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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全球化的影响,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管理越来越受到关注。供应链
的出现,将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联系起来,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联系,便于企业模块化经营。但是,
供应链物流管理当前也面临诸多问题。供应链物流管理方面没有建设一套完整的管理规定,对于员工职
能、行业制度缺少相应要求,导致供应链物流管理方面比较混乱。面对这些问题,本文结合供应链环境下
物流管理的特点给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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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commerce globalization,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in the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supply chain links the product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sales and other links, and strengthe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to facilitate the modular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supply chain logistics
management is also facing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complet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supply
chain 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for employee functions and industry system,
leading to the comparative chaos in supply chain logistics management. Facing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in the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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