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诚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郑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位于郑

州市管城区107辅道与豫十路交叉口，是传
化智联布局郑州的首个项目，也是传化网在
全国布局的十大枢纽之一，于2016年12月
投资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四栋已经交付使
用，并吸引40余家物流企业入驻，开通物流
专线300余条，并已实现省外专线与省内分
拨的无缝对接，保证货物的一单到底。

郑州传化公路港开园在即，26000平方
米仓储和优质专线档口火爆招商中。

坐享八大优势，助推企业做大做强
便利交通：城市主干道、南四环区稀缺

区位，缩短配送成本
实力支撑：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
产权明确：自有产权专业物流园区，无

拆迁搬仓风险
资证齐全：资质、证照手续齐全，保障企

业稳定使用
专业管理：传化历经18年全国130多个

城市管理经验

金融支持：提供供应链金融、保险、保
理、租金贷等服务

传化支付：开启代收货款即日放款的
T+0模式，保障货款安全

智慧云仓：传化智慧云仓储管理平台，
让仓库运作更高效，让库存策略更智能

全省化仓运配网络布局
立足河南物流布局，契合区域经济结

构，连点成网，仓仓互通，统仓共配。
覆盖郑州、商丘、漯河、南阳、洛阳、焦作、

濮阳等十八地市的仓运配布局，数十万平方
米仓储面积，就近入仓，就近发货，积极响应。

上市公司实力支撑，超级分拨无缝连接
省内外，仓运配一体化运营，传化智联，您不
可错过的最佳物流合伙人。

传化智联——互联互通 平台共享
构筑数字传化网

专线联系人：张吉雷18135670289
仓储招租：李阳阳 18538668599
三产招租：马舒服 13523030948

改革开放40年
河南物流企业50强先进单位展示

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公司总部位于经开
区第二十二大街南端郑州国际物
流园区，占地面积 130余亩。其中
货台面积达 3万多平方米，仓储面
积 6万多平方米，现已发展为国家
4A 级物流企业，主营全国零担运
输、城市配送、三方仓储及其他增
值服务。公司经过13年的发展，在
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设
公司直属网点 400余家，现有运输
车辆 3000余台，在职员工上万人，
货台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公司客户
群30万以上,年营业额12亿元，年
运输货物突破100万吨。

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常 务 理 事 单 位 ”，并 通 过 国 家
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

鸿泰物流始终以客户为中心，
持续创新，锐意进取，优化运作成
本，为大客户提供安全、快速、专
业、满意的物流服务。公司始终把

“以诚相待，及时解决问题”作为每
个鸿泰人工作的基本准则，认真对
待每件货物，保证每一票货物及

时、安全地送到客户手中，并建立
了完善的“400客服”投诉体系，自
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公司不断改革创新并进
行资源整合，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推进 LNG新能源车辆的实际
应用，将公司车辆进行逐批更换，
引进光伏能源和太阳能等新能源
环保项目。同时公司不断拓展业
务范围，实现仓储运输一体化，使
客户真正做到足不出户货运全国，

公司始终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竞争原则，与同行保持良好的竞
争与合作关系。先后加入河南省物
流协会、省会展业商会、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等优秀协
会组织，在各协会中表现突出，获得
多个奖项，与同行间保持友好往来，
相互扶持，用心合作。目前已是统
一集团、中国石化、建设银行、河南
省新华书店、柒牌服饰、中原应用、
辅仁药业、蜜雪冰城、完达山、海尔
电器、卫龙食品、足力健等知名企业
的重要合作伙伴。

联系电话：400-860-7777

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巨洋方圆物流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4年 7月，是经省、市工商、
交通注册备案，集公路零担、第三方
物流、城市配送、货运代理、物流金
融、电子商务、保税物流、物流快运、
信息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并通过了
国家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的国家 AAAA 级综合型现代
化物流企业。经过十数年的快速发
展，公司现有遍布华中地区的市、县
分公司 230 多个，郑州市区配送网
点有 120多个，拥有 GPS卫星定位
系统的货运车辆500余台。

公司总部位于郑州市经开区九
龙镇工业园，占地100余亩，运营场地
近10万平方米。处于京港澳高速与
连霍高速交会处，毗邻航空港区、郑州
国际陆港。基于交通优势和方圆物流
发展战略，有机整合了区域、省际、国
内、国际业务，对接郑州航空港、郑州
国际陆港和中欧班列（郑州），打造

“陆、铁、空”立体化物流网络体系。

方圆物流注重人才培养，在强
化人才战略的布局下，方圆物流正
在全力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数量充足的技能型、创新型、复
合型的高层人才梯队。并汇聚和培
养了一大批深谙现代物流服务、供
应链管理内涵的，具有丰富运作经
验的管理团队。

公司始终坚持“诚信、快捷、安
全、方便”的经营理念，竭诚为全国各
地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方圆
人宣誓：用我们最大的努力，为您提
供最好的服务。公司坚持“视诚信为
生命、以服务求发展”的发展观，不断
加大服务力度，开展多种多样的文明
服务和安全服务活动，因此“发货取
款选方圆、方便快捷又安全”的口号
响遍四面八方，在广大客户中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和普遍赞誉。

市内分部加盟热线：
13253539136
分公司加盟热线：13603715718

河南巨洋方圆物流有限公司

贰仟家物流成立于2006年，是
一家集货物运输、城市配送、仓储服
务、信息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第三方
物流服务企业。公司先后被评为国
家AAAA级综合型物流服务企业、
河南省诚信物流服务企业、河南物流
创新企业、国家商贸物流标准化专项
行动重点推进企业、“金飞马”奖中国
物流企业品牌价值百强等。

目前，贰仟家拥有运输车辆600
台，员工近1000人，长期客户达10万
个，单日开单3万余单、揽货4000余吨，
在全国设有300多家营业网点，物流网
络覆盖河南全境及山东、河北、山西、陕
西、安徽、湖北、江苏等省份，实现河南省
无盲点配送，周边城市精准直达。

作为河南省物流行业中的佼佼
者和领军企业，贰仟家物流自成立
以来，始终秉承“敬受重托，安全到

家”的经营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为
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在物流运输上，贰仟家凭借自
身完善的物流网络，依托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兴技术，立足于零担货物
运输和城市配送，精耕细作，满足如
批发零售、电商、快递、物流餐饮等
各类用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标准化服务，赢得了近百家知名企
业和逾10万客户的选择和信赖。

在行业规范上，贰仟家积极推
广国家物流标准化、信息化等政策，
践行寄递实名制、称重量方等行业
规范，走在标准化作业的前列。

在可持续发展上，贰仟家积极响
应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等号召，探索
城市配送、托盘共用、新能源运力等
新模式，促进物流业绿色、健康发展。

联系电话：400-656-2000

贰仟家物流

洛阳金唐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洛阳市老
城区唐宫东路 300 号，成立于 2006 年 1
月,公司占地总面积 7万余平方米。公司
所处地域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市场群落遍
布周围，自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起，此处就
是洛阳市以及豫西地区知名的商品仓储物
流、批发零售的集散地，有着悠久的商贸历
史，商业价值尤为凸显，拥有相对庞大而又
稳定的消费群体。

金唐公司目前拥有唐宫家电市场、针
纺毛线布头市场、糖酒副食市场、定鼎茗茶
城、唐宫仓储分公司、楼仓分公司和商业综
合楼等七大经营实体，经营业务范围涉及
大小家电、针织、纺织品、日用百货、糖酒副
食、茶叶茶具等涉及民生的各类商品物
资。每年商品交易额达数亿元。

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金唐公司上

下一心，同舟共济，经过了十多年来的锐意
改革和努力发展，强化了内部管理，完善了
基层党建，创建了特色文化，树立了金唐品
牌。十年间，公司各大市场、仓储经营业绩
逐年提升，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收益率，与上
千家的商户达成长期合作，市场经营持续
稳定，在豫西地区乃至洛阳本地和周边县
市，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为促进
洛阳民生物资流通和繁荣当地经济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金唐公司是河南省物流协会的“荣誉
会员单位”和“功勋企业”；公司旗下的唐宫
家电市场和唐宫毛线市场也经洛阳市工商
和综治部门推荐到省里，被评选为“省级文
明诚信市场”“省级平安市场”。

联系人：马主任
联系电话：0379-63953577

洛阳金唐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水产物流港的前身是郑州水
产大世界，成立于 2010年 8月，是由全国
工商联水产业商会的著名企业家邱新航和
河南省郑州市水产大世界部分大股东共同
出资组建。2017 年 2月新加坡群策环球
控股有限公司注资 2亿元人民币，公司成
为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占地 230亩，总投资 16亿元，建
筑面积 36万平方米。其中低温冷库 25万
吨，交易用房 6万平方米，检验检测、信息
冷链、物流服务中心 2.6万平方米，地下停
车场 4万平方米。中心内金融服务、电信
通信设施齐全，公交、工商、税务、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食药监等政府部门入驻并服
务到位。目前已入驻全国各地商户 1500

家，物流企业 30多家，年交易额已从 2013
年开业时的 300多亿元提高到 2018年的
700多亿元。

经过五年的发展，河南中原四季水产
物流港已成为我国中西部最大的海产品、
畜、禽产品、速冻食品的仓储冷链及物流交
易中心。其商品已辐射河南、河北、山东、
山西、新疆、甘肃、广西、福建、浙江及东北
地区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由于公司在行业的突出位置及取得了
良好的业绩，分别被中冷联盟和河南省物
流协会命名为“中国冷链物流50强”和“河
南物流企业50强”。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903810141

河南中原水产物流港

河南诚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4年，是集普通货运、仓储、
物流配送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服务
型物流企业。

诚通物流秉承“诚信为本，通达
天下”的经营理念和诚信优质的服
务，在物流行业内不断创造奇迹，被
授予河南省诚信经营示范企业、国家
AAAA级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河
南省物流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安全生
产标准化三级企业、河南物流创新企
业、2018年优质物流服务供应商、
2018年度口碑物流公司等多项荣誉。

诚通物流现已启动河南全境、
山东全境、全国中转业务和郑州市同
城配送业务等物流服务，在郑州市内
各大市场设立收货网点60余家，省
内外开设分公司180余家，运输车辆
500多辆，拥有稳定的客户100000
多家，现使用行业高端的诚通物流管
理系统软件，实现了全部电子制单，

并可对货物运达信息进行实时跟踪，
所有车辆全部安装GPS卫星定位系
统，保证了所有网点的货物“次日
达”；营业网点使用了POS机刷卡、
银企联名卡、二维码扫码支付等，代
收货款全部做到软件系统自动识别
订单，智能精准收付，客户可自主选
择付款时效：“D+0”付款（客户提货
结算后当日即付款，周六、周日、法定
节假日均正常付款）和正常付款（客
户提货结算后40小时内付款，周六、
周日、法定节假日顺延）。

诚通物流开业至今主要在“走
货快、货款快、理赔快、安全好、服务
好”等方面打造优质的服务品牌。诚
通物流凭借超前的发展理念，建立了
以“制度化、流程化、人性化加综合考
评”为一体的管理机制，在加强自身
稳步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河南物流
业的腾飞发展！

联系电话：400-651-6888

河南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0 年，隶属河南豫德隆（集
团）。先后被评为：国家 AAAA 级
物流企业、河南物流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河南诚信经营示范企业、河
南物流服务创新企业，并通过国家
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公
司拥有自用征地 170 多亩，独立单
层分拨中心 18000 平方米，是郑州
中西部最大的综合性集团化物流
公司、物流服务暨信息整合平台。
目前分理处网点已遍布郑州各大
市场，分公司扩展至河南省内所有
市县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更
广的网络覆盖、更快的运输时效，
为广大客户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
务体验。

豫德隆物流自成立以来，一直
秉承快速、安全、零距离的服务理
念。

快速——货物：夕发朝至
货款：D+I模式 12小时到账
理赔：40小时处理完毕
安全——货物：全流程扫码交

接系统控制
车辆：全流程GPS定位跟踪
场站：全流程视频监控
货物：全流程由人保财险承保
零距离——网点：可提供上门

取货、送货上门服务
客服：专业客服团队为客户提

供“一对一”贴心服务
招商加盟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现面

对郑州各大批发市场，全国各地
市、县、乡镇等空白区域诚招合作
伙伴，政策优厚。

加盟热线：
18239966311 钱经理
18860356055 赵经理
业务合作客户
河南张仲景医药物流有限公

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先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
星图书发行中心、浙江温州大东有
限公司、法国米其林、美国固特异、
固铂、斯达飞、马斯特、耐特通、中
策朝阳等达成长期合作协议。

河南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天河汇海物流有限公司
是一个高规格、高起点、高规划、全
网络的综合型物流企业，获得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
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的国家 AAA 企业，被授予
河南省诚信经营示范企业，同时货
物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全程保驾
护航。园区占地面积约 130亩，总
投资 3000 万元。园区布局合理、
设施齐全，其中现代化仓储式货台
面积约 11000 平方米，办公面积
1500平方米，并设有公共停车场和
一个分拣货台，主要提供物流配
送、货物中转、仓储运输、货物代理
以及信息配载、资金流通等综合性
服务。

公司从成立以来不断升级改
革，从日均几万货物流量增加到日
均 20多余万，从自有车辆 40辆增
加到百余辆，市内网点目前有 100
多个，并增加同城网点 20余个，省
内线路也增加 120多家，省外从零
发展到直达合作线路70多家，基本

已达到郑州市南北直通，河南省内
无盲区，直达全国各大城市。从原
来没有自有园区，到现在拥有自己
的天河物流园；入股并经营东方大
运物流园，园区占地350多亩；自己
购买地皮，做天河汽车城，占地200
多亩。我们在两年之内不断改变自
己，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做精做专，
深度挖掘自身优势，细分市场，做出
自己的特色，给客户带来更好的服
务体验。

公司现拥有员工近千人，虽然
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我们
有一支年轻勇敢的队伍。在未来的
几年我们会从自身软文化到物流硬
件达到一个质的飞跃，让同行与客
户感受到不一样的天河物流。我们
从不搞低价竞争，不搞恶意竞争，不
诋毁同行，提高服务质量，诚信经
营，努力实现员工幸福，客户、社会
认可尊重的物流引领者。

联系人：刘晓宾
联系电话：0371-55000008

15324711118

河南天河汇海物流有限公司

郑州飞鹰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公司以常年包舱、包机方式提供
国际、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为各大国际、国
内快递公司提供航空运输，如，进口水果车
厘子、龙虾等进口生鲜的全国分拨配送，由
顺丰、中通等快递公司的航空快递货物提
供运输服务，以郑州机场为依托，网络覆盖
全国，年货运出港量3万余吨。

郑州飞鹰货运人始终以匠人精神做服
务，向服务和高效要利润，开辟出货运行业
郑州货运模式，郑州飞鹰货运正在努力走
出河南，走向全国，郑州飞鹰货运人始终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

郑州飞鹰货运的服务：郑州飞鹰货运
现依托高端通信电子、医药、服装、IT供应
链货运业务为主，主要向目标客户提供
B2B个性化货运服务。

郑州飞鹰货运的网络:郑州飞鹰货运现
有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在河南省县级（含
县级）以上城市无盲区，现有班车线路40条

17个地级市全部实现次晨7:30之前班车到
达，12:00之前完成配送，80%的县级城市上
午达到，15:00之前完成配送，其余20%偏远
县级城市当天配送，并且实现全省50%乡镇
隔日配送。是河南省货运行业内为数不多的
可在乡镇货运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货运企业。

郑州飞鹰货运的团队:公司拥有专业
的管理团队和操作团队，目前公司主要管
理人员 90%以上来自于跨国型货运公司
具有长期服务于高端客户的经验。公司自
行研发SAAS的信息系统，准确将信息流、
资金流、货运于同一系统平台实现无缝对
接，更好地满足和服务目标客户群。目前
公司业务包括COD（代收）、HUB（省内路
由）、落地配、仓配及航空货运服务。郑州
飞鹰货运通过 14年发展已与众多知名客
户及货运企业形成良性的合作，拥有一整
套个性化、专业化的货运配送解决方案。

联系人：苑立红
联系电话：0371-55260901

郑州飞鹰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黑豹物流成立于2005年，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黑豹人始终以“一条心一起拼一定
赢”的拼搏精神作为企业之魂，以“珍惜所
托，用心服务”作为黑豹人始终不渝的服务
理念。从传统物流升级到现代以供应链管
理为主，零担快运、城市配送、3PL服务、供
应链金融、仓储服务、园区管理、信息化建
设等业务为一体化的综合性物流企业。

现有 5大物流园区，自有仓储面积达
40万平方米，全国 300多个网点；其中“共
享云仓”项目不仅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灵活
定制仓储面积、托管，还可以提供多环节的
一站式服务；共推出全国物流园区联盟之
聚盟，强强联手，互联互通——“通天下”；
2017年成为全国无车承运人试运网点，权
威部门发布的《2017中国零担企业30强排

行榜》，黑豹物流作为专线领头羊强势杀入
榜单。2017年年底通过 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2018年年初成为国家AAAA
级物流企业。

2018年年底黑豹物流完成了第一批车
辆更新换代——沃尔沃车辆上线，货物时
效极大提升，800公里内实现次晨可达，当
天可取，1500公里内次日可达；在郑州市及
邻近区域黑豹物流密布超过150个网点方
便客户；河南全省105个县无盲区，货运线
路全国省际城市直达全覆盖；携手银行打
造“黑豹金融”一站式服务——“闪垫付”，
货款帮您垫付，更快捷、更安全！

全国免费电话：400-098-8666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583806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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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南
阳寨分公司是国资委直属企业中储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股 票 代 码 ：
600787）在中原地区重要的网络结
点之一，位于京广快速路与北环快速
路交叉口，西邻郑州北编组站，总占
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各类库房29
栋，面积 10.4 万平方米；总长 1500
米铁路专用线两条，与京广铁路直接
相连，物流交通地理位置优越。

改革开放以来，分公司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向与民生相关的城市生活
资料物流转型，形成了粮食、白糖、味
精、饲料、纸张、塑化等生活物资仓储
分拨中心。近年来，分公司按照新常
态下物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加快向新时代现代物流企业的转型升
级，围绕大宗商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
打造、多式联运、O2O电子商务等方面

积极开展业务创新，保持了行业内的
领先地位，树立了行业示范作用。分
公司协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中国仓储指数”，是反映中国物流行
业晴雨表和中国经济形势的重要依
据，为全国各类仓储交易市场获得行
业重要大数据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近年来，公司履行央企“大国顶
梁柱”责任，在行业内提出打造“中国
放心库”口号，按照“6S”管理标准，努
力营造安全、放心的交易平台。

下一步，分公司将秉承“物流天
下，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以优质、
高效、便捷、周到的服务理念，全力打
造区域现代物流旗舰，实现与地区各
类工贸企业的共赢发展。

联系人：李峰
联系电话：0371-86501806

13838157595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南阳寨分公司

洛阳壹立达物流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6 年，注册资金 500 万元，是
一家以经营零担，整车，仓储，配送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公
司前身为洛阳南北货运，在洛阳公
路运输业历经 30余年，是河南省第
一批物流企业之一。公司目前自有
员工 300 余人，长途干线车辆 100
多台，已经形成以河南为总部直达
山东、安徽、浙江四省的线路往返运
输网络和以洛阳为中心节点的城市
配送体系。公司于 2017 年通过了
ISO9001 管理体系认证，并先后取
得过“洛阳市爱心企业”“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理事单位”“AAA 级
物流企业”“洛阳市行业先进单位”
等荣誉认证。

壹立达物流以客户为中心，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个性服务，全方

位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秉承
“用服务感动客户”的企业文化及服
务理念，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服
务。近年来，面对传统物流行业发
展的困境，积极寻找突破口，将互联
网+物流+商贸进行创新性融合，展
开电子商务与新零售业仓储与配送
相结合的战略进行发展。

壹立达物流将一如既往不断创
新运营模式，以稳定、可靠、安全的
运营系统，科学的资源整合，先进的
管理技术，创新的物流服务模式，个
性化的解决方案，专业的人才队伍
为各类企业提供值得信赖的物流服
务。以强大的网络、优质的服务、高
效的运作，为中国物流行业做出更
大的努力和贡献。

商务合作：冯总 13213609999
业务电话：张经理 13027700525

洛阳壹立达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黑豹物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