腐敗制度與要求、腐敗舉報監督方式等。京

東物流對銷售崗及管理崗等重點崗位員工開展至少一次的面授培訓。同時，公司通過線上線下多種形式開展供應商及其他

合作夥伴廉潔合規培訓，包括但不限於京東物流合作夥伴廉潔合規大會等。

京東物流在數據安全合規、治理、防洩露、安全情報等方面，構築立體化防禦體系，對用戶個人數據、商業數據進行全面保護。

京東物流在制度方面積極遵循京東集團的 《京東集團信息安全合規技術指南》《京東數據安全管理規範》《京東集團供應

商安全管理規範》《京東集團用戶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安全制度》《京東物流信息安全管理規則》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京東物流嚴格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針對用戶個人信息敏感數據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

全面使用隱私面單技術，將收寄件人姓名、電話、地址在面單上脫敏展示，京東物流各操作環節人員無法

從面單上查看客戶敏感信息。

對所有個人敏感信息進行全生命週期安全管理，包括加密存儲、加密傳輸、頁面脫敏展示、設置頁面水印、

記錄訪問日誌、對訪問日誌統一監控等措施。

對敏感信息進行最小化權限管控，定期複核員工對於個人信息的訪問權限。

反腐合規法規制度

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

反腐培訓

健全的制度保障

全體應參訓正式員工

254,176人

完成率達 

99.7%

5 線上廉潔合規培訓考試全體應參訓正式員工不包括：預離職、休假、勞務派遣等人員類別。線上廉潔合規培訓與考試完成率計算邏輯為實際參訓員工數 / 全

體應參訓正式員工數，其中實際參訓員工數為 253,3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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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京東物流響應京東集團層面的「數據安全隱私合規專項工作」，

在個人信息採集場景梳理、個人信息影響評估、移動應用安全加固、隱

私政策更新、數據全生命週期保護、數據共享等方面進行全面合規治理，

完善了數據使用、流轉的監控審計。京東物流完成 12 個業務單元產品

的個人信息數據影響評估及保護策略，安全加固全部 57 個 APP/ 小程序，

排查並整改 13 個敏感數據導出風險點、完成 2 輪覆蓋 17 萬人的敏感權

限盤點複核。

此外，為確保國際物流的數據安全和用戶隱私合規，2021 年京東物流

基於國內的各類技術組件和平台工具，開發並提供了對應的海外版本，

以滿足全球性合規要求，幫助研發團隊快速、便捷、合規地完成應用系

統的開發和交付。同時，京東物流建立了國際業務數據安全及隱私事件

快速響應機制，通過專線電話及聯絡郵箱，確保數據安全事件第一時間

獲得可靠響應和處理。

京東物流始終將保護用戶隱私、保障企業信息安全作為應盡的責任，

致力於為消費者、合作夥伴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基礎設施。

京東物流夯實的底層技術能力為信息安全提供保障。京東物流的網絡

配置在多個層次上受到保護，通過使用防火牆系統、設置隔離區，將

外部服務與內部系統分開，以確保數據庫免受未經授權的訪問；在移

動應用程序、網站和插件之間使用精密的安全協議進行通信。京東物

流憑藉可靠的信息安全系統、部署信息系統的底層雲技術獲得公安部

等級保護三級認證，同時獲得了 ISO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認證和

ISO 27701 隱私信息管理體系認證，實現了信息安全管理與國際主流

標準接軌，這也印證了京東物流在保護用戶隱私、數據安全方面的管

理機制和技術都達到國際領先水平。2021 年，京東物流被中國電子信

息行業聯合會授予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 DCMM4 級證書，是國內首家

獲得 DCMM4 級認證的物流企業。

此外，京東物流也不斷嘗試創新的技術以保護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自

2016 年起，京東物流全面推出「微笑面單」6 隱私面單技術，對所有

個人信息進行全生命週期安全管理，對敏感信息進行最小化權限管控，

確保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安全。 

底層技術支撐

6 京東物流利用技術手段從包裹生成時即部分隱藏用戶的姓名和手機號信息，以微笑面單全面

保障用戶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

京東物流鼓勵員工申請專利、保護研發創新，從獎勵規則、活動宣貫、人才評價等多方面協同，在日常工作中落實專利激勵。

京東物流貫徹落實《京東集團專利獎勵辦法》，多年來持續給予專利發明人專利獎金，部分業務單元還進一步對獲得專利

並在創新和轉化方面有突出表現的發明人給予額外的獎勵。

歷年 4 月 26 日「世界知識產權日」，京東物流知識產權部門都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線上線下活動營造積極創新的氛圍。同時，

京東物流對於每年獲得的中國專利獎等外部獎項給予大力宣傳，表彰優秀創新成果，增強發明人的榮譽感；京東物流每年

年底的專利獎評選，進一步提升所有員工對於專利工作的認知，鼓勵員工積極申報專利。此外，人才盤點系統與專利管理

系統的數據打通，員工個人專利創新也作為京東物流評估技術人才的維度之一納入了人才評價體系。

基於質量提升與價值導向的專利工作，2021 年京東物流無人配送車獲得第二十二屆中國專利獎外觀設計銀獎，搬運型

AGV 機器人「地狼」路徑導航專利獲得 2021 年度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價值專利獎。

京東物流同樣重視商標保護，對核心重要商標持續進行國內外佈局，為物流業務出海做好充足準備。京東物流定期邀請知

識產權專家顧問對員工進行培訓，增強員工的商標與品牌等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並為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奠定堅實基礎。

在版權方面，京東物流通過制度建立及執行、素材使用合規、發佈內容合規、版權內容保護以及系統建設，為公司自身及

其他生態企業的版權合規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抵禦版權風險的同時，京東物流加強對軟件產品和版權內容的保護，並通

過版權課程培訓，增強京東物流員工及其他生態企業的版權意識。

知識產權保護

京東物流完成

12個

業務單元產品的個人信息數據 

影響評估及保護策略

安全加固全部

57個

APP/ 小程序

排查並整改

13個

敏感數據導出風險點

完成2輪

覆蓋17萬人

敏感權限盤點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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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與人才發展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員工總人數達 31.6 萬人。京東物流一線員工超過 80% 來自中國農村地區，通過享有穩定的

收入、五險一金等福利，使員工獲得更好的生活和就業路徑，為 20 餘萬農村家庭和超過 100 萬農村人口帶來收入保障。

在解決本地就業方面，京東物流一線員工在本省就業的人數佔比超過 60%。

京東物流尊重和保障員工權益，在遵守營運所在地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遵循《世界人權宣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所批準認可的國際勞工公約在內的有關國際人權文書的精神。

京東物流堅持員工招聘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和平等僱傭原則，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嚴禁任何形式的歧視，堅持對不同

國籍、民族、性別、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員工一視同仁，積極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機會，保障女性員工權利，實現男

女同工同酬，並嚴格落實孕產期女員工的休假規定。京東物流禁止使用童工，拒絕強迫員工勞動，在《員工手冊》中對

於員工錄用條件有明確規定，嚴格禁止僱傭 16 周歲以下的員工，並在招聘和入職環節設置嚴格的審核。報告期內，我

們未發生任何僱傭童工及強迫勞動事件。京東物流依法維護和保障每一位員工享有平等的合法權益，《員工手冊》明確

規定了員工休息休假的提報流程和假期待遇。京東物流依法規範勞動用工，建立起包括勞動合同管理、員工招聘、休假

和教育培訓等勞動用工管理制度。在人才選、用、育、留上，力爭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就業整體情況

僱傭與勞工準則

京東物流致力於為員工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與福利保障，不斷完善薪酬和激勵政策，落實國家有關提升勞動者收入和權益

保障水平的相關規定和要求。京東物流自 2021 年 7 月起，將用兩年時間，使員工平均年薪由 14 薪逐步提升至 16 薪，以

加大對人才的激勵。

京東物流在管理及專業人員付薪模式上遵循「貢獻者為本」的價值回報機制，按能力與業績採取固定薪酬 + 績效薪酬的付

薪模式；同時根據行業特點，對一線員工採取計件工資制為主的付薪模式，鼓勵多勞多得。

員工薪酬與福利

薪酬體系京東物流員工總人數達

31.6萬人

京東物流一線員工

在本省就業的人數佔比超過

60%
在福利補貼方面，京東物流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為全日制員

工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此外，京東物流為從事配送、倉儲、

運輸等一線崗位員工提供一定保額的補充意外傷害保險，以及創建員工救助基金幫助困難員工家庭。每逢中國傳統佳節與

互聯網購物節，京東物流加大補貼投入，對堅守一線的員工提供更貼心的福利補貼。

京東物流根據員工從事崗位及服務時間，配備司齡工資、伙食補貼、結婚生子賀喜金、環境補貼、夜班補貼等多項關懷舉措。

對服務超過 1 年、總部以外的在職員工，如遇結婚、生育子女，京東物流將在法定福利基礎上提供賀喜金。如遇直系親屬身故，

京東物流將額外為該員工提供撫恤金。此外，京東物流鼓勵多勞多得，對快遞員薪酬水平進行年度回顧，並通過各種方式

持續提升一線員工收入水平。

福利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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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的相關要求置於工會建設的首要位置，並積極響應《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

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的規範要求。京東物流職工代表於 2021 年 11 月召開的集體協商會議中和企業代表就勞動報酬、

勞動安全等多個事項開展充分協商，並最終形成《京東物流集體合同》，為探索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和

維護提供寶貴經驗。除此之外，在各級工會的支持下，京東物流舉辦多場員工關懷活動，讓一線員工感受到工會的溫暖與

關懷。

為保障員工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京東物流嚴格遵循國家及地方相關法律法規，同時結合公司實際情況，保障員工合理的休

假權利。主要假期包括法定節假日、病假、年休假、婚假、產檢假、產假、陪護假、哺乳假、喪假、工傷假、事假、育兒

假以及公司規定的其他福利假期。對於確須加班的情形，京東物流結合不同工時規則，按規定發放加班費。

京東物流基於一線員工實際操作場景，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

的員工溝通渠道，第一時間接收員工聲音、解決員工問題、

保障員工合法權益。依託員工之聲平台（VOE）、員工論

壇等主要溝通渠道，為員工提供諮詢、投訴、舉報、建議等

方面的信息反饋途徑。除此之外，員工可以通過監察服務熱

線等線上線下多種渠道，對違反公司紅線腐敗行為和信息安

全違規問題進行投訴舉報；京東物流鼓勵實名舉報，並對舉

報屬實者給予獎勵。

京東物流在倉庫内推動安全標準可視化，對作業

場地進行風險辨識、制定應對管理措施，並在醒

目位置張貼安全提示標識。在叉車使用環節，京

東物流通過加裝限速和行車路線提示裝置防止叉

車與人員發生碰撞，同時為叉車司機配備安全防

護用品，保障司機安全。此外，京東物流為作業

人員統一發放工服，為低溫倉工作人員配備防寒

服，保護員工健康安全。

在分揀作業環節，京東物流已全面開展風險管理，

及時識別作業場所和活動中的各類危害因素，將

人員安全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在分揀中心，

京東物流重點對作業類設備進行常態化安全隱患

排查和設備安全防護升級，通過對傳送帶裸露軸

旋轉部位設置防護罩等舉措，保護作業人員安全。

與此同時，針對車輛裝卸安全作業，京東物流為

員工配備安全帶、安全帽和手套等個人防護用品，

並加裝防溜車等裝置，為安全生產全方位護航。

工會

員工休假制度 員工反饋渠道

倉儲環節

京東物流高度重視全體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將

人員安全作為整個生產經營活動的首要考量條

件。在決策和部署生產經營活動時，京東物流

首先考慮安全生產管理的要求，優先安排安全

管理方面的事宜。為了持續保障安全生產管理

投入，京東物流提供必須的資源，持續治理安

全生產隱患，為生產經營提供合格的安全作業

條件。

員工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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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高度重視一線員工在物流配送過程中的交通安全，始終將員工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在快遞員裝備安全方面，京東物流已為全體配送員配備安全帽、反光工服等防護用品。在

交通安全管控和治理方面，京東物流在車輛的日常檢查、維護和保養等方面始終堅持高標

準規範管理。《運營車輛安全管理規範》中明確規定出車前須完成衛生、車況等六個安全

項的檢查工作；同時設立巡檢機制，以周、月和季度為固定週期，對車輛的安全情況和維

護與保養情況進行抽檢。

在防禦性駕駛方面，京東物流投入數千萬，為車輛安裝 ADAS 智能駕駛輔助系統。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自購車輛 ADAS 設備安裝覆蓋率已達 100%，同時配置專職安全管

理團隊及時預警和糾正不良駕駛行為，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在預防疲勞駕駛方面，京東

物流出台《運營車輛安全管理規範》《運營安全管理激勵方案》，明確規定司機須及時換

班以防止疲勞駕駛。京東物流各分揀中心均設有員工休息室供幹線與支線司機休息，以確

保司機駕駛安全並緩解行車疲勞。

在安全培訓方面，京東物流堅持每日行車前進行安全提示和事故案例宣貫，提升駕駛員的

安全意識。京東物流於 2021 年 8 月至 9 月間開展終端運營安全月專項活動。活動涉及安

全培訓、安全考核、安全檢查、安全評比等多個方面，進一步強化終端運營部門安全生產

意識，預防和控制各類安全事故，確保人員與財產安全，保障安全運營。

此外，京東物流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或身故的員工子女提供助學救

助金，支持他們繼續完成學業。

京東物流自營司機安全管理措施

快遞員與司機安全

在承運商運營管理方面，京東物流出台《公路運輸承運商運營管理辦法》《公路承運商管理考核規定》《承運商運營培

訓標準》等安全運營相關的管理標準及辦法。其中明確規定車輛安全、操作安全等相關要求及措施，同時在承運商溝通、

約談、培訓中將區域安全管理分析作爲重要議題，並每月針對安全異常較多的承運商負責人召開安全分析會。各項管理

辦法和標準的實施為保障承運商安全運營、完善規範承運商員工安全管理機制提供了有效的指引，同時明確不良行為的

約束辦法。

公路運輸承運商司機安全管理措施

防禦性 
駕駛措施

交通安全
培訓

交通安全
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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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擁有業內最多元的就業崗位，為各層級員工提供富有針對性的員工培養項目，以體系化、個性化的培養機制促

進人才高素質發展。

京東物流 2021 年全年開發人才發展培訓課程近 3,000 門，員工通過線上線

下等各種形式接受了入職、儲備、新任和在職等不同層級的培訓近千場。從

基層到管理者，無論是剛剛入職的員工，還是努力上升的一線員工和各層級

儲備管理者，均可參與依據崗位發展路徑、結合業務發展需求的分層培養項目。

通過構建通用力和專業力

培養體系提升京東物流員

工的能力和素養，促進員

工和企業的共同成長

員工培訓及發展

京東物流員工培訓體系的建設圍繞著以下三個方向：

京東物流不斷湧現出一批批優秀的基層員工。京東快遞小哥欒玉帥、宋學文有幸參與到某國際體育賽事的火炬傳遞活動中，

宋學文同時獲評「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京東快遞小哥羅明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此外，在北京市郵政管理局和首

都文明辦聯合主辦的第一屆北京「最美快遞員」評選中，陳曉亮、趙傑、李豪三名京東快遞員獲得這一榮譽稱號。

京東物流不僅凝聚了行業內最有朝氣的一線員工，更吸引和匯聚了國內眾多頂級技術人才、物流專家，主動將前沿技術應

用到現實世界中。京東物流專家團隊所獲榮譽包括國家行業協會科技進步獎，北京市「戰略科技」人才，「海聚」人才，

中關村高端領軍「高聚」人才等；同時，通過專家團隊的持續引領與不斷努力，京東物流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及經驗，在科

技創新 2030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項目等國內外重點科研項目中獲得多項認可，並解決物流行業在交通運輸、供

應鏈、流通領域面臨的瓶頸問題。傑出科學家與行業專家的參與，為京東物流供應鏈智能化、科技化、數字化的發展與創

新不斷注入高能動力。在未來，京東物流將不斷完善人才梯隊建設，打造物流領域前沿科學技術探索平台。

員工培訓體系

優秀基層員工

頂尖的專家團隊

通過對各層級管理者

領導力的培養，保障

京東物流戰略的落地

和有效執行

通過對學習平台的高效運

營，沉澱京東物流的專業

知識和優秀項目，打造京

東物流的知識管理體系

2021 年全年開發人才發展培

訓課程近3,000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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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強化供應商和製造商的合規管理是京東物流健康和穩健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京東物流一體化供應鏈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

鍵舉措。得益於完善和全面的供應商管理，依託先進的數智化管理平台，京東物流持續協同供應商合作夥伴共同構建合作

共贏的價值鏈生態。

京東集團招採與成本費用部門主要管理的供應商品類包括工

程品類、行政品類、IT 運營品類、物料運營品類等。京東物

流依託京東集團搭建的全流程供應商管理體系，積極培育和

維護戰略供應商關係，同時秉承合作共贏、誠信經營的理念，

始終堅持把用戶、合作夥伴和員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並長

期堅持正道商業價值觀，致力於與合作夥伴共建陽光透明的

營商環境。

《招採業務流程》

《招採業務管理細則》

《三方績效考核業務操作流程》

《非經營性採購驗收流程》

《供應商質量異常處理流程》

《綠色採購管理規定》

《供應商履約問題反饋及處理流程》

供應商准入與合規管理  核心制度 

嚴格的採購流程

京東物流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供應商選擇和招標流程。

供應商招標

供應商须按照京東採購招投標信息平台要求完成註冊，註冊時需要提供公司介紹、營業執照（三證合一）、開戶許可

證、近三年審計報告或財務報表（主要包括現金流量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行業資質認證、體系認證（如環境

認證、質量認證等）及其他專業資質，包括印刷經營許可證、建築裝飾裝修資質、安全生產許可證、消防資質、建築

智能化資質等。

供應商管理平台

京東物流會在相關征信網站查詢供應商的信用情況、處罰信息等內容。

征信調查

京東物流積極開展交流、考察、樣品測試、現場踏勘等供應商審核措施。其中，符合要求的供應商才能入圍項目長短

名單。京東物流還對各品類和項目供應商設置了具體的篩選要求和入圍條件，經公司審核通過後再將其納入到後續招

採運作環節。

長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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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致力於確保自身商業生態不損害環境、氣候、勞工以及員工的利益，因此我們積極地將相應原則融入供應商管理中。

供應商篩選及審核標準包含環境、氣候、勞工、員工權益等考量因素。在執行供應商篩選及審核時重點關注供應商相關行

業資質，對於勞工、員工權益問題通過系統接入信息進行查詢和判斷，辨別相關信息影響程度。

在供應商篩選入圍階段，京東物流除考慮供應商報價及供應能力外，也充分考慮環保相關要求，例如對環境排污等影響較

大的生產型供應商，須提供環境影響評價證書等許可文件。同時，物流耗材品類（如紙箱、防水袋、物流標籤、快遞封套、

緩衝包裝）在加工以及運輸交付過程中須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廢水、廢油、廢氣等）的各項指標，確保達到環保標準。

生產加工企業應有專職的三廢處理員，負責工廠內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等污染性排放物的定期定點收集處理，並健全

環保檔案以及原材料控制，禁止採購和添加有毒有害物質以及對人體健康帶來安全隱患的回收料等。此外，涉及勞工、員

工權益，特別是關乎生產安全方面的具體事項，供應商須針對性地為員工做好保險保障。

為提升供應商在環境與社會層面的表現，京東物流不斷完善相關的

管理措施和標準規範。

綠色採購管理

環境與社會篩選與審核制度

自 2020 年起，京東物流制定綠色採購管理規定，

規範京東物流採購業務，在京東集團招採與費用管

理部門進行的非經營性採購業務中涉及的供應商開

發、認證及項目准入、採購管理、合同簽訂、履約、

供應商日常管理等環節，融入環保、綠色理念，將「青

流計劃」貫穿始終，以實現綠色採購的目標。

京東物流已建立綠色採購供應商負面清單機制。進

入綠色採購供應商資源管理庫的供應商若出現負面

清單中所列情形或者其他環境問題的，京東物流將

依規定暫停採購或者終止採購合同。因供應商隱瞞

環保違法行為、造成公司損失的，京東物流有權依

法維護自身權益。

在招標定價環節，供應商在環保方面的貢獻度可以

作為評分項目中的加分項。在合同簽署環節，京東

物流會在合同條款中明確對違反綠色管理規定的懲

處。在供應商績效評價環節，京東物流針對綠色採

購品類設置相應的環保考核條款，並對供應商在環

境保護、資源節約、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方

面的表現進行監督。

京 東 物 流 組 織 供 應 商 參 與 碳 中 和 與 科 學 碳 目 標

（SBT）專場培訓，讓企業和個人更全面地了解碳

中和相關知識，同時開展碳排放數據收集和模型搭

建，監控供應商減碳目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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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同時施行負面清單制度。公司不允許出現違背中國法律法規等相關問題的供應商入圍，嚴格聲明禁止合作供應商

在用工方面出現違法違規行為。供應商的違規行為一經發現，京東物流將第一時間查證，性質惡劣的違規供應商將被列入

永不合作的供應商黑名單中。情節嚴重的，京東物流將舉報至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或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負面清單制度

在供應商管理環節，京東物流依據供應商資質與交付能力，並結合自身業務規劃、戰略目標，以及與供應商的過往合作情

況等因素，對供應商進行分類分級管理。同時，京東物流持續跟進供應商履約過程，對需求部門反饋的供應商履約問題進

行及時跟蹤處理，嚴格執行供應商季度考核並落實獎懲。針對現有制度要求，京東物流對年度供應商、重點項目單次合作

供應商進行嚴格考核，在保證評估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實施優勝劣汰。京東物流根據每個季度的績效考核結果綜合評估，

配比下季度供應商業務承接體量。

供應商合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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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服務賦能行業整體發展

體驗為本，消費者滿意度至上

所獲認證

參與行業標準制定

發佈行業相關研究報告

京東物流基於內外部應用場景，在長期技術投入和創新驅動下，持續強化軟件、硬件及系統集成的三位一體供應鏈物流技

術核心競爭力，為客戶提供全鏈路一體化運營、全場景智能化管理、全渠道集約化服務的供應鏈解決方案，拓展供應鏈物

流新技術的應用落地，提升供應鏈效率。

2021 年，京東物流獲得了多項權威認證和榮譽，同時，還參與了多個國家和行業級標準的制定，作為行業公認的標桿，

京東物流憑藉多年累積的經驗，積極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和數字化供應鏈體系發展。

京東物流堅持「體驗為本、技術驅動、效率制勝」核心發展戰略，持續優化服務質量，保護客戶隱私，促進產品創新。

京東物流在商品的倉儲、運輸、為企業客戶提供一站式物流解決方案、物流智能機器人、商品售後服務、智能物流集成系

統的售後服務等多方面，通過了環境、質量、職業健康安全、信息安全管理體系認證和隱私信息、企業知識產權等多個管

理體系認證及商品售後服務評價認證。

京東物流聯合中歐商學院，用京東物流沉澱的大數據來評估物流不同方式和不同質量如何影響消費者的行為，在凝聚行業

共識、引領企業創新、加速應用推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京東物流作為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主席單位，聯合學術界及產

業界單位完成《工業互聯網平台賦能產業鏈供應鏈白皮書》《基於工業互聯網的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白皮書》，聯合中國電

信發佈《5G 賦能未來物流——基於 5G 無線專網的物流新基建解決方案》，聯合華為發佈《5G 智能物流白皮書》，獨立

發佈《面向智能物流園區的 5G 物聯網技術應用指南》《「新基建」引領創新突破系列專題》等報告 7。

京東物流作為牽頭單位參與制定《快遞電子運單》等多個國家級標準，並參與制定《企業綠色物流評估指標》《無人車郵

件快件投遞服務規範》《快件鐵路運輸安檢數據交換規範》《郵件快件包裝回收與循環指南》《農產品寄遞服務及環保包

裝要求》《郵件快件實名收寄驗視操作規範》《寄遞包裝射頻識別（RFID）應用技術要求》《郵件快件限制過度包裝要求》

《冷鏈寄遞保溫箱技術要求》《快遞包裝分類與代碼》等多項行業標準。

7《工業互聯網平台賦能產業鏈供應鏈白皮書》《基於工業互聯網的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白皮書》《5G 智能物流白皮書》發布時間為 2021 年，《5G 賦能未來物

流——基於 5G 無線專網的物流新基建解決方案》《「新基建」引領創新突破系列專題》發布時間為 2020 年，《面向智能物流園區的 5G 物聯網技術應用指南》

發布時間為 2019 年。

提供優質便捷服務，力求極致服務體驗

為了讓消費者能夠享受到極致服務，京東物流依託自設終端物流中心模式，涵蓋城配車隊、集配站、營業部三個業務條線，

通過物流基礎設施全覆蓋，為客戶提供更優質和便捷的配送服務，持續致力於用戶服務體驗的提升。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GB/T19001-2016 idt ISO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認證

GB/T45001-2020 idt ISO45001:2018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ISO/IEC27001:2013信息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ISO/IEC27701:2019隱私信息管理體系認證

GB/T29490-2013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體系認證

GB/T27922-2011商品售後服務評價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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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觸點調研，提升客戶滿意度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運營超過 1,300 個倉庫（其中包括 43 座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管

理面積超過 2,400 萬平方米，包括雲倉生態平台上的雲倉的管理面積。通過多種自動化設備的使用和精細化的

運營，京東物流實現 211 限時達、夜間配、極速達（2 小時送達）、京準達（最高精確到 30 分鐘）、京尊達、

生鮮品全程溫控可視在內的階梯式、個性化的配送服務。2021 年，京東物流助力約 90% 的京東線上零售訂單

實現當日達或次日達，其中約 60% 的訂單為 211 限時達。

京東物流在自營配送之外，還搭建了各類場景的自提基礎設施，包括各類社

區便利店為形態的便民點，樓宇內的自提和上門配送的星配站 8，可以 24 小

時自助式提貨的自提櫃、全國高校內為學生提供綜合性服務的「京東派」等。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運營超過 10,000 個自營服務站和自提櫃，以及超

過 300,000 個合作的自提櫃和服務點，為消費者提供全天候的智能取件及收

貨服務。

京東物流高度重視客戶的意見和建議，主動拓寬收集客戶問題與需

求的渠道，以大數據挖掘、平台工具後台反饋、網絡社交平台檢測、

滿意度調研等方式，從售前、受理、倉儲、攬收、投遞、結算、售

後等客戶體驗旅程的全觸點對物流產品展開線上調研和線下訪談。

2021 年，京東物流共回收了超過 45,000 份有效調研問卷。通過探

索客戶視角下對服務的關注和期望，挖掘客戶對京東物流產品和體

驗觸點的優勢及問題，京東物流針對待提升的問題持續改善用戶體

驗。2021 年，京東快遞客戶服務滿意度達 97.5%。在銷售與經營

維護服務、送倉與倉儲服務、攬收服務以及結算服務四大方面的客

戶滿意度有了明顯的提升。此外，京東物流還發佈了業內首個《五

星級配送服務標準》，實行全國統一無差別服務，以保證消費者在

享受快速收貨的同時，獲得高質量的服務體驗。2021 年，在快遞

企業公眾滿意度方面，京東快遞以良好的公眾滿意度評分繼續穩居

行業第一梯隊，成為備受市場青睞的優質快遞服務品牌。

8 京東星配服務面向社區客戶群體，具備自提、配送、包裹代收等業務於一體的實體門店。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

流運營的自營服務站和自

提櫃超過

10,000個 97.5%

2021 年，京東

快遞客戶服務滿

意度達

京東物流運營的倉庫超過

1,300個

截至 2021 年底

倉庫管理面積超過

2,400萬平方米

其中約

60%的訂單 

為 211 限時達

京東物流助力約 

90%的京東線上零售訂

單實現當日達或次日達

2021 年京東物流共回收有效調研問卷

超過

45,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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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糧食應急保障

京東物流基於十餘年積累的物流供應鏈基礎設施和技術能力，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參與國家糧食應急保障和相關信息化

平台、倉儲基礎設施等建設。通過有針對性地整合相關能力並優化內部響應機制，京東物流切實保障了糧油等民生物資和應

急物資高效調度和運送，建立起了一套平時服務、災時應急的一體化供應鏈物流保障體系，並於 2021 年 10 月成為首批國家

級糧食應急保障企業。

未來，京東物流將持續發揮新型實體企業價值，圍繞全面健全糧食應急物流保障機制、加強糧食儲備市場化供應鏈能力建設、

打造糧食儲備現代化倉儲體系、共建糧食保障企業協同生態四個方面進一步提升糧食全產業鏈流通效率，協同相關部門與合

作夥伴，全面推進支持糧食產業升級，助力鄉村振興，為國家糧食應急體系乃至全人類糧食安全貢獻更多企業價值。

一體化供應鏈助力高效公共治理

依託一體化供應鏈基礎設施，京東物流積極參與民生建設、公共治理。京東物流全力響應新冠疫情期間疫苗運輸和物資運

輸需求，為應對極端天氣提供高效的應急保障，利用物流服務能力專長響應社會需求、踐行社會責任。

服務升級和智能客服，
重塑服務模式

在客戶服務和售後服務方面，2021 年京東物流通過服務升級和

智能客服兩大途徑，重塑服務模式，持續提升客戶體驗。京東物

流在中國擁有 3 個呼叫中心及 7 個投訴處理中心，每日人工受理

業務量達 12 萬，自助受理業務量達 7 萬。全年無休的服務團隊

讓客戶帶著問題和期待而來，帶著滿意和信賴離開。年投訴處理

滿意度達到 95%，真正做到了以客戶為先，以責任為重。

京東物流客服通過優化理賠標準規則體系、叠代理賠運營管理模

型、強化理賠系統功能建設，實現自動化、智能化理賠服務及管

理體系的升級，突出打造物流與商流結合的物流理賠服務，為客

戶和商家提供優質、專業理賠服務。

在人員培養與考核方面，京東物流客服中心有詳盡的培訓與考核

制度，面向客服代表、客服主管、質檢專員、培訓專員、知識管

理專員、現場管理專員等不同崗位，制定新人培訓和定崗考核、

回爐培訓和考核、技能變化時的培訓和考核以及年度技能再確認

考核，以最專業的人員配備服務客戶，打造極致客戶體驗。

40

京東物流在中國擁有

呼叫中心3個

投訴處理中心7個

2021 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



2021 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 鏈接需求 優質服務

42 43

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中的應急保障

動物保護

京東物流積極參與國家應急資源管理平台的建設，以「集中管理、統一調撥、平時服務、災時應急、採儲結合、節約高效」

為原則，實現應急場景下的全域應急物資共享和集中調配，達到應急管理的規範化和智能化。京東物流與各級應急管理、

糧食與物資儲備部門建立常態化應急物流協同保障機制，一旦有應急需求，京東物流的倉運配一體化供應鏈物流體系將立

即響應。京東物流充分帶動社會專業力量參與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提升應急物資保障服務水平。

2021 年，河南、山西汛情發生後，京東物流快速組織力量，從距離最近的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緊急調撥

大批鐵鍁、救生衣、雨衣、膠鞋等防汛物資以及礦泉水、方便麵、火腿腸等生活物資，為防汛救災工作提供支持，緩解受

災群衆的食物供給及衛生飲水等問題。

京東物流發起了「盒以為家」項目，促進低碳環保與文明養寵深度

結合。2021 年活動期間，京東物流通過自有倉儲系統，投放 10

萬個可被改造成愛心寵物小窩快遞盒。同時，京東物流總計籌備 2

噸優質寵物糧食及 2,000 個寵物小窩快遞箱，捐贈給等待被領養的

流浪小動物，號召社會力量共同關注流浪動物生存現狀。

新冠疫苗配送

京東物流積極響應國家疫情常態化防控需要，依託我們佈局在醫藥冷鏈業務的優勢，並利用智能化基礎設施 + 冷鏈溯源平

台的技術優勢，為北京市內配送新冠疫苗，成為北京市藥監局首家公示疫苗配送服務企業和交通委指定疫苗配送企業。截

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疫苗配送累計運送車次超過 1,200 車，累計運輸超過 430 萬支疫苗，覆蓋人口近千萬，助力搭建

首都防疫牆。

通過疫苗配送，京東物流醫藥冷鏈業務實現了新突破，推動了行業法規《新冠病毒疫苗貨物道路運輸技術指南》的出台，

促進了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的共建。

投放可被改造成愛心寵物小窩的快遞盒

10萬個

總計捐贈

優質寵物糧食2噸

寵物小窩快遞箱2,000個

累計運輸疫苗超過

430萬支

覆蓋人口近

千萬

疫苗配送累計運送車次超過

1,200車

截至 2021 年底

鏈接需求 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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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針對電網等社會公共服務行業遇到突發應急、緊急搶修

場景，京東物流無人值守倉庫的「自助領料」可實現全天候「隨到

隨領」，保障了我國基礎能源供應安全。我們領先的一體化物流解

決方案確保國家西電東送電網主網架的安全可靠運行，實現了更大

範圍的電力資源優化配置，為促進南方五省（區）經濟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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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高效、更加敏捷的全場景端到端物流網絡

相比傳統的物流服務商，京東物流通過協同高效的一體化物流網絡，為客戶提供從策略諮詢、倉網規劃、倉儲管理、商品

包裝運輸、智能配送等全場景、端到端、綠色低碳的一站式解決方案，高效響應用戶全場景的物流服務需求。

快速消費品

消費者需求、行業趨勢、產品特性等

自動
化

數字
化

智能化

作為中國最大的倉儲網絡之一，京東物流的倉儲網絡遍佈全國，

同時也是京東物流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能力的核心組成部分。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倉儲網絡已幾乎覆蓋全國所有的區縣。

其中，由京東物流運營的倉庫數量超過 1,300 個，由雲倉生態平

台上業主及經營者運營的雲倉數量超過 1,700 個。

京東物流採取共生方式擴大綜合運輸網絡的覆蓋，在陸運、海運

和空運等領域開展與戰略夥伴的廣泛合作。截至 2021 年底，京

東物流自營運輸車隊包括超 1.8 萬輛卡車及其他車輛。此外，京

東物流在全國運營了約 210 個分揀中心，航空貨運航線超過 1,000

條，其中國內全貨機航線達到 10 條。

京東物流的最後一公里配送網絡由自有配送團隊、配送站、服務

站點及自提櫃組成。京東物流通過優質的服務質量及行業領先的

運營效率，滿足企業及個人客戶對於安全可靠、時效領先、專業

貼心快遞和快運的服務需求。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擁有超

過 20 萬名自有配送人員，運營超過 7,200 個配送站，覆蓋中國

31 個省級行政區及 444 個城市和市轄區。

行業供應鏈解決方案

行業洞察

物理世界 數字世界

倉儲網絡

綜合運輸網絡

運營的倉庫數量超過

1,300個

截至 2021 年底

自營運輸車輛總數超過

1.8萬輛

最後一公里配送網絡覆蓋中國

31個

省級行政區

及444個

城市和市轄區

倉儲跨境

大件

冷鏈 配送

綜合
運輸

物流網絡 物流科技

服裝家電家具 汽車 生鮮3C

最後一公里配送網絡



2021 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 鏈接產業 提質增效

48 49

多行業洞見，定製化服務

京東物流基於用戶地域分佈、需求及購買頻率等商業認知，並從產品特性和消費週期等行業洞見出發，借助自身先進科技

能力，幫助企業客戶最小化庫存水平、提升履約準確度、提升運營資金效率，通過更高效、完善、定製化的物流解決方案，

促進行業降本增效。

六大行業解決方案

六大行業
解決方案

京東物流通過為快速消費品行業提

供智慧供應鏈解決方案、倉配一體

服務、多渠道信息整合及多場景配

送服務，幫助快速消費品行業全面

實現供應鏈的數字化升級。

快速消費品

京東物流為企業提供端到端全鏈

條、B2B & B2C11 倉 運 配 一 體

化服務、電子產品逆向回收處置、

3C 品牌商多渠道庫存融合等供

應鏈數智化解決方案。

3C

京東物流憑藉一體化配送服務、

線上線下全渠道倉儲服務、正逆

向增值服務、供應鏈網絡升級服

務，為服裝行業提供高效的物流

解決方案。

服裝

京東物流通過為家電行業提供正逆向一體化服

務、產銷協同、品牌商多渠道庫存融合服務，

針對家具行業提供送裝一體、家具多渠道一盤

貨的服務模式，幫助家電家具行業部署數智化

供應鏈，實現全面降本增效。

家電家具

通過社會化冷鏈協同網絡、標準

化產品矩陣及智能化供應鏈管理

等，京東物流為生鮮及醫藥行業

提供高質量的物流解決方案。

生鮮

通過汽車備件核心城市極速達模

式、汽車行業全鏈路信息一體化

服務、汽車備件產銷一盤貨 + 直

配送服務及油站便利店 O2O10

服務，京東物流全面提升汽車行

業供應鏈運作效率。

汽車

依託冷鏈倉儲網、冷鏈運輸網、冷鏈配送網「三位一體」的綜

合冷鏈服務能力，以產品為基礎，以科技為核心，京東物流通

過構建社會化冷鏈協同網絡，打造全流程、全場景的 F2B2C9

一站式冷鏈服務平台，實現對商家與消費終端的安心交付。截

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擁有超過 100 個針對生鮮、冷凍和冷

藏食品的溫控冷鏈倉庫，以及 28 個藥品和醫療器械專用倉庫。

京東物流幫助中國製造通向全球，全球商品進入中國。我們通

過為商家提供一站式跨境供應鏈服務，滿足海內外客戶對於物

流方案設計、產品合規諮詢、專業倉儲配送運輸、報關報檢、

傳統服務及信息系統等多層次的一站式服務需求。京東物流在

全球擁有近 80 個保稅倉庫及海外倉庫，總管理面積超過 70 萬

平方米，國際供應鏈網絡觸達全球 220 多個國家和地區。京東

物流陸續在中泰、中美、中英間開通包機貨運航線，並推出中美、

中歐、中英主流線路的空派、鐵路、海派和海卡等服務。大幅

提升跨境貨運速度，最快可實現門到門 48 小時送達。京東物

流荷蘭倉承擔了歐洲百年高端成衣品牌香蔻慕樂在四國的訂單

倉配任務，使其庫存周轉率得到極大提升，成為一體化供應鏈

物流解決方案出海的典型代表。

京東物流的大件網絡由多級倉庫、送貨上門、增值安裝及售後

服務能力組成，確保京東物流通過一站式配送及安裝服務提供

極致的用户體驗。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擁有能夠進行大

件及重貨倉儲的倉庫超過 80 個和分揀中心近 100 個，總管理

面積約 260 萬平方米。

大件網絡

冷鏈網絡

跨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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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2B2C（Factory-to-Business-to-Customer），即自生產方到商家到消費者電

子商務模式。

10 O2O（Online-to-Offline），即線上到線下電子商務模式。
11 B2B，即 Business-to-Business 商務模式；B2C，即 Business-to-Customer 商務模式。

大件及重貨倉儲的倉庫及分揀中心

的總管理面積約

260萬平方米

截至 2021 年底

溫控冷鏈倉庫數量超過

100個

藥品和醫療器械專用倉庫

28個

保稅倉庫及海外倉庫總管理面積超過

70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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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果

解決方案

根據此前西安試點倉的數據顯示，在京東物流實施升級後，沃爾沃配件訂單滿足率提升至

95% 以上，預計全國八大倉儲中心全面落地後可實現庫存成本的進一步下降。

京東物流數字化供應鏈中台系統基於客戶售後備件業務場景，幫助沃爾沃實現訂單自動驅

動、訂單自動協同、全局庫存管理、庫存自動尋源、缺貨業務場景訂單自動協同、逆向業

務場景訂單協同、訂單時效管理、物流履約可視化，支持多級倉網管理和智能供需計劃管

理等，從而實現沃爾沃售後備件供應鏈流程的優化。

沃爾沃供應鏈數字化轉型項目的落地是京東物流一體化供應鏈合作價值的全面釋放，未來雙方還將以此為合作切入點，持

續探索更深層次合作內容，共同優化汽車行業供應鏈效率，為消費者打造更高品質的服務體驗。

京東物流基於沃爾沃業務的發展以及業務場景，進行業務全面診斷及分析後形成的供應鏈業務網絡模式和 SKU

的佈局，把沃爾沃的網絡由原來的 4 倉拓展到了 8 倉，針對各節點歷史數據、生命週期數據、車聯網、區域分佈、

網絡結構等數據進行優化算法的預測，提高需求預測準確性，為庫存計劃和供應鏈保供計劃提供關鍵運營決策依據。

京東物流對備件進行多維度、高顆粒度分類（價格 + 流動性 + 區域特性），為各個備件細分類型設置獨立的採購、

補貨、調撥、均衡庫存策略。通過差異化的庫存策略，京東物流幫助沃爾沃實現備件庫存在供應鏈全網的動態調

整和管理。

京東物流通過管理沃爾沃供應鏈全網中長期需求和供應情況，為沃爾沃供應鏈中長期策略提供依據，保障供應鏈

整體供應能力。同時，對於短期的補貨調撥計劃，京東物流通過計算安全庫存、14 天短期預測、經銷商訂單和終

端車主訂單來計算最終的匯總需求預測；並配合在途庫存和全網備件分配策略，形成每日的採購補貨建議。

合作背景

近年來，沃爾沃在華汽車保有量持續高速增長，以維修保養、配件更換等服務為主的汽車售後市場需求正在逐步釋放。但

由於汽車售後備件行業特性、SKU12 分佈特性等特點，沃爾沃供應鏈管理面臨困境。為保障末端客戶體驗，沃爾沃對供應

鏈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導致整體供應鏈成本較高，很難找到效率和成本的平衡點。

助力沃爾沃數字化供應鏈轉型

京東物流憑藉著強大的物流基礎能力，提供倉、運、配、包裝等服務落地能力，以及多年積累的數字化科技能力，為沃爾

沃提供基於大數據的需求預測、庫存計劃、供應計劃、智能補貨、物流控制塔等技術能力，為實現降本增效提供支撐。

大數據應用分析和診斷，形成供應鏈業務網絡模式和SKU的佈局

多維度SKU畫像、動態建儲、動態庫存策略等形成庫存優化機制

長期需求計劃與短期的補貨計劃有效協同

供應鏈 
管理效率
提升

供應鏈 
流程優化

12 SKU（Stock Keeping Unit），即庫存量單位。



2021 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 鏈接產業 提質增效

52 53

通過大數據分析和深度學習算法，京東物流智能倉儲管理解決方案向客戶推薦最優區域倉庫數目並決定存貨在不同區域倉

庫間的最佳分配，助力存量客戶挖潛、產品拓展、流失預警、沉默啟動等關鍵環節，並通過高潛客群圈選、關係網絡挖掘、

拜訪策略推薦、異常歸因分析等方式，構建京東物流客戶智能增長體系以及經營知識圖譜，以更高效的技術產出、更全面

的價值數據、更貼合場景的落地方案，支持企業客戶增長需求，提升運營效率。

在運輸環節，京東物流干支線車輛引進 G7 車載量方設備超百台，

實現運輸過程中裝載率的數字化監控和裝載情況可回溯。該設備

在上海、廣東、山東等省市投入使用，目前在京東物流 G7 平台

賬號下可實時監測 143 台在用設備。此外，通過運用推理統計、

運籌、深度學習、仿真優化 ( 數字孿生 )、O2O 策略體系等創新

手段，京東物流實現了包括倉內揀貨效率優化、車輛裝載率提升、

預分揀運維無人化、運力招採成本降低等物流運營環節的效率提

升，幫助企業客戶提高生產效率、經營效率。

京東物流打造了「京慧」數字化供應鏈平台產品，深耕「供應鏈

規劃設計」「供應鏈計劃管理」和「供應鏈執行管控」三大領域。

基於海量數據和智能決策技術、依託領先的數據演算法和科學的

決策模型，京東物流為企業提供大數據、網絡優化、智能預測、

智能補調以及智能執行一體化服務，幫助企業通過量化決策和精

細化運營實現降本增效，助力中國企業實現數智化的戰略轉型。

此外，京東物流研發的專有倉庫管理系統（WMS）和專有運輸管

理系統（TMS）可以實現監控管理存貨、勞動力及倉儲網絡數據

傳輸的整個流程，從而提升存貨可視性及運營效率，通過實時車

輛及商品追蹤以及自動化的第三方運輸公司篩選和費用結算，幫

助客戶達到更全面、更精細化的運輸流程管理效果。

領先物流科技賦能一體化供應鏈

京東物流始終重視技術創新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京東物流在長期技術投入和創新驅動下，形成了軟件、硬件及系統

集成的三位一體供應鏈物流技術核心競爭力，為客戶提供覆蓋園區、倉儲、分揀、運輸、配送等供應鏈各關鍵環節的技術

產品及解決方案，全面提升預測、決策和智能執行能力，幫助更多客戶全面優化供應鏈網絡，提升數智化能力和運營效率。

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已經擁有 3,893 名專業研發人員，研發投入達 28 億元，已申請的技術專利和計算機軟件版權

超過 5,500 項，其中超過 3,000 項專利與自動化和無人技術相關。

基於 5G、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及物聯網等底層技術，京東物流正在持續提升自身在自動化、數字化及智能決策方

面的能力。通過自動搬運機器人、分揀機器人、智能快遞車、無人機等，京東物流在倉儲、運輸、分揀及配送等環節的效

率呈現顯著提升。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已投入近 400 輛 L4 級別自動駕駛智能快遞車。此外，京東物流自主研發了

倉儲、運輸及訂單管理系統等，支持客戶供應鏈的全面數字化，通過專有算法，在銷售預測、商品配送規劃及供應鏈網絡

優化等領域實現決策。

已擁有專業研發人員

3,893名

研發投入達

28億元

截至 2021 年底

已申請的技術專利和計算機軟件版權超過

5,500項

與自動化和無人技術相關的專利超過

3,000項

智能倉儲管理解決方案

技術創新致力於提質增效

系統化管理促進高效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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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

京東物流積極響應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以實際行動服務「三農」。京東物流持續貫徹落實京東鄉村振興 「奔富計劃」，

以京東物流一體化供應鏈為基礎，從新基建、物流、數字鄉村建設等方面入手，帶動更多農民實現共同富裕。

京東物流堅持「農產品上行」和「快遞下鄉」的策略，致力於讓城市和農村居民都享有高質量和富有特色的產品，構建起

城鄉之間的資源互通橋樑，促進農民收入增加，保障城市居民的多樣化需求，實現鄉村振興的雙贏格局。

物流基礎設施下沉實現「快遞下鄉」

一體化供應鏈佈局助推「農產品上行」

多年來，京東物流始終推進物流基礎設施下沉，憑藉扎實的基礎設施、創新的數字技術能力，為低線城市及重點縣鎮佈局

物流基礎設施。近年來，京東物流不斷升級「千縣萬鎮 24 小時達」時效提升計劃，推動城鄉物流普惠，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如今，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正逐漸下沉至二三線城市，並呈現「全面開花」的發展態勢。京東物流「亞洲一號」

智能物流園區在烏魯木齊、銀川、德陽等多地投用，大大提升了偏遠地區的送貨時效。京東物流在西藏拉薩正式落地超百

台倉儲機器人，青藏高原迎來首個大型智能物流倉。京東物流積極推進「快遞進村」，提升縣鄉村三級物流觸達能力和服

務時效。截至 2021 年底，全國 93% 的區縣和 84% 的鄉鎮已實現當日達或次日達。未來，京東物流還將持續深耕下沉市場，

提供技術驅動的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保障，助力鄉村振興，帶動共同富裕。

佈局產地冷鏈倉——新疆伽師西梅

產地智能供應鏈中心——陝西武功倉

新疆伽師縣西梅現代化產業園中，四座冷庫由京東物流負責運營，已有兩座共 2 萬多平方米投入使用，幫助果

商解決了存儲難題。2022 年還將有兩座冷庫投入使用，總面積將達到 4 萬多平方米，進出貨量將大幅增加，

進出貨效率將大幅提升。

2021 年，為解決偏遠地區農特產品供應鏈難題，京東物流依託「物流科技 + 供應鏈」一體化服務能力，與武

功縣合作，打造了京東物流首個產地智能供應鏈中心，推動智能基礎設施的落地。新開倉的京東物流陝西智能

供應鏈中心佔地面積 3.6 萬平米，有冷藏庫、智能分選中心、流向分揀中心，配備國際最先進的分選設備，可

實現全流程自動化；分選設備還可以實現分類定級，滿足多個銷售渠道。此外，該智能供應鏈中心地處陝西武

功縣，由此向西北區域輻射，新疆阿克蘇和庫爾勒、甘肅天水、平涼、慶陽等地農產品的果品加工、供應和銷

售均可前置到該中心，並通過京東物流快速供應到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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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構建符合西藏特色的一體化供應鏈能力

京東物流已在西藏完成自治區級公共物流倉儲配送中心、山南和昌

都地級市公共物流倉儲配送中心、各配送站點等現代物流基礎設施

的建設，助力拉薩建設「我國海拔最高的智能倉庫」。截至 2021

年 6 月，京東物流在拉薩地區新建的物流倉內已擁有 100 多台倉儲

機器人，實現自動化運營。2021 年，京東物流繼續擴大西藏本地物

流服務能力，協同西藏本地物流倉和商家，新增倉庫面積 6,000 平

方米。通過一系列供應鏈基礎能力的打造，京東物流在西藏自治區

的訂單量增長率已達 43%。

京東物流協助西藏自治區建立供配網絡數字管理平台，構建地區三

級物流配送體系，提供網絡規劃、倉儲規劃、配送規劃、產業鏈規

劃等業務，支持農產品運輸上下行高效開展。例如 2021 年 4 月在

西藏開展的邊銷茶業務，京東物流從普洱、臨滄、中茶、剛堅、和龍、

朗賽、綠都七大茶廠採購，計劃運輸茶葉 9,165 噸，實際送達 9,279

噸。歷時 4 個月，茶葉發放計劃已全部完成。茶葉已發放至阿里地區、

昌都市、拉薩市、林芝市、那曲市、日喀則市、山南市的 710 個鄉鎮，

造福三百萬藏民。

京東物流針對西藏特色打造農特產品「全案銷售模式」，攜手西藏自治區落地那曲蟲草物聯網基地、林芝松茸

及菌類基地、農牧文旅融合新樣板，以及自治區、市、縣三級品牌營銷等試點示範項目。

建設物流基礎設施

建立智能物流系統

推進農特產品上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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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體化供應鏈能力全面服務鄉村振興——全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西藏整區推進項目

京東物流在西藏自治區

京東物流助力拉薩建設

「我國海拔最高的智能倉庫」

新增倉庫面積

6,000平方米

訂單量增長率已達

43%

拉薩地區新建的物流倉內已擁有

倉儲機器人超過

10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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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高質量人才培養

京東物流積極參與國家職業等級標準制定和認證工作，從京東物流業務崗位真實需求出發，聯合職業與技術教育學院打造

「1+X 證書」，並深化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全面支持高校人才培養和高質量就業。

京東物流與當地中小型承運商開展合作，以滿足地方運力需求。除此之外，京東物流推動眾多中小企業的物流智能化升級，

京東物流的大宗物資運力平台是物流智能化升級的突出體現。

參與國家職業等級標準制定和認證工作

「1＋X 證書」，結合學歷證書
與職業技能等級證書

深化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京東物流成功申報了教育部職業技能等級認證，並作為評價組織完成了《智能倉儲大數據分析》《智能倉儲裝備應用及維護》

《物流無人機操作與運維》三項職業技能等級標準的制定及認證考核工作，為國家標準制定貢獻京東物流力量。

京東物流「1+X 證書」考試已在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四川職業

技術學院、廣東科貿職業學院、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等院校成功

舉行。以內部真實崗位需求為出發點，京東物流與合作學院全面開

展配套課程體系、考試平台、實訓平台、教材等教學資源合作。

將產業技術融入賽項設計，提高人才培養適
應性

京東物流作為教育部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 「創新創業」賽

項、「智慧物流作業方案設計與實施」賽項支持單位，將真

實業務場景和行業標準融入比賽設計，充分展現出數字經濟

下學生創新創業和營銷能力，真正做到比賽即實戰，提高學

生技能。

積極促進校企合作，建立產業學院 

京東物流與深圳技術大學、青島職業技術學院、江西工商職

業技術學院、昆明冶金高等專科學校、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

院等院校共建智能供應鏈產業學院，探索校企合作辦學新機

制與新模式，實現人才培養模式創新，樹立產教深度融合標桿。

京東物流在校內打造前店後倉、線上線下相
融合的校園供應鏈生態場景

京東物流以電商和物流的實際運營場景為基礎，從選品、採購、

運輸、倉儲、銷售、配送到售後全業務流程，為學生提供與

相關專業課程和實踐相匹配的實訓環境。2021 年期間，該項

目已在四川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等院

校落地運營。

運銷一體化 服務在線化 決策智能化

業務數字化 管理精細化

大宗物資運力平台案例

大宗物資運力平台致力於推動能源行業資源整合及數字化轉型進程，發揮 5G、大數據、信息化和智能化技術優勢，

加快發展能源行業現代物流和智慧物流。京東物流以煤炭行業為切入點，實現「運銷一體化」「業務數字化」「服

務在線化」「管理精細化」「決策智能化」。大宗物資運力平台現整合 300 多家貨主及承運商，2 萬多名司機入駐，

解決當地居民和中小企業收入問題。

61

助力中小企業發展

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助於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公正。為此，京東物流高度重視服務中小企業，依託數智化供

應鏈基礎設施，賦能中小企業擁抱數字化發展機遇，獲得新的增長動能。

链接幸福 共同富裕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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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排

綠色運輸

綠色倉儲

2021 年，京東物流共更換舊式燃油配送車 4,960 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 22,832 噸。京東物流在全國 50 多個城市投

放使用的新能源車已達 20,000 輛，北京地區的自營城配車輛已全部更換為新能源車，每年可減少約 40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

放，這相當於 2 千萬棵樹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除此之外，京東物流積極探索新能源車換電及氫能源車輛技術的應用，

計劃於 2022 年上半年完成新能源換電車輛及氫能源車輛測試並投入使用。未來兩至三年，京東物流將持續研發和投放數

千台智能快遞車，持續提升服務體驗和效率，目標至 2030 年物流運輸車實現 100% 新能源化。

京東物流正在改變傳統貨物運輸模式，通過將部分公路運輸轉為鐵路運輸以降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2021 年公路轉鐵路

運輸貨運量達 5.49 萬噸，全方位落實綠色運輸模式。在自身不斷加大新能源車輛使用比例的同時，京東物流也積極引導

上下游供應商使用新能源車輛。2021 年 10 月，京東物流發起「青流計劃」新五年倡議，將攜手上下游合作夥伴合力推進

全國重點城市清潔能源汽車上路。

倉儲是京東物流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的核

心基礎設施。2021 年，京東物流積極打

造「綠色基礎設施 + 減碳技術創新」雙核

動力，不斷優化園區倉儲科技，提升能源

循環利用效能，打造碳中和物流園區並率

先於西安、宿遷的京東物流「亞洲一號」

智能物流園區施行。

改變能源的結構，採用以風能、太陽能為主的綠色能源取代傳統能源，是物流倉儲減排降碳的關鍵因素。早在 2017 年，

上海嘉定的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內已率先布局屋頂分佈式光伏發電系統，並在 2018 年正式併網發電，光

伏發電平均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4,400 噸，節約標準煤約 1,700 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約 32.29 噸、減少氮

氧化物排放量約 48.49 噸，相當於每年植樹約 38,238 棵。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已經完成第一批 12 座「亞洲一號」

智能物流園區的光伏發電系統佈局，總體裝機容量達到 100 兆瓦以上，年發電量 1.6 億度，可供應 5 萬戶普通家庭使用一

年。未來 3 年，京東物流總體光伏發電能力將達到 1,000 兆瓦，為 85% 的智能物流園區提供綠色能源。京東物流西安「亞

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建設中的分佈式鋰電池儲能系統將有助於電力平滑和調節，緩解用電高峰時段對電網系統的衝擊，

實現光伏電力的削峰填谷。

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建立有完善的節能管理制度，在生產作業過程中持續優化分揀、運輸流程，實現

高效分揀與立庫黑燈作業，在效率提升的同時減少碳排放。同時，園區內根據光照條件，優先使用太陽能路燈進行照明，

並充分利用自身可再生電力優勢，採用分佈式空調取代鍋爐房。在精準滿足局部供暖需求的同時，最大程度避免了化石燃

料消耗。此外，京東物流搭建的光伏能力在保障園區自動化設備運轉使用的同時，園區的綠色電力能源可通過「汽車 + 充

電樁 + 光伏」的項目試點同時為電動新能源車充電。截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已配套建

設 22 套充電終端，可同時為 44 台新能源車輛充電，足以滿足園區內部作業車輛及外來訪客車輛的充電需求。

能源替代

高效運營

溫室氣體的核查與披露

2022 年 3 月，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獲得由北京綠色交易所和華測認證（CTI）頒發的碳中和認證雙證

書。本次碳中和認證，由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 (CNAS) 授權的第三方認證機構深圳華測國際認證有限公司，依據

國際標準 ISO14064-1:2018，對園區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核算，並主動向社會公眾披露。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

智能物流園區成為中國的首個「零碳」物流園區。與此同時，京東物流宿遷「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的碳中和園區認證

工作已啟動，按照認證須提供一年發電有效數據的要求，預計將在 2023 年正式獲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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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循環高效利用

綠色包裝

原發包裝是原廠直發包裝的簡稱，作為物流行業減少過度包裝的一個重要解決辦法，受到行

業上下游企業的認可。為積極推動綠色包裝轉型，京東物流通過優惠政策激勵品牌商企業推

行原廠直發包裝，包括寶潔、聯合利華、雲南白藥和碧然德等品牌商的數千個商品 SKU 已

實現出廠原包裝可直發，每年可減少物流行業紙箱使用 20 億個以上。

循環包裝是快遞行業綠色包裝的未來發展方向之一。京東物流通過採用可重複使用的循環快

遞箱「青流箱」、循環保溫箱、循環中轉袋等方式減少一次性包裝材料的使用。自 2017 年

至 2021 年底，常態化投入使用循環包裝箱累計超過 2 億次。其中，2021 年共計使用「青流箱」

500 餘萬次，循環保溫箱 6,000 餘萬次，可減少消耗一次性泡沫箱 6,000 萬個，減少一次

性冰袋約 6 萬噸，減少乾冰約 3 萬噸。與此同時，京東物流投放可循環「塑料編織布包裝袋」

600 萬個，循環中轉袋平均使用率已經達到 100%，每年可節約一次性編織袋使用 1.4 億次，

可減少消耗一次性塑料編織袋 7,000 萬個以上。京東物流還將開放京東物流材料實驗室，作

為高校可再生材料創新項目孵化器，推動行業環保材料的使用和技術革新。

節能製冷設備

京東物流將於 2025 年全面淘汰所有自建和租賃的冷鏈倉和冷庫的 R22 型製冷劑，以環境友好型的 R404 與 R507 以及

二氧化碳復疊式製冷劑替換原有的 R22 型製冷劑。R22 型製冷劑中的氯元素對地球臭氧層存在極大危害，R404 與 R507

型製冷劑對臭氧層破壞係數為零，為環境友好型製冷劑。此外，二氧化碳用作「二氧化碳復疊製冷技術」的製冷劑，同屬

於環境友好型製冷劑，對臭氧層不具有破壞性。

原發包裝

循環包裝

快遞包裝是物流全鏈路減排中的重要一環。京東物流基於大數據技術不斷優化紙箱的使用，

3 層紙箱使用比例超過 95%，每年可減少使用 20 萬噸以上紙漿。通過上萬次運輸測試，京

東物流將封箱膠帶進行「瘦身」，寬度和厚度降低 15%。同時規範打包操作，禁止膠帶層

層纏繞，每年可減少使用膠帶 5 億米以上。通過新材料升級，降低緩衝包裝的厚度，氣柱

袋厚度降低 35%，充氣袋厚度降低 25%，纏繞膜厚度降低 50%，每年減少使用聚乙烯 PE

約 2 萬噸。

京東物流一直探索以科技賦能的綠色包裝新模式。2014 年，通過系統升級和流程優化，在

庫內推廣無紙化作業。京東自營訂單實現電子面單的 100% 使用，取消使用常規紙質面單。

2017 年，京東物流配送終端 100% 實現電子化簽收，隨着電子面單設計不斷優化，電子面

單的面積較之前減小了 30%，每年可減少紙張使用達 6,000 噸。除此之外，京東物流「精衛」

智能包裝推薦系統可根據商品體積推薦最優包裝品類與型號，確保一線操作人員能夠快速且

精確選用紙箱和快遞袋，提升包裝容積率，從而減少包裝材料浪費。

京東物流持續在物流包裝綠色轉型方面引領行業發展，並參與起草和修訂多項郵政行業包裝

標準。京東物流提出的包裝「瘦身」理念被寫入郵政行業《郵件快件包裝基本要求》和《快

遞業限制過度包裝要求》之中；此外，由京東物流首次發起並試點的「原發包裝」實踐已被

納入國家綠色包裝發展規劃的《關於加快推進快遞包裝綠色轉型的意見》。

包裝材料
減量化

科技賦能
包裝減量

參與包裝
「瘦身」
行業標準
制定

減少紙張使用超過

24萬噸

原廠直發包裝每年可減少 

物流行業紙箱使用超過

20億個

通過材料減量化等技術應用 

減少塑料使用近

3.5萬噸

2021 年「青流箱」共計使用 

超過

500萬次

減少包裝材料浪費超過

30%以上

自 2017 年至 2021 年底，常態

化投入使用循環包裝累計超過

2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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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箱案例

618案例

2021 年 10 月，京東雲箱綠色循環容器生態聯盟正式啟動。京東雲箱旨在推廣標準化數字綠色循環容器，促進「青

流箱」、生鮮筐、周轉箱等容器循環共享，打造中國物流容器循環回收體系，助力國家低碳循環綠色供應鏈發展。

截至 2021 年 10 月，京東雲箱在全國建立起 8 個載具服務中心和 60 多個載具收發網點，實現「隨地租、隨地退」。

此外，京東雲箱服務企業數量也已超過 180 家，載具規模超過 220 萬板，可滿足供應鏈企業在各種場景對物流

載具的需求，真正實現標準化、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四化合一」的管理效果。

2021 年，京東 618 累計下單金額超 3,438 億元，創下新的紀錄。京東物流在 618 期間持續踐行「青流計劃」，

使用循環包裝 1,150 萬次，減少一次性垃圾近 10 萬噸。通過在包裝、倉儲、運輸以及回收再生等環節建立起

的綠色供應鏈體系，以及採用減量包裝、可循環包裝、新能源車投用、光伏發電、紙箱 / 廢棄塑料瓶回收等手段，

京東物流實現在 618 期間碳排放較 2020 年同比減少 5%。

減少廢棄物

水資源循環利用

廢棄物的處理及排放問題關係到自然環境和人們的生命安全。在報廢商品的處理上，京東物流通過委託具有廢棄物

處理服務資質的第三方公司對符合報廢銷毀標準的商品進行統一處置。同時出台綠色採購政策，要求供應商在加工

和運輸過程環節秉持綠色低碳、節能環保的原則，減少供應鏈上下游廢棄物排放。

京東物流高度重視水資源的節約、循環與再利用。京東物流各逆向倉庫對符合售賣標準的可飲用水類商品進行內銷

處理，將因包裝破損等原因導致不可飲用的桶裝水、礦泉水類商品，在退回逆向倉庫後變為園區清潔用水。

打造綠色供應鏈生態

賦能城市與區域

探索循環包裝標準化與共享回收模式

京東物流不斷探索與推動循環包裝標準化，以 600*400

作為基礎模數，可在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共享使用。京

東物流協同三方合作機構通過搭建末端共享回收基礎設

施，解決最後一公里循環包裝回收難題，實現資源循環

利用。

助力海口零塑城市建設

京東物流致力於以綠色供應鏈賦能城市與區域發展。

在同海南省海口市合作試行「快遞業塑料包裝減量及

循環利用」的項目中，京東物流投放了萬餘循環包裝

箱並首次試點循環快遞袋，以探索逐步減少使用一次

性 PE 塑料包裝袋的有效途徑。

攜手同行企業參與綠電交易 行業減碳培訓

京東物流持續加大與同行業合作，共同推動物流行業

的綠色發展。2021 年 9 月，京東物流等 14 家物流企

業聯合發出倡議，充分履行物流企業的社會責任，積

極響應綠電交易，在倉儲、分揀、配送等環節增加綠

色電力消費，共同營造全社會低碳綠色轉型的良好社

會氛圍，助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京東物流針對供應商合作夥伴進行多場「碳」相關基

礎知識培訓，為供應商合作夥伴提供碳中和諮詢，促

進上下游企業減排意識提升與能力建設。2021 年，京

東物流組織碳減排課題的培訓，讓員工了解科學碳目

標以及碳中和的意義和價值，同時也累計邀請了 120

家供應商和客戶參與培訓。京東物流也開始着手建立

碳排放數據收集體系和數據模型搭建，監督和輔助供

應商實現自身碳減排的目標。

參與推動行業綠色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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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世界環境日」前夕，京東物流攜手寶潔中國在江蘇南外仙林分校宿遷學校慶祝「盡責盡美，重塑新生」

環保運動場項目的落成。此次建成的新型環保運動場，是藉助京東物流綠色供應鏈體系所收集的廢棄塑料瓶等

廢舊材料製作而成的。寶潔中國作為京東物流「青流計劃」的首批合作品牌企業之一，雙方不斷在綠色供應鏈

方面開展創新合作，一起開創了中國第一款簡約包裝紙箱、第一款洗髮水電商原發包裝盒與第一款綠色循環箱。

在未來，雙方將繼續加強在綠色物流、包裝回收等方面的項目試點，打造品牌方、平台方和消費者良性的生態

圈，共同推動綠色環保項目的快速落地，推動全球商業的可持續發展。

2021 年 6 月，京東物流舉辦第二屆山海音樂節，倡導更多人重視環保，關注垃圾分類和回收；在綠色回收方面，

京東物流通過開展「箱愛計劃」公益主題展，將紙箱循環可持續利用從生活方式上升到生活藝術。

生態協同共創環境和社會價值

京東物流與寶潔共建環保運動場

「箱愛計劃」公益主題展

攜手品牌方

攜手公眾

京東物流不斷探索倉儲環節的資源循環利用，在為雀巢集團搭建的環保倉中，通過使用循環卡板綁帶替代纏繞

膜，在入庫上架環節減少一次性塑料製品的消耗。循環卡板使用壽命較長、可重複使用，在使用過程中不易產

生白色垃圾。

雀巢環保倉

京東物流發揮平台優勢，鼓勵品牌商企業在生產裝箱時使用循環箱。循環箱隨商品進入京東物流倉庫，由京東

物流倉庫對其進行統一暫存管理，並通過集中批量返回品牌商工廠實現循環利用。現階段，京東物流已攜手寶

潔、聯合利華、珀萊雅和黛萊皙等數十個品牌開展循環箱入倉行動。

品牌商循環箱入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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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將節能環保舉措融入線上互動遊戲中，用戶

可通過完成簽到、寄遞任務等行為，獲取「減碳積分」，

多個城市開展線下紙箱回收、舊衣捐贈等環保活動；

僅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400 萬人次參與活動，

共同傳遞「減碳多一點，幸福多一點」的綠色理念。

為響應國家減碳號召並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京東

物流聯動京東生活在石景山區城市管理委員會的指導

下，在當地 12 個居民小區開展以「減碳先鋒—減碳計

劃」為主題的環保活動。活動以快遞小哥配送宣傳、

小區宣傳欄展示、快遞櫃展示等多種方式進行推廣，

並以「廢紙箱回收換環保袋」「參與環保答題贏好禮」

等形式激勵居民參加。該活動深入社區宣傳垃圾分類

回收等減碳生活理念和環保常識，引導居民積極踐行

綠色生活方式，號召全民共同守護綠色美好家園。

倡導減碳行為——「包裹的旅行」營銷互動

「減碳先鋒——減碳計劃」 環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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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京東集團成為「相約北京」系列冬季體育賽事鑽石級合作夥伴、電商合作夥伴和物流服務商。2020 年起， 

在「相約北京」系列冬季體育賽事測試賽期間，京東物流為賽事提供倉儲、運輸、配送等物流及供應鏈服務，共協助 14

個賽事場館順利舉辦 34 場國際級賽事，超過 3 萬件測試活動物資運輸落位，實現倉儲、運輸、館內物流、總體配送計劃

MDS（Master Delivery Schedule，簡稱 MDS）、場館無接觸智能配送等全場景測試演練。2022 年，京東物流作為某

國際大型冬季體育賽事的物流服務商，全面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嚴格落實安全防疫要求，通過高科技、智能化的方式，

確保此次國際體育賽事的順利舉辦。

京東物流充分發揮卓越的供應鏈能力，為本次國際體育賽事提供了智能化、高水準的物流服務。作為中國首家全面參與此

類賽事的物流服務商，京東物流肩負着組委會物流服務商、行李運輸服務商以及運動員食材總倉的物流服務等重大職責。

除提供物流運輸車輛及常規物流服務外，京東物流為本次國際賽事的主物流中心、各個競技類與非競技類場館提供物流計

劃制定、倉儲管理、物資分揀與裝卸等服務。京東物流在本次國際賽事的服務過程中，充分應用自身科技創新成果及一體

化供應鏈能力，響應賽事全程專業的物流需求，向全世界展示中國企業的一體化供應鏈能力。

向世界彰顯中國一體化供應鏈實力

京東物流通過 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科技，以及一系列領先的自動化設備，提升了供應鏈整體的運作效率，保障

國際體育賽事安全防疫工作有序進行，彰顯了中國物流企業服務大型國際賽事的專業能力。

智能創新助力科技盛會

服務賽事場館

14個

在「相約北京」系列冬季體育賽事測試賽期間

服務國際級賽事

34場

幫助落位測試活動物資超過

3萬件

專題：打造綠色、智能、高效、安全的一體化供應鏈保障冰雪盛會成功舉辦

總體配送計劃 MDS 系統被視為本次賽事物流工作中最重要的管理工具之一。MDS 系統是為賽時進入場館的物流貨運車輛

進行時間編排的信息管理系統，對於實現各類貨運車輛有序進入場館，防止場館周邊及入口出現擁堵具有重要意義。MDS

與車證、人證、安檢簽封共同作為貨運車輛進入場館的「四把鑰匙」，原則上無 MDS 計劃的貨運車輛無法進入場館。

京東物流受本次國際體育賽事組委會委託，搭建 MDS 系統及相關服務。在此基礎上，京東物流還在此類賽事歷史上首次

實現了 MDS 信息無紙化核驗、車輛定位信息實時傳輸、手機端網頁端雙登錄等技術突破，讓包括各國代表團、各類貨運

公司、各領域供應商在內的數百家賽事利益相關方可以更便捷地參與或體驗賽事物資配送服務，也以創新的綠色技術為 「碳

中和」賽事做出貢獻。

為保障各用戶順暢使用 MDS 系統，京東物流開展了集中培訓、專題講解、實地走訪，並參與賽事總體配送計劃（MDS）

用戶手冊中英雙文版本的撰寫與發放，使全世界的賽事參與者均能及時有效地了解並享受高效物流服務。

京東物流為賽事提供MDS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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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作為賽事物流服務商，在此次國際體育賽事的籌備和舉辦過程中，進一步發揮一體化供應鏈的綠色優勢和動能，

通過集中儲存、統一調配、集約配送的方式，提升服務時效與品質，降低資源浪費，最大程度提升端到端的一體化供應鏈

的全局優化。同時，京東物流通過智能倉儲、智能配載、智能調度、車聯網、區塊鏈溯源等高科技和智能化方式，成功打

造了綠色、智能、高效、安全的賽事一體化供應鏈服務模式。

綠色物流助力賽事節能減排

為推進科技防疫工作，京東物流多措並舉，解決賽事場館內「最

後一公里」的無接觸配送難題。京東物流在多個賽事場館內陸

續投用 14 輛室外智能配送設備、3 台室內智能配送設備，並基

於智能路徑規劃、自主移動的智能駕駛技術，服務體育賽事運

行期間的場館內部的物資配送、行李搬運等工作。為了進一步

落實無接觸配送，京東物流陸續投用 23 套雙面智能配送櫃，最

大程度避免存、取件人的直接接觸。京東物流同時在賽事主物

流中心引入智能倉儲管理設施，對高風險物資實行自動化管理

及分揀。通過部署 AGV 自動揀貨等措施，降低庫內操作工人

接觸高風險物資的機率，實現智能化的倉儲管理，降低庫內作

業生產的人工投入，實現進口物資接觸人群最小化，有效抑制

疫情傳播風險。

智能物流設備助力科技防疫

在服務運動員行李運輸的過程中，京東物流通過精細化管理為行李高效分類，為超規行李設計改造專用運輸車，並藉助智

能無人配送設備，全面提升賽事行李運輸效率。作為此次運動員食材總倉及物流服務商，京東物流嚴格按照本次賽事組委

會的要求，批量化、規範化確保賽事運動員及隨隊人員的餐飲供應和食材安全。在採購、驗收、倉儲、食品安全檢測等環

節進行統一管理，以達到食材供應安全保障、全程信息化管理和疫情有效防控的目標。

精細化管理為運動員帶來優質服務

在多個場館內陸續投用

室外智能配送設備14輛

室內智能配送設備3台

雙面智能配送櫃2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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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小哥參與火炬傳遞

京東快遞小哥欒玉帥作為本次國際體育賽事的火炬手，參與火炬傳遞的活

動。欒玉帥於 2017 年第一次參與馬拉松，在 2021 年北京半程馬拉松上獲

得「非職業選手第一名」的好成績，被稱為「跑得最快的快遞小哥」。作

為萬千快遞小哥中的一員，欒玉帥表示他是代表所有的物流工作者共同獲

得了這個榮譽。

京東快遞小哥宋學文作為火炬手參與本次國際體育賽事火炬傳遞活動，他

在京東物流已經工作 11 年，行走超過 30 萬公里，創造了配送 30 萬件包

裹零誤差、零投訴、零安全事故的紀錄，先後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

國勞動模範、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宋學文在本次賽事中所帶領的物

流團隊還得到了組委會的高度認可，以切實的行動保障了賽事物流綠色、

高效、安全運行。

火炬手——欒玉帥

火炬手——宋學文

京東物流為盛會提供高品質物流服務，收穫國內外一致認可在承接本次國際體育賽事組委會物流服務中，京東物流在倉儲運營環節上，實現了庫內 100% 無紙化

作業和可循環托盤的使用。通過無紙化作業，在賽事服務期間，京東物流共節約用紙超過 10 萬張。

在此次賽事籌備和舉辦過程中，京東物流攜手供應鏈上下游夥伴共同踐行綠色可持續理念，聯合家具、

白色家電以及技術物資供應商，共同推行物資原包裝回收再利用。在外包裝上粘貼可回收使用標籤，提

醒人員在拆包環節注意包裝的二次使用和回收，並在倉儲中心、場館內設置包裝物資回收角，用於被回

收包裝的存儲和使用，提升物流包裝再利用率。此外，京東物流綠色物流方案和應用落地已作為可持續

典型案例被納入相關賽事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同時，京東物流作為起草單位之一參與制定《大型活動可

持續性評價標準指南》地方標準，為賽會遺產傳承提供支撐。

京東物流通過綠色循環包裝——「青流箱」的使用，

實現更加環保的體育盛會。在賽事服務期間，「青

流箱」共計循環使用約 1,800 次，同時使用更加環

保的瘦身膠帶 100% 覆蓋包裝耗材，並用打包帶代

替纏繞膜，瘦身膠帶共計使用超過 22.5 萬米。 

物流運輸是綠色供應鏈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京東物流共儲備超過 50 輛賽事物流服務專用新能源物流車，

在賽區城市配送服務和賽事場館內部物流服務中全部使用新能源物流車。同時，所有參與賽事物流服務

車輛 100% 符合國六 b 排放標準，並在張家口賽區內試運行氫能物流車。京東物流通過數智化供應鏈

技術，實時跟蹤車輛位置，動態優化車輛配送路徑，科學調度車輛進出場館，提升車輛運行效率，實現

場館收貨精準排產。

綠色循環包裝

綠色循環倉儲

協同上下游合作夥伴，共創賽會綠色供應鏈

綠色物流運輸

感感谢谢信信

京东集团：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举国关注、举世瞩目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胜利落下帷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共同践行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困难挑战，为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

盛会，向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为奥林匹克运

动续写新的传奇。

京东集团旗下的京东物流公司全方位参与了冬奥物流服务保障工作，主动

赞助了“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圆满完成了主物流中心和各个场馆的物流

服务保障工作，零差错完成了30000余件行李的运输工作，确保运动员食材总

仓运行平稳顺畅，食材运送安全及时。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胸怀大局、自信

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冬奥盛会的成功举

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们谨向京东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所有为冬奥

物流奋战的京东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圆梦冬奥会，一起向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凝心聚力共担新使命，同心协力共谱

新篇章，携手前进一起向未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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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正在威脅企業資產與運營安全，而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也是重塑商業環境、創造新機遇的關鍵時期。

與此同時，商業活動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重要原因之一，企業在全球氣候、環境治理中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京東

物流致力於技術驅動，引領全球高效流通和可持續發展，利用其供應鏈的影響力，京東物流在參與氣候行動中正全面釋放

領導力。2017 年，京東物流發起「青流計劃」，通過革新包裝、倉儲、運輸多個供應鏈環節，助力實現一體化供應鏈全

鏈路低碳減排。2019 年，京東物流宣布加入「科學碳目標」倡議，成為國內首家承諾設立科學碳目標的物流企業。2021

年京東物流宣布加大投資「青流計劃」，未來 5 年，實現自身碳效率提升 35%，進一步通過技術手段加速自身供應鏈低碳

轉型，推動供應鏈上下游綠色可持續發展。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TCFD）於 2021 年發佈的建議框架是目前全球影響力最大、獲得支持最廣泛的氣候信息披露

標準。京東物流參照 TCFD 建議的框架，對物流層面的氣候相關治理框架、風險機遇識別、風險管理和目標等方面進行披露。

京東物流董事會和首席執行官協同參與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識別的決策，制定相關管理指標與機制，監督並指導工作的落

實。 

京東物流首席執行官基於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識別，建立戰略框架，並就具體管理工作及目標落實進程開展日常監督

與匯報。同時，京東物流 ESG 專項工作組負責氣候相關工作的日常管理，並與各部門及業務單元的相關負責人進行工作

接洽與協調，推進落實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的識別與信息披露工作。

為了更好地了解氣候變化對京東物流業務的潛在影響，京東物流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採用的共享社

會經濟路徑（SSP）假設，對於物流運營的外部環境，包括生態、經濟、社會等選擇 SSP1 和 SSP3 路徑對 2025 年及

2030 年兩個時間範圍進行氣候情景分析。

治理 

表格 1：不同氣候情景下京東物流可能面對的宏觀環境預測

戰略

不同氣候情景假設下，京東物流可能面對的宏觀環境預測

管理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方面的職責

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的監督情況 

SSP1（嚴格氣候變化政策干預下的低排放情景） SSP3（無氣候變化政策干預時的高排放情景）

自然生態 13

• 氣溫：2040 年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 1.6℃

（2100 年上升 2.0℃）

• 海平面：2040 年較現在上升 0.1 米（2100

年上升 0.4 米）

• 極端氣候：頻率和強度一定程度增高

• 降水：升溫 1.5℃ -2.0℃時，全球多個地區會

遭遇更加嚴重的農業和生態乾旱，降水強度也

會增加 10.5%-14%

• 氣溫：2040 年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 1.6℃

（2100 年上升 3.9℃）

• 海平面：2040 年較現在上升 0.1 米（2100

年上升 0.6 米）

• 極端氣候：頻率和強度大幅增高

• 降水：升溫 2.0℃ -4.0℃時，全球 50% 地區

將遭遇更嚴重的農業和生態乾旱，降水強度也

會增加 14.0%-30.2%

社會經濟

環境 14

• 國際氣候政策：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宣佈碳中

和路徑（包括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並

嚴格實施計劃目標

• 國際商業模式：從依賴化石能源的經濟，快速

轉變為可再生能源驅動的經濟

• 國內溫室氣體排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

化碳排放在 2025 年比 2020 年下降 18%，

2030 年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

• 國內碳價格：在 2025 年和 2030 年，碳價格

預計分別達到每噸 63-87 元和 77-139 元每

噸

• 國內能源結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

中佔比在 2025 年達到 20%，2030 年達到

25%

• 國內新能源汽車：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車新

車銷售量達到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 20% 左右；

到 2030 年，當年新增新能源、清潔能源動力

的交通工具比例達到 40% 左右

• 國內消費觀念：到 2025 年，綠色消費方式得

到普遍推行，綠色低碳產品市場佔有率大幅提

升；到 2030 年，綠色消費方式成為公眾自覺

選擇，綠色低碳產品成為市場主流

• 國際氣候政策：部分國家及地區缺乏碳中和目

標，並無詳細的近期行動及計劃目標

• 國際商業模式：利潤驅動的商業模式，未能妥

善考慮環境及社會影響，可再生能源組合無明

顯波動

• 國內溫室氣體排放：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較當下增加 38% 

• 國內碳價格：在 2025 年和 2030 年，碳價格

與 2021 年持平，為每噸 49-56 元

• 國內能源結構：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消費中

佔比與 2020 年持平，約為 16%

• 國內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汽車新車銷售量佔

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比例與 2021 年持平，為

11.25%

• 國內消費觀念：綠色消費觀念仍未普遍，綠色

低碳產品市場有限

13 數據來源：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工作組（WGI）的第六次評估報告和 CMIP6 氣候模型。
14 數據來源：國務院 2021 年印發的《2030 年碳達峰行動方案》、香港聯交所 2021 年發布的《氣候信息披露指引》、生態環境部發布的 2021 年底全國碳
市場成交情況、路孚特 2021 年發布的中國碳市場價格預測、中國碳論壇發布的《2021 年中國碳價調查》、國務院 2020 年底發布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規劃（2021—2035 年）》、人民日報發布的 2021 年底全國新能源汽車佔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 2022 年印發的《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國際能源
署（IEA）2021 年發布的《中國能源行業碳中和路徑》。

http://建議框架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1/downloads/report/IPCC_AR6_WGI_SPM_final.pdf
https://interactive-atlas.ipcc.ch/regional-information#eyJ0eXBlIjoiQVRMQVMiLCJjb21tb25zIjp7ImxhdCI6OTc3MiwibG5nIjo0MDA2OTIsInpvb20iOjQsInByb2oiOiJFUFNHOjU0MDMwIiwibW9kZSI6ImNvbXBsZXRlX2F0bGFzIn0sInByaW1hcnkiOnsic2NlbmFyaW8iOiJzc3A1ODUiLCJwZXJpb2QiOiIyIiwic2Vhc29uIjoieWVhciIsImRhdGFzZXQiOiJDTUlQNiIsInZhcmlhYmxlIjoidGFzIiwidmFsdWVUeXBlIjoiQU5PTUFMWSIsImhhdGNoaW5nIjoiU0lNUExFIiwicmVnaW9uU2V0IjoiYXI2IiwiYmFzZWxpbmUiOiJwcmVJbmR1c3RyaWFsIiwicmVnaW9uc1NlbGVjdGVkIjpbXX0sInBsb3QiOnsiYWN0aXZlVGFiIjoicGx1bWUiLCJtYXNrIjoibm9uZSIsInNjYXR0ZXJZTWFnIjpudWxsLCJzY2F0dGVyWVZhciI6bnVsbCwic2hvd2luZyI6ZmFsc2V9fQ==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110/t20211026_957879.shtml
http://www.epmap.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
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112/t20211231_965906.s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112/t20211231_965906.shtml
http://www.chinacarbon.info/wp-content/uploads/2022/02/中文_2021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_20220302.pdf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02/content_555671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02/content_555671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2/content_5667734.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1/P020220121303032255690.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1/P0202201213030322556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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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收集各部門針對自身業務情況提供的信息，並結合包括氣候、宏觀環境、產業政策等文獻研究，京東物流分

析了高排放情景和低排放情景分別對京東物流的倉儲、配送和供應鏈等帶來的潛在影響，並進而識別出在不同的

氣候情景下潛在的實體與轉型風險。根據相關實體風險和機遇是否已經對於業務發生實際影響和對於業務的影響

周期跨度，京東物流將風險定義為短期（S）、中期（M）、和長期風險（L）15。

高排放情景（SSP3），實體風險對於京東物流業務的潛在影響，風險識別與影響周期

熱浪、海平面上升、洪澇、極端天氣頻發和生物多樣性損失。

根據 2021-2022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認知調查（GRPS）未來十年全球風險排名，

將低效的氣候行動、極端天氣和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氣候相關的風險，列為最嚴峻三大全

球性風險。同時該調研也建議考量這些氣候相關的實體風險所引發的潛在後果，特別是

對於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自然資源危機、人員健康威脅、生態環境

損害、基礎設施失靈。基於這些影響維度，我們歸納並描述了京東物流的潛在風險。

不同氣候情景下對京東物流的潛在風險和機遇

15 本專題將 2 年以內定義為短期；2-5 年定義為中期；5 年以上定義為長期。

16 數據來源：柳葉刀倒計時亞洲中心發布《2021 年中國版柳葉刀倒計時人群健康與氣候變化年度報告》。
17 人們暴露於野火燃燒事件的年平均天數。
18 數據來源：柳葉刀倒計時亞洲中心發布《2021 年中國版柳葉刀倒計時人群健康與氣候變化年度報告》。
19 數據來源：聯合國環境署 2020 年發布「冠狀病毒會長期存在嗎？」

表格 2：高排放場景（SSP3）下實體風險對於京東物流業務的潛在影響，風險識別與影響周期

戰略維度 影響維度 風險描述 實體風險分類 影響周期

倉儲 基礎設施失靈

• 氣候變化導致的洪水、颱風、雷暴、極端高 / 低溫天氣

等極端自然災害頻率增加，從而對倉庫、園區、數據中

心等建築及運營的穩定性造成損害，用於維護倉儲、數

據中心等基礎設施的費用增加；

• 未來海平面上升可能會迫使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以及業

務搬遷至內陸地區，進而導致了運營成本提高；

• 在雨季，洪澇頻率增加可能會危害京東物流穩健運營，

根據相關數據，在 2000-2019 年中國洪水災害頻率較

1980-1999 年明顯增多。而在 2021 年，河南省、山

西省遭遇極端降水事件，災情嚴重 16，已經對倉儲和運

營場所產生了影響。

熱浪

洪澇

海平面上升

極端天氣頻發

配送

基礎設施失靈

人員健康威脅

生態環境危害

氣候變化導致的洪水、颱風、雷暴、極端高 / 低溫天氣等

極端自然災害頻率增加會對物流運輸安全帶來風險，增加

了京東物流運營的成本。

• 高溫天氣增多增強會降低京東物流員工工作效率和危害

健康安全，增加高溫補貼、醫療等支出；

• 乾旱災害頻率增加，隨之而來的野火活動會產生熱傷害

以及煙塵危害到公共健康以及京東物流配送過程中員工

的健康安全，如同 2001-2005 年相比，2016-2020

年的全國年平均野火暴露度 17 增加 24.5%18；

• 氣候變暖大氣密度減小，機翼產生升力減少，同時溫度

較高影響飛機安全運輸和純電動車輛電池內部安全，空

運起飛失敗造成的延誤以及電池內部的危險會影響京東

物流航空運輸的成效；

• 氣候變化導致的傳染疾病風險提升 19、空氣污染物增多

會影響員工，尤其是一線員工的健康安全；

• 極端暴雨和洪水會破壞京東物流的路線規劃和儲運網絡

規劃，以及運輸車輛的電池內部零件可能會因為熱浪或

極寒天氣而受損，影響快遞快運效率以及企業收入。

極端天氣頻發

洪澇

熱浪

生物多樣性損失

原材

料供應
自然資源危機

氣候變化導致的洪水、颱風、雷暴、極端高 / 低溫天氣頻

率變高，包裝、運輸等環節的物料供應的產量以及周期遭

受打擊，影響了京東物流供應商的供貨，增大了貨運訂單

的壓力，最終可能影響企業收入。

熱浪

極端天氣頻發

洪澇

實體風險
分類

實體風險
所帶來的
商業影響

M

M

M

L

L

L

S

S

S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ub/article/PIIS2468-2667(21)00209-7/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ub/article/PIIS2468-2667(21)00209-7/fulltext
https://mp.weixin.qq.com/s/eJ1DYzFc_c5hdDpx52Q4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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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排放情景（SSP1），轉型風險對於京東物流業務的潛在影響，風險識別與影響周期

對於京東物流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的業務轉

型風險，低排放情景下宏觀政策趨嚴以及全

社會轉型浪潮可能會讓企業面臨更多潛在的

政策限制，影響到企業的運營以及收入。

根據氣候變化引發的轉型風險來源判斷，將

風險定義為：政策和法律、技術、聲譽以及

市場。

表格 3：低排放場景（SSP1）下京東物流氣候相關轉型風險以及戰略維度、風險描述、分

類和影響周期

戰略維度 風險描述 轉型風險分類 影響周期

全社會

低碳發

展趨勢

國家以及各地區可能會實施更嚴格的氣候相關政策（例如實施碳價格機制，要

求更高比例使用可再生能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

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以及《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對

於重點領域、行業、區域已經明確了「雙碳」目標落實的保障方案（科技支撐、

能源保障、財政金融價格政策等等）20，以及區域化，產業化的轉型浪潮。

政策和法律

供應鏈

管理

綠色供應鏈相

關的法規趨嚴

國家正集中出台「十四五」期間綠色交通、塑料污染治理、

綠色園區發展相關的政策法規，若不能及時強化合規管理、

促進轉型，京東物流業務將面臨不斷提升的監管壓力。

• 運輸：《綠色交通「十四五」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物流

交通綠色轉型方略，在減污降碳、物流用車用能結構、運

輸結構上都提出了更量化的目標，也成為了京東物流必須

要完成的紅線。

• 包裝：《「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動方案》及郵政快遞

行業相關的包裝政策對於塑料包裝的全鏈條治理，特別是

電商、快遞包裝減量化、標準化、循環化、易回收等提出

了明確的要求和量化目標，對於京東物流的包裝轉型、優

化管理提出了明確的時間表。

• 園區：《國家高新區綠色發展專項行動實施方案》指出協

同工業園區和城市能源綠色轉型，以最大程度利用清潔能

源和園區循環改造等建設低碳城市和發展低碳經濟。

政策和法律

技術

供應鏈

管理

客戶端壓力傳導

隨著國家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政策趨嚴，部分企業

面臨著低碳轉型的要求，各家國內及跨國企業陸續提出了

明確的碳中和目標，而京東物流作為國際物流服務提供商，

會受到來自國內外企業客戶端的影響。這些企業更加願意

採購具有低碳屬性的物流服務來實現自身碳中和目標，若

未能有效響應客戶訴求，並持續帶來創新、低碳的物流及

全鏈路低碳轉型解決方案，京東物流可能會面臨客戶流失、

市場份額收縮的風險。

政策和法律

技術

轉型的成本壓力

為應對氣候變化採取的措施，如「青流計劃」，包括新能

源使用、減碳技術和低碳基礎設施的研發和購買在短期內

會增加公司運營成本。

社會文

化轉變

公眾觀念和消費偏好發生轉變，對商品的低碳屬性更加注重；與此同時，年輕一

代非常看重企業的社會價值傳導。而「雙碳」目標下消費者會更加傾向具有低碳

屬性的物流和包裝服務，對於綠色包裝和低碳運輸屬性的物流公司也會更有好感。

與此同時，國家也在逐步完善綠色消費的政策環境，在 2022 年初國家發改委聯

合各大部委出台了《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明確了推動綠色消費的整體目標，

重點轉型領域及保障機制，也特別提到了綠色物流、包裝對於綠色消費的關鍵價

值與影響。若京東物流未能持續推動打造綠色物流和包裝服務，則可能會失去消

費者好感、社會認可，並因此會面臨用戶流失的風險。

政策和法律

市場

聲譽

技術

進步

與應用

受政策的驅動，信息技術和能源技術「雙重革命」的疊加效應會進一步顯現，新

型基礎設施對行業智能化升級改造、綠色化要素協同的減排效應將充分發揮。若

在新型基礎設施的某些重點領域，例如數據中心效能、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

京東物流未能及時開展行業洞察，並且投入研發針對各行業實際需要的節能減排

科技方案，在全社會綠色轉型浪潮中會失去先發優勢，進而可能會影響未來的營

收。在技術的研發應用中也需要評估相應的風險。

政策和法律

市場

聲譽

氣候

投融資

研究表明，完成綠色轉型還有極大的資金缺口，政策鼓勵投資流向綠色企業，建

立完善的綠色信貸、監管、評級管理體系。2021 年底，央行先後推出碳減排支

持工具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再貸款，為符合條件的項目提供優惠的利率支持。同

時以審視企業環境風險、特別是氣候風險為重要維度的 ESG 投資正高速發展。

若京東物流在推動一體化供應鏈全面綠色轉型的過程中有潛在的融資需求，未能

及時、量化評估氣候風險，並評價低碳轉型對企業帶來的系統性影響，將可能失

去一些潛在的投融資機會。

政策和法律

20 數據來源：國務院 2021 年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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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物流堅持認為綠色發展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能，希望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市

場變革的歷史機遇，以科技創新為全球應對氣候風險提供更多高效創新的方案。

應對氣候變化的轉型機遇

表格 4：京東物流在經濟低碳化轉型背景下的戰略方向、轉型成效、分類和影響周期

戰略方向 機遇與戰略 轉型成效 分類 影響周期

倉儲

發展光伏發電

產業園區

通過京東物流上海「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實現了倉儲屋

頂分佈式光伏發電系統應用，京東物流在倉儲場景下挖掘更

多低碳創新方案。2020 年以來，為大力推廣使用清潔能源，

京東物流與新能源企業夥伴共同在全國範圍內的智能物流園

區推廣光伏發電和儲能設施建設。

能源來源

數智化升級倉

儲設施

基於數智化社會供應鏈，京東物流正與眾多合作夥伴推動中

國社會化物流成本在十年內降至 10% 以內，比肩歐美等發

達國家。未來，京東物流無人倉算法將有力推動這一目標實

現，進一步引領全球供應鏈基礎設施的數智化升級，提升物

流供應效率。

資源效率

打造具有

氣候韌性的

基礎設施

業務運營依賴技術基礎設施及平台，京東物流在新項目建造

時，設計上充分考慮極端天氣對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網絡可

能產生的影響，做到持續提升物流基礎設施的管理能力。截

至 2021 年底，京東物流倉儲幾乎覆蓋全國所有區域，在 33

個城市運營了 43 個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

京東物流打造具有氣候韌性的基礎設施，以匹配業務發展速

度，增大業務運營範圍的同時，增強了自身運營對於氣候變

化的適應力，減少了極端天氣下業務運營可能產生的損失。

適應力

運配
持續升級

用能組合

京東物流開闢了運力綠色化與路徑算法優化兩條路徑。截至

2021 年 4 月，京東物流已在全國 7 個地區的 50 多個城市

投放新能源物流車，並大量使用清潔能源充電基礎設施，實

現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少 40 萬噸。2021 年，北京市自

營城配車輛已全部更換為新能源車；同時，京東物流還是國

內首個使用氫能源車的物流企業，截至 2021 年底，已經在

北京、上海、張家口等城市實現常態化運營。通過改善運輸

能源結構組合，更多採用清潔能源，京東物流積極響應國家

政策節能減排的同時，也可以通過碳排放管理交易等措施創

造營收。到 2030 年，京東物流運配車輛將 100% 替換更新

為新能源物流車。

能源來源

運配

優化大數據

路徑

京東物流進行實時優化路線規劃和儲運網絡規劃，以減少在

途車輛數量，提高返程車輛滿載率，並優化物流運輸效率，

如在北京及周邊地區通過大數據優化，車輛排產平均減少約

30%。京東物流通過優化能源、資源配置及碳排放管理提高

自身物流運輸效率，減少能源消耗，實現資源利用率最大化，

達到減少一部分能源支出以及響應國家「雙碳」政策的作用。

資源效率

持續發展

智能快遞車

京東物流從 2016 年起就開始研發第一代智能快遞車，到

2021 年不僅發佈了第五代智能快遞車，實現了完全無盲區

與遠程遙控、監控等功能，更有效提升了自動駕駛智能水平，

京東物流將通過 3-5 年時間取得相對完善的系統性成果，減

少人員投入及極端天氣造成的人員傷亡。

產品 / 服務

保障資源

調動能力

在應對極端突發事件上，京東物流通過配置多元化運力，擁

有高效調動專配資源的能力，如 2021 年初，京東物流全面

支持河北省抗擊疫情，為群眾提供生活用品、防疫物資等特

別運輸通道，充分發揮自身基礎設施能力等優勢。京東物流

通過自身強大基礎設施能力，為應對極端天氣可能帶來的災

害事件提供了專配調動資源的保障，讓公眾享有更加穩定的

服務以及生活品質，提升企業品牌影響力和競爭力，增加企

業收入。

資源效率

產品 / 服務

消費者 /

用戶

通過數智化

管理包裝流程

京東物流通過對於包裝流程的智能化管理，提高包裹出單效

率，讓消費者享受更及時更優質的出貨以及配送服務，從而

刺激消費，增加企業的收入，以及在應對極端天氣和突發事

件導致的訂單需求暴增時具備強大保障能力。

產品 / 服務

通過數智化為

企業提供節能

減碳服務

京東物流以倉儲為核心的高效協同物流網絡，以數據與算法

驅動的運營自動化、管理數字化和決策智能化能力，既可以

在數字世界提供基於數據與算法的供應鏈戰略-規劃-計劃-

執行的全面解決方案，又可以在物理世界提供從解決方案到

落地運營的一體化支撐。京東物流通過數字化自動化提供高

效低碳的運營方案，充分發揮信息化運營模式，改善基於數

據以及算法的核心規劃，保障公眾享有穩定、高效、綠色、

低碳的服務。

產品 / 服務

氣候應

對價值

共享

帶動全鏈綠色

節能減碳

通過綠色包裝和回收、新能源車運輸、分佈式光伏發電以及

智能設備應用等全鏈路節能減碳措施，京東物流在 2021 年

618 期間實現碳排放較 2020 年同比減少 5%。京東物流通

過推出綠色低碳產品及服務，向消費者宣傳綠色環保理念，

引導綠色生活方式轉變和綠色消費，響應國家政策的同時，

吸引更多綠色消費群體，帶動供應鏈的綠色低碳轉型並創造

收入。

產品 / 服務

市場

LM

LM

M

M

M

M

M

M

M

S

S

S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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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應

對價值

共享

持續賦能客戶

京東物流以長期技術投入打造的一體化供應鏈，助力中小

企業高效分配內部資源、優化庫存管理、減少運營成本，

解決它們在原料入廠、生產、分銷、售後等環節的物流問題。

京東物流通過持續加強與客戶合作，推動氣候應對價值共

享。例如，京東物流在為雀巢集團搭建的環保倉中，通過

使用循環卡板綁帶替代纏繞膜，在入庫上架環節減少一次

性塑料製品的消耗。循環卡板使用壽命較長、可重複使用，

在使用過程中不易產生白色垃圾。2021 年，京東物流通

過使用循環卡板綁帶共減少塑料纏繞膜消耗達數千噸，實

現環保倉儲的打造。

資源效率

產品 / 服務

豐富運輸

生態體系

2017 年京東物流正式宣佈獨立以來，與中遠海運、中鐵

快運、哈鐵快運、雅瑪多、中國國際貨運航空、中國東方

航空、中國南方航空、海南航空、齊魯交通等 200 餘家行

業領軍企業開展合作，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不斷豐富和

完善共生物流生態體系，通過搭建海陸空一體化的全球智

能供應鏈基礎設施，以提高供應鏈應對極端天氣的適應力。

適應力

參考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來

源，結合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與

影響範圍，初步識別出對於業

務有實質影響、與氣候相關方

的實體與轉型風險。

基於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評價，同時結合自身整體發展戰略與資源禀賦建立物流整體減排發展戰略，京東物流將持續發

揮科技能力與行業影響力。京東物流通過減少自身運營碳排放量，帶動價值鏈及消費領域的綠色低碳發展，在提升自身氣

候適應性及可持續競爭力的同時，促進全社會「雙碳」目標如期實現。

通過文獻調研，並結合政府監

管機構、投資者、證券交易所

對於氣候應對的關鍵期待，同

時兼顧業務實際場景中已經發

生或可以預見的氣候風險，進

一步篩選重點氣候風險。

將氣候相關的風險管理納入

ESG 整體管理框架和重點議

題框架，由 ESG 專項工作組

統籌推進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在

各部門和業務單元的落實。

風險管理 

指標和目標  

京東物流識別、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到京東物流整體風險管理體系

進一步量化氣候變化對運營、治理以及財務的實際影響

基於整合的風險管理框架，統一定級，統籌管理

表格 5：京東物流應對氣候變化相關議題的指標以及目標描述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指標描述 目標設定

建立氣候

戰略

京東物流建立氣候應對

戰略

將應對氣候相關風險策略融入到公司整體戰略框

架中
2022 年初步建立戰略框架

識別氣候行動的商業價

值和驅動力模型

• 強化氣候適應性和韌性

• 強化競爭優勢

     成本降低

     新型人才吸引

     促進產品和業務模式創新

     收入增長

• 強化社會認可

     參與氣候治理

     提高聲譽

• 擴大社會影響力

     引領全面減碳的供應鏈生態

不晚於 2023 年，建立並明

確氣候行動商業價值和驅動

力模型

量化氣候行動對於商業

價值的影響

基於商業價值和驅動力模式，評價氣候行動對於

企業財務的實際貢獻。

不晚於 2023 年底，建立評

價機制，並核算氣候行動的

商業效益

風險評級

與跟蹤

持續識別氣候相關的實

質性風險

基於此 TCFD 報告中氣候相關風險的初步識別、

梳理，讓更多關鍵部門參與風險評價、定級 不晚於 2023 年底，建立京

東物流實質性氣候相關方風

險系統，並就各項風險定級量化氣候風險的

財務影響

基於風險評級，對於高級別風險所帶來的財務影

響進行量化統計

開展年度氣候風險審核 對於風險定級、財務影響進行年度的審核與更新

2024 年以後，根據各項風

險對於業務的實際風險開展

年度的審核，並根據審核結

果，決定是否更新

全面統籌企業風險管理

L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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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基於已發佈的科學碳目

標分配減排目標

識別重點減排領域，面向重點部門和業務單元及

關鍵供應鏈夥伴分配減排目標

從 2022 年開始，跟蹤重點

業務場景及夥伴的減排進程

落實並跟進目標 發佈年度報告，公佈科學碳目標落實進展

從 2022 年 起 發 佈 年 度 減

排報告，報告形式不限於

ESG，TCFD 報告等

強化氣候

治理

建立氣候治理架構

• 在現有的 ESG 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強化對於氣

候相關事項的重點關注與管理

• 管理結構：由董事會協同監督和管理，由 ESG

專項工作組統籌推進氣候目標的落實

2022 年開始，依託 ESG 治

理架構，明確對於氣候相關

事項的管理

建立氣候治理機制

• 面向各關鍵業務目標設置減排管理指標

• 明確各部門和業務單元的分工

• 建立氣候相關的績效評價體系

• 加強氣候相關的人才招募與培養

• 不晚於 2023 年底，完成

氣候相關管理指標體系的

搭建

• 2024 年開始，依託指標

體系，建立績效考核指標

• 2022 年開始，持續關注

人才引入與培養

推動全

生態場景

減排運動

低碳運營

低碳辦公

• 強化辦公空間用能智慧化運維管理

• 提高節能設施的使用

• 鼓勵遠程辦公

• 鼓勵員工綠色出行

到 2030 年，通過節能、提

升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使

用佔比等方式，持續推動「零

碳」辦公的實現

低碳園區

• 能源替代：最大程度使用現場可再生電力，例

如分佈式光伏及高效儲能

• 高效運營：自動化作業 + 園區用能全面電氣化

• 智能物流園區碳中和解決方案在線運維系統

至 2030 年，持續推動運營

場所「零碳」，如在園區、

經營場地採購和使用綠色 

電力

低碳數據

中心

• 提升使用自然冷源的比例

• 提升清潔能源使用量，包括利用能源回收及大

規模分散式光伏發電系統

• 提升儲能蓄冷量

• 改善建築佈局及低能耗設計

• 強化運維管理平台

• 強化氣候韌性，有效抵禦極端天氣風險

• 基礎設施能耗持續降低

• 碳排放總量持續降低

• 氣候適應性持續提升

低碳供

應鏈
低碳運輸

• 持續擴大新能源車覆蓋率

• 優化路線規劃和儲運網絡規劃

• 優化運輸結構和能效

至 2030 年，將物流運輸車 

100% 替換為新能源物流車

推動全

生態場景

減排運動

低碳供

應鏈

低碳包裝

• 推廣循環包裝

• 提高回收包裝量佔總包裝的比例

• 提高可回收或者可降解材料佔總包裝比例

• 應用數智化技術

• 促進上下游協同 

• 促進循環包裝社會化共享與回收體系

• 至 2030 年，包裝材料實

現 100% 環保可再生 / 可

替換

• 至 2030 年， 推 動 80%

以上的上游品牌企業開展

環保包裝研發

供應商

協同減碳

• 增加京東物流合作的品牌商數量

• 促進供應商共同參與制定、並通過實際行動落

實減碳目標

• 至 2025 年， 推 動 50%

的供應商加入科學碳目標

倡議

• 積極引導上下游供應商使

用新能源車輛

全價值鏈

參與減排

行動

促進低碳

消費

• 參與國家低碳包裝產品標準制定

• 加強低碳消費及生活方式引導
持續通過價值鏈影響力、供

應鏈基礎設施及物流科技，

帶動價值鏈全面綠色轉型
推動產業

低碳供應

鏈建設

基於數智化供應鏈基礎設施和數字技術能力， 

為實體企業低碳發展提供低碳供應鏈技術方案

信息披露
開展年度氣候相關信息

披露

• 對於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遇開展年度的審核和

披露

• 對設定的氣候目標和完成情況進行披露和匯報

從 2022 年開始，京東物流

將持續發佈 TCFD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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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報告

可持續發展績效表 京東物流溫室氣體核算邊界說明

注：2021 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供應商關鍵績效表主要參照香港聯交所發布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和全球

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GSSB）發布的 GRI 準則，京東物流溫室氣體核算邊界主要參照世界資源研究所（WRI）與世

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開發的《溫室氣體核算體系：企業核算與報告標準》。除特殊說明外，關鍵績效指

標覆蓋時間範圍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京東物流嚴格按照港交所環境要求披露溫室氣體排放量（表格 2）。京東物流對物流內部運營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披

露（範圍一、範圍二）。同時，作為數字化物流企業，京東物流也意識到自身複雜的供應鏈中巨大的減排潛力。因此，為

更好推進供應鏈低碳轉型，京東物流首次系統披露了範圍三排放，即京東物流內部運營以外的價值鏈中產生的其他間接排

放量。京東物流將持續完善排放數據收集系統，將更多範圍三類別納入核算，全面反映出物流上下游排放情況。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表  表 2：京東物流溫室氣體核算邊界

指標類別 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21       數量 單位

排放物

氮氧化物 1,630,817.01 千克

硫氧化物 1,265.60 千克

顆粒物 128,690.16 千克

溫室氣體

排放 22

直接（範圍 1）溫室氣體排放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236,728.77 噸

能源間接（範圍 2）溫室氣體排放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205,743.35 噸

其他間接（範圍 3）溫室氣體排放（噸二氧化碳當量） 1,898,530.42 噸

廢棄物 無害廢棄物 23 3,487.85 噸

資源使用

煤氣消耗量 118,615,531.59 兆焦耳

柴油消耗量 76,793,899.87 升

汽油消耗量 1,823,837.71 升

木炭消耗量 1,038,549 千克

液化石油氣 1,633,650 千克

用電量 337,228,904.26 千瓦時

耗水量 4,198,769.19 噸

製成品所用包裝總量 24 222,022.851 噸

包裝密度 25 52 克 / 個

定義 業務環節

範圍一

• 京東物流自有或租用的運營設施，包括並不僅限

於供熱、供冷、供電等經營活動消耗的各種化石

燃料排放

• 陸上、航空及水上運輸所採用的燃料燃燒所產生

的溫室氣體排放

• 設備及系統運作時有意或無意地釋放的溫室氣體

• 京東物流在業務或其他活動中新種植的樹木產生

的碳匯（吸收溫室氣體）

• 園區發電機、市政供暖、餐廳、新疆地區集中供

暖和園區食堂和集中供熱

• 快運物流車、自有、行政車輛等

• 京東物流冷鏈製冷劑、辦公室空調製冷劑、辦公

室空調等

• 新種植樹木

範圍二 • 用於京東物流運營的購買電力產生的碳排放
• 京東物流園區、倉庫用電、物流新能源充電和職

場和園區用電

範圍三

• 生產外購快遞封裝用品排放的溫室氣體

• 京東物流員工班車、通勤及差旅交通工具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

• 外包租賃的收派和運輸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 外包租賃的物流站點數據中心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等

• 供應鏈打包環節用到的運單、快遞封套、塑膠薄

膜包裝袋、塑膠填充、快遞包裝箱和透明膠帶

• 京東物流員工班車、通勤、消防車和差旅

• 供應鏈和快遞快運環節的外部租賃車輛運輸

• 供應鏈和行政環節雲倉用電、外部租賃物流中心

站點

21 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的計算方法和計算邏輯，主要參考香港聯交所發佈的《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
22  直接（範圍一）及能源間接（範圍二）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統計由相關業務和行政部門提供。由於數據可得性，表格中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圍 3）統

計數據包括外購快遞封裝用品、員工通勤及差旅、外包租賃運輸、外包租賃的物流中轉點及雲倉用電。其中外購快遞封裝用品統計範圍僅計算主要物流包裝

耗材的碳排放量。
23 由供應鏈、行政部門提供。其中行政部門廢棄物收集範圍包括京東集團總部職場、全國 7 個區域總部職場及部分省、子業務區職場。
24 製成品所用包裝總量提供自京東物流，主要包括運單、快遞封套、塑料薄膜包裝袋等主要物流包裝耗材及其他非主要包裝耗材。
25 包裝密度數據由京東物流提供，計算方法為包裝總重量 / 包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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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表

指標類別       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數量  單位

僱傭

全職員工數量 26 310,448 人

非全職員工人數 15,133 人

男員工比例 81 %

女員工比例 19 %

30 歲以下員工比例 40 %

30-45 歲員工比例 56 %

45 歲以上員工比例 4 %

總員工流失比率 8 %

男員工流失比率 7 %

女員工流失比率 10 %

管理層總人數 9,657 人

女性高級管理人員佔比 27 17 %

安全與健康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53,227 天

EHS 環境、健康與安全培訓的員工人數
線上培訓人數：551,209
線下培訓人數：343,750

人

EHS 環境、健康與安全培訓的總時數
線上培訓時長：86,396 
線下培訓時長：171,875

小時

安全演練次數 1,573 次

安全演練涵蓋員工比例 99.2 %

員工權益 集體談判協定涵蓋員工百分比 100 %

發展及培訓

接受培訓的員工佔比 79.2 %

接受培訓的男員工比例 82.3 %

接受培訓的女員工比例 69.8 %

接受培訓的管理層比例 98.1 %

接受培訓的普通員工（管理層除外）比例 89.4 %

接受培訓的快遞員比例 82.3 %

所有員工培訓總時長 4,030,782.3 小時

所有男員工培訓總時長 2,754,345.5 小時

所有女員工培訓總時長 1,276,436.9 小時

每名男員工接受培訓的平均時長 10.7 小時

每名女員工接受培訓的平均時長 18.2 小時

每名管理層接受培訓的平均時長 19.1 小時

每名快遞員接受培訓的平均時長 5 小時

員工權益政策或程序培訓的總培訓時長 1,700,998 小時

接受員工權益政策或程序培訓的員工佔比 79.8 %

女性職業賦能及領導力提升培訓的總培訓時長 2,682,343 小時

接受女性職業賦能及領導力提升培訓的員工佔比 82.3 %

「促進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主題培訓的總培訓時長 1,112,191 小時

接受「促進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主題培訓的員工佔比 72.4 %

26「全職員工數量」因不包括被收購企業跨越速運集團全職員工數，故統計數據與京東物流《2021 年度業績公告》存在差異。
27「女性高級管理人員佔比」統計方法為京東物流女性高級管理人員人數 / 京東物流高級管理人員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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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責任

投訴回應率 100 %

投訴回應時間 30 以內 秒

投訴解決率（正常客戶和解率） 100 %

反貪污

對公司或員工腐敗的公開訴訟案件數目 0 件

立案偵查腐敗案件 40 件

員工因腐敗被開除或受到處分事件數 180 件

已接受線上廉潔合規培訓與考試員工總數 28 253,329 人

已接收線上廉潔合規培訓與考試員工百分比 99.7 %

知識產權

年度新申請商標數 783 個

年度新申請專利數 1,408 件

年度新申請軟件著作權數 87 件

累計申請專利數 5,479 件

累計申請商標數 3,521 件

累計申請軟件著作權數 181 件

表 4：2021 年供應商關鍵績效表

指標類別 2021 年供應商關鍵績效指標     數量  單位

供應商

供應商總數 29 4,903 家

因違規受處罰的供應商數 30 241 家

當地供應商所佔採購預算百分比 64.3 %

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們的行動

響應國家鄉村振興的戰略，我們持續貫徹京東鄉村振興「奔富計劃」，支持鄉

村數字化振興。我們依託扎實的基礎設施、憑藉創新的數字化技術能力，推進

物流基礎設施下沉，不斷升級「千縣萬鎮 24 小時達」並實施「農產品上行」和 

「快遞下鄉」策略，推動城鄉物流普惠，實現鄉村振興的雙贏格局。此外，我

們積極參與教育部產學合作開展的就業育人項目，深化產教融合，推進校企合

作，支持高校人才培養，促進高質量就業。

我們依託一體化供應鏈基礎設施，積極參與救災及防疫援助，全力支持新冠疫

情期間疫苗運輸和常態化物資運輸，應對極端天氣提供及時的物資應急保障，

積極響應公共衛生安全危機。此外，我們提供完善的基礎福利保障體系，確保

員工的身心健康。

我們為員工提供平等、安全和體面的工作，支持他們獲得公平的收入、更好的

工作場所、更優的福利保障及個人發展前景。我們通過建立公司完善的制度與

管理機制，嚴格保障一線員工的健康與安全，降低職業健康安全隱患。同時，

我們依託數智化供應鏈基礎設施，賦能中小企業擁抱數字化發展機遇，幫助中

小企業獲得新的增長動能，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實體經

濟發展。

我們基於 5G、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及物聯網等底層技術，建立高效協

同的六大物流網絡，以一體化供應鏈物流服務為核心能力，為客戶提供技術驅

動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及物流服務，幫助各行各業實現降本增效，以高效模式實

現低碳轉型。此外，我們為京東物流合作供應商和客戶組織碳中和專場培訓，

發揮企業自身力量推進碳中和進程。

我們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技術以綠色供應鏈賦能城市與區域發展，

探索搭建社會化回收體系和社區回收網絡，推動實現資源循環配置。我們發揮

自身一體化供應鏈能力，落地「西藏項目」，打造符合西藏特色的物流系統，

完善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此外，京東物流高度重視水資源的節約、循環與再利用。

京東物流將各逆向倉庫中飲用水類商品進行內銷處理或用於園區清潔用水。

作為國內首家設立科學碳目標（SBT）的物流企業，我們著力推行戰略級項目

「青流計劃」，致力於打造低碳環保的綠色供應鏈，在包裝、倉儲、運輸、資

源循環及一體化供應鏈生態合作等方面實現更低碳環保的商業模式，推動可持

續和負責任的消費模式，深化綠色環保實踐。我們通過自有倉儲系統，發起了

「盒以為家」項目，促進低碳環保與文明養寵深度結合。

我們充分重視自身運營對利益相關方的影響，不斷完善自身溝通機制，與多元

利益相關方保持常態化、多元化的溝通，通過對話與合作，持續提升可持續發

展能力；我們持續加強與行業夥伴和品牌方合作，共同為生態協同目標努力，

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

28「已接受線上廉潔合規培訓與考試員工總數」數據來自京東物流文化成長部的京英線上學習平台數據。

29「供應商總數」數據來自京東物流運力招採部和快遞快運部。

30「因違規受處罰的供應商數」判定依據參考文件《京東物流運輸承運商黑名單管理規範 V1.0》：京東物流供應商若發生重大稅收違法案件、被國家列為「嚴

重違法失信企業」、夥同其他投標承運商進行圍標、擾亂招投標法律法規、嚴重擾亂我司及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等行為，均會列入運輸承運商黑名單，並進行

相應處罰。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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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相關的認證與認可 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

• 京東物流西安「亞洲一號」智能物流園區獲北京綠色交易所和華測認證（CTI）頒發的碳中和認證雙證書

2021

2022

31「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因數據不完整，暫無法披露。
32「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員工總數」因數據不完整，暫僅披露按性別、僱傭類型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員工總數。
33「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員工流失比率」因數據不完整，暫僅披露按性別劃分的員工流失比率。
34「過去三年（包括匯報年度）因工亡故的人數及比率」因數據不完整，暫無法披露。

ESG 指標 對應章節

報告說明 報告簡介

董事會聲明 董事會聲明

ESG 管治體系 ESG 治理架構

企業社會責任戰略 ESG 戰略框架

實質性議題與持份者溝通 實質性議題與利益相關方溝通

環境

排放物一般披露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直接（範圍 1）及能源間接（範圍 2）溫室氣體排放量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 N/A31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排放目標及具體措施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專題報告

資源使用一般披露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總耗量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總耗水量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及每生產單位佔量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僱傭和培訓

僱傭一般披露 人力資源與人才發展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員工總數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3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員工流失比率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33

健康與安全一般披露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過去三年（包括匯報年度）因工亡故的人數及比率 N/A34

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員工健康與安全

發展及培訓一般披露 腐敗零容忍

受訓員工佔比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員工接受培訓平均時長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勞工準則一般披露 僱傭與勞工準則

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僱傭與勞工準則

• 第一批全國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示範企業

• 交通強國試點企業 

• 首批國家糧食應急保障企業

• 國家產教融合型企業

• 國內首家獲「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4 級

認證」物流企業

• 中國產業區塊鏈企業 50 強

• 北京市郵政快遞綠色示範分撥中心

• 京東物流一線員工榮獲全國「兩優一先」榮譽、全

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多個獎項

• 快遞業抗擊新冠疫情先進集體和個人

• 綠色低碳的運營成效入選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 

Global Compact）發布的《企業碳中和路徑圖》

報告

• 獲批國家科技創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項目

• 獲「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 獲「數據治理最佳實踐獎」

• 智能快遞車與室內配送機器人獲「2021 德國紅點設計獎」

• 無人配送車獲第二十二屆中國專利獎外觀設計銀獎

• 智能無人倉「貨到人」訂單挑選整體解決方案項目獲「2021 年度

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 「京慧」一體化供應鏈平台項目獲「2021 年度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 5G 全連接智能物流應用項目獲「2021 年度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 基於 RFID 大件倉儲智能化作業系統項目獲「2021 年度科技進步

獎」二等獎

• 獲「物流技術匠心獎」

• 入選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 2021 年企業數據管理能力優秀實踐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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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因數據不完整，暫僅披露供應商總數。
36「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因不適用京東物流業務情況，暫無法披露。

GRI 內容索引

指標編號 指標內容 報告內容  

101 基礎 報告簡介

102 一般披露 概要

103 管理方法

ESG 治理體系

實質性議題與利益相關方溝通 

內控合規管理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專題報告

201 經濟績效 首席執行官致辭

202 市場表現
員工培訓及發展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203 間接經濟影響

鏈接需求 優質服務

鏈接產業 提質增效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204 採購實踐 

綠色採購管理

環境與社會篩選與審核制度

供應商招標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專題報告

205 反腐敗 腐敗零容忍

301 物料
綠色採購管理

鏈接明天 綠色星球

302 能源

協同高效、更加敏捷的全場景端到端物流網絡

鏈接明天 綠色星球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專題報告

303 水資源
水資源循環利用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表

304 生物多樣性 動物保護

305 排放

節能減排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專題報告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表

306 污水和廢棄物
資源循環高效利用

表 1：2021 年環境關鍵績效表

307 環境合規 
環境與社會篩選與審核制度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專題報告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環境與社會篩選與審核制度

401 僱傭
就業整體情況

員工薪酬與福利

供應商管理

供應鏈管理一般披露 供應商管理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表 4：2021 年供應商關鍵績效表 35

篩選供應商的慣例，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供應商准入與合規管理

識別供應鏈上的環境及社會風險的慣例，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環境與社會篩選與審核制度

促進綠色消費，支持綠色產品的慣例 618 案例

產品責任

產品責任一般披露 嚴格的採購流程

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N/A36

投訴應對方法 服務升級和智能客服，重塑服務模式

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知識產權保護

質量檢定過程 嚴格的採購流程

描述消費者數據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信息安全合規

反貪污

反貪污一般披露 腐敗零容忍

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

及訴訟結果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指標

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反腐合規法規制度

描述向員工提供的反貪污培訓 反腐培訓

社區投資

社區投資一般披露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公益聚焦範圍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公益項目上的投入（金錢或時間）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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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勞資關係 
僱傭與勞工準則

員工薪酬與福利

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 員工健康與安全

404 培訓與教育 員工培訓及發展

405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僱傭與勞工準則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表

406 反歧視 僱傭與勞工準則

407 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
員工薪酬與福利

表 3：2021 年社會關鍵績效表

408 童工 僱傭與勞工準則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僱傭與勞工準則

410 安保實踐 
一體化供應鏈助力高效公共治理

員工薪酬與福利

412 人權評估 僱傭與勞工準則

413 當地社區 
打造綠色供應鏈生態

鏈接幸福 共同富裕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供應商管理

415 公共政策 
實質性議題與利益相關方溝通

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

416 客戶健康與安全 體驗為本，消費者滿意度至上

417 營銷與標識  體驗為本，消費者滿意度至上

418 客戶隱私 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

419 社會經濟合規 內控合規管理  

外部審驗聲明

 

 
 
 
 

 
 
 
 
 
 
 

SGS 通通標標標標準準技技術術服服務務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上上海海分分公公司司可可持持續續發發展展活活動動報報告告 -京京东东物物流流股股份份有有

限限公公司司提提交交的的《《2021 年年京京東東物物流流環環境境、、社社會會及及治治理理報報告告》》 
 

查查證證/驗驗證證的的性性質質和和範範圍圍 
SGS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SGS）受京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東物流）的

委託，對《2021年京東物流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以下簡稱：ESG報告）進行獨立驗證。 根據SGS可持續發展報

告驗證方法，我們對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大興區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科創十一街18號院B座10樓京東物流進行

管理方法和資料遠程審驗，驗證範圍包括本報告中涉及香港聯交所上市業務板塊所含文本及附隨表格中的數據，其他

披露的數據及信息不在審驗範圍之內。  
 
京東物流ESG報告中的信息及報告由其董事會及相關職能部門負責。 SGS並未參與京東物流ESG報告中任何材料的準

備。  
 
我們的責任旨在告知所有京東物流的利益相關方，在以下規定的認證範圍內表達對文本、數據、圖表和聲明的意見。  
 
SGS已根據國際公認標準和指南，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中關於信息披露的滙報原則以及AA1000 系列標準中的驗證等級，為可持續發展報告驗證開發了一套規章。  
 
本報告以中級審查進行驗證，所用規章用於： 

• 評估內容真實性;  
• 根據《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評估報告符合性。  

 
驗證包括驗證前調研、訪談相關員工、必要時與外部機構和/或利益相關方進行文檔和記錄審查和確認。  
 
獨立審計的財務帳戶中的財務數據，並未作為本驗證流程的組成部分與來源數據進行核對。 
 
獨獨立立性性與與能能力力聲聲明明 
SGS是全球領先的檢驗、鑒定、測試和認證機構，是公認的質量和誠信的基準，在全球140多個國家運作2,600多個分

支機構和實驗室，構成了全球性的服務網路。  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明與京東物流為完全獨立之

組織，對該機構、其附屬機構和利益相關方不存在偏見和利益衝突。  
 
驗證團隊是由具備與此項任務有關的知識、經驗和資質的人員組成的，包括社會責任報告主任審核員、CCAA註冊的

ISO 9001、ISO 14001 和ISO 45001審核員等。  
 
驗驗證證意意見見 
基於上述方法論和所進行的驗證，京東物流ESG報告編製過程中數據收集渠道和處理方法是可靠的，能確保京東物流 
公正和中肯地描述其2021年度的可持續發展活動，使我們感到滿意。  
 
SGS驗證團隊認為，京東物流已在ESG報告中反映了其所引用的依據， 該報告可由報告機構的利益相關方所使用。  
 
 

驗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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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論論、、發發現現和和建建議議 
 
SGS認為，京東物流ESG報告基本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中的滙報原則和績效披露要求。  
 
滙滙報報原原則則 
    
實實質質性性 
京東物流內部建立了利益相關方關注議題實質性調研和分析的方法論，通過第三方的調研和內部分析，對相關方關注

的環境、社會及治理的實質性事宜，進行了滙報，滿足實質性要求。  
 
量量化化 
京東物流針對關鍵績效指標策劃了相應的管理方法並進行了統計和分析，部分指標參考了相應的準則和國際通行規則，

並在報告中披露了影響和目的。  
 
平平衡衡 
京東物流在報告中展示了滙報的平衡性原則，將環境、社會及治理議題進行了如實滙報。  
 
一一致致性性 
京東物流在內部各層級策劃了一致的內容披露統計方法，並在報告中進行了適當的備註和解釋，讓利益相關方可以清

晰地進行比較。  
 
 
審驗局限性： 
由於審驗期間疫情影響，採取遠程審驗方式，沒有深入驗證組織原始數據，對報告中披露的項目實際情況無法做出進

一步的審驗意見。  
 
本次驗證只對相關部門主管和部分員工進行訪談和查閱相關文件，訪談並未涉及到外部利益相關方。  
 
鑒於援引於 2021 年度財務報告的財務信息已經通過獨立的驗證，本次驗證不包含對此類信息的溯源及驗證。  
 
簽簽字字：： 

 
 
代代表表通通標標標標準準技技術術服服務務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辛辛斌斌  總總監監 
知知識識與與管管理理部部 
中中國國北北京京市市阜阜城城路路73號號世世紀紀裕裕惠惠大大廈廈16層層 
2022 年年 4月月 14 日日 
 
WWW.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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