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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行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研究
——以八挂来网为例
王玖河， 邵瑞花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摘

要

道路运输行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是运输行业健

康发展的关键。论文以“八挂来网” 为例，分析了实现道路运输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共信息平
台的建设，并探索了实施道路运输信息平台建设创新的路径，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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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行业是基础性和服务性行业，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然而，四通八达
的高速公路上，空驶现象却普遍存在。据交通部有
关统计，货车回程空驶率高达
左右，不仅增加
运输成本，而且还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究其原
因，主要是货主和车主信息沟通有限，缺少范围更
广的信息平台支撑。道路运输信息化水平已成为限
制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发展瓶颈。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则可以减少物流信息的传递和流程 、降低空驶
率、提高运输水平。本文以我国交通运输行业节能
减排示范项目——“八挂来网”为例进行研究，分
析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运作模式，以期
为道路运输行业的高效运作提供借鉴。

文章编号

务部门，也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城市出入市区和运输
主干道两旁，不成规模，更无规范化管理。
资源整合度低。主要表现为：现有的货运
信息服务网站之间存在恶意竞争 货运信息配载服
务部的一台微机不能同时登陆两个服务的网站，造
成信息流通不畅，甚至出现信息虚假和扭曲现象，
给货运信息配载服务的业户造成极大的不便。如图
所示：

一、我国道路运输行业信息化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道路建设发展迅
速，但信息化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 仍存在许多问
题需要解决和完善。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化程度低。一方面，信息化水平低，多
数车主以通过手机或者客户群作为配货的主要方
式；另一方面，信息服务部门较少，即使有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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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得管理部门无法了解市场的真实情况。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运输企业既不能及
时获取货源信息和动力信息，也不能实施对车辆和

行模式如图

所示：

政府部门

车主、货主

物流企业

货物的动态管理，造成了货运车辆空载率高，运输
效率低下等问题。不仅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率，
而且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成为目前我国
物流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站、互联网、网络通话系统、手机短信系统
物流手机
系统、集成
卫星定位系统

二、
八挂来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分析
八挂来网的基本情况
八挂来网成立于
年 月 日，由河南省
交通厅和安阳市政府牵头组织。安阳市交通系统成

公共信息平台
系统统计平台、货源信息平台
车辆信息平台

立了安阳市现代物流信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同时
建立“八挂来网”物流信息系统。“八挂来网”的
寓意是：“八”谐音“发”，“挂”取自货车大多是
挂车之意，货运物流就是来来往往，往与网又同
音。它是我国一家面向全国提供免费货运物流信息
的专业网站，运营中树立了“货找车、车找货，
‘八
挂来网’当媒婆”的理念。
年年初，河南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在安
阳市试点的基础上，已向全省
个地市推广该信
息系统。截至到目前，该系统正式注册用户已达
户，其中省外
户、省内
户；用
户构成比例：货运信息部
、运力单位
、货
源单位
，网站每日平均发布有效信息
多万
条，其中货源信息占
，运力信息占
，信
息供需基本平衡，单日信息量最高达
万条，服
务客户涉及全国
个省、市、自治区。利用信息
化原理，构建公共信息系统使货运务实活动转为物
流信息经济活动，为货运车主实现交易过程提供了
有利条件，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八挂来网选择河南安阳作为试点，是由安阳独
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安阳地处晋、冀、鲁、豫四
省交汇处，京广铁路、京珠、大广高速公路及
国道纵贯全境，是豫北大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冶
金、电子、烟草等行业实力雄厚，安钢、安玻等全
国著名企业集团为现代物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潜在市场。正是这种优势造就了今天八挂来网的辉
煌。三年多来，八挂来网由最初的一个物流网站，
已发展成为以网络数据库为基础，包含网站、物流
客户系统、物流手机
系统、物流手机短信系
统、集成型
卫星定位系统和网络通话六个平
台的物流“一库六平台”物流系统。八挂来网的运

数据、系统维护

图

八挂来网运行模式

八挂来网公共信息平台共有系统统计平台、货
源信息平台和车辆信息平台三大部分。其中系统统
计平台主要包括：货物运输流向统计、货运信息交
易量统计、降低空载里程统计、实时在线用户统
计、定点清除用户等辅助决策系统。如图 该系统
包括的六大功能模块分别是：
（ ）网站功能：实现车源、货源、配载等信息
的发布功能；
（ ）物流手机
功能：通过手机
界
面，实现用户对信息便捷查询的功能；
（ ）物流手机短信功能 ：通过定制手机短信，
实现用户对信息便捷查询的功能；
（ ）物流客户端功能：通过客户终端，实现用
户对信息便捷查询的功能；
（ ）集成型
系统功能：通过
系统实
现车辆实时跟踪监控功能；
（ ）网络通话功能：通过用户之间的网络通
话，实现节约物流信息费用的功能。
以上六大功能，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首先，用户可分别通过使用手机和计算机登
录，通过物流客户系统再登录到公共信息平台获取
其需要的信息。其中用户在登录物流客户系统的过
程中要签订诚信合同，并获得进入信息平台的密
码，否则不可以通过访问控制将无法登录到公共信
息平台，这就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可信度。其次，用
户登录过程中若需要进一步查询双方业主信息，以
确保信息的可信度，还可以通过运政网、工商网提
供的可靠的营运车辆信息、驾驶员从业资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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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查询，从而避免信息服务将货物交给不具备营
运资格的车辆和人员运输。最后，该系统有自己的
独特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广告收入、手机短信

年

作为新生事物，“八挂来网”在国家交通部、

证物流信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八挂来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取得的成果

省交通厅的关注下，正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茁壮
成长 并被交通运输部列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节
能减排示范项目”。如表 所示，节省空驶里程共
万公里，节约油耗共
万升，相当于为
国家修建了一个中型的炼油厂，在提高车辆的运载

八挂来网整合了传统资源，发挥资本、人才和
技术优势，能有效解决传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

率和“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效益
显著。

包月等增值服务途径，维持该系统的正常运行，保

共信息平台取得的成果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效益

三、 八挂来网物流公共
信息平台建设经验总结

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
经济效益
年 月，
根据河南省运输统计数显示，
到
，运
全省运输实载率和运输里程利用率均为
输里程空载率为
，而动力闲置率为
。
而八挂来网通过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了信息的高
效对接，大大降低了空载率，达到了节约燃料，提
高运力，节省过桥、过路费的目的。如表 所示，
短短六个月来，全省运输成交量共
笔，节
万元。相当于为国家修建了一条
约金额共

八挂来网依靠技术创新力争走出一条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发展的信息化道路，
成为引领中国物流经济发展的节能减排的示范区。
总结八挂来网的实施过程，笔者认为八挂来网对道
路运输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主要经验是以“政府主
导、行政推进、社会参与、服务社会”所构成的
“钻石”型建设理念。如图 所示：

多公里的高速公路，经济效益明显。
信息平台

表
时间

物流信息系统效益统计表

成交量（笔）

年

月

年
年
年

月
月
月

年
年

月
月

节省的空驶
里程（万公里）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者

节约油耗 节约金额
（万升） （万元）

总计
资料来源：河南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

社会效益
公共信息平台解决了现有的信息服务的恶意
竞争、制约发展以及政府的监管和社会服务职能弱
化等问题。八挂来网在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和信息
共享的同时，通过签订统一的“文明守信公约”，
共同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避免利用信息系统
发布虚假信息和欺骗托运人等不法行为。一经发现
有违反“公约”的行为，行业管理部门可根据《道
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行为进行处罚或取
消该系统的使用资格，从而为物流业营造规范有序
的信息市场，使业户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提高
了服务水平，并为政府部门正确的制定政策提供了
可靠的依据。

图

行政推进
服务社会

八挂来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理念

政府主导
鉴于我国目前物流行业的实际和货运信息服
务市场的现状，完全依靠企业，建立具有较高信誉
的物流信息系统是不现实的。此时作为道路运输的
相关政府部门，就要承担起组织建设“物流信息系
统”的职责，为传统运输企业融入现代物流业提供
公共信息平台，为道路运输行业向现代服务转型提
供服务。
安阳市政府在河南省交通厅的组织和领导下，
在河南省道路运输局反复调研、细致规划、严格论
证的基础上，积极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开发了八挂
来网这一公共信息平台，从而大大推动了河南省乃
至周边各省市的经济发展。
行政推进
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涉
及面广、信誉度要求高的特点。 为了保证物流公
共信息平台推广建设工作顺利实施，必须运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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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为其提供保障。

挂来网的免费信息服务。八挂来网本着为社会服务

河南省为了加大系统推广建设工作的力度，做
出了很多努力。首先，依据《河南省道路运输条

的宗旨，和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了物流手机
系
统，主要依靠收取短信和手机
的上网流量费

例》要求全省提供货运信息服务的网站必须纳入

以及相关增值服务费用，而对提供的货运信息不再

“河南省物流信息平台”，实行统一管理，实现信息
共享；其次，要求全省现有货运信息服务部和四级

收取任何中介费用，保证了系统的良好运行；并且
网站计划免费为用户把该系统安装到指定品牌的

以上的货物运输企业全部安装“物流信息平台”客
户端，扩大“系统”使用范围；最后，组织人员深

手机中，从而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
障。八挂来网整个物流信息平台的服务，都可以通

入货运站、物流企业、个体货运业户、物流信息站

过一部手机完成，而且操作倾向于点击式，解决了

等以及物流业务聚集区进行宣传，并积极与报纸、
电视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合作，加大了宣传力度，

用户不会输入手机信息的问题以及中、小商户对电
脑设备、软件不熟悉的问题。

加快了信息平台的推广进程。
社会参与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离不开社会机构的
支持。 一方面，要实现物流信息平台服务层中的
相关功能 并不是某一个部门和企业所能完成的，
而是需要社会机构的共同努力，集合社会上的先进
技术，共同支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另一方面，
必须加快对物流信息人才的培养，加强政府、高
校、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政、产、学、研相结合
的良性循环。
八挂来网针对物流企业运输工具和人员流动
性大的特点，与河南移动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不仅使固定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系统”，而
且可以使司机在途中随时通过手机使用“系统”，
进行货物配载，方便了用户，提高了“系统”使用
效率。
服务社会
和以往的任何一个信息平台都不相同的是八

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的建设，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推动
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
善。从而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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