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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各行各业都在抓住机遇实现转型升级,物流行业也在朝着现代
化不断发展,其中工程物流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对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工程物流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工程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为此,本文将工程物流作为核心,对工程物流进行了详细介绍,然后重点
围绕工程物流运输方式进行研究,期望工程物流企业可以优化运输方案,为提高工程物流的运输水平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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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advan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ll walks of life are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lso in the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logistics as a special
field of enginee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ogistics level to a great
extent, affect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To this end, this paper takes engineering
logistics as the core, introduces engineering logistics in detail,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engineering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mode, hoping that engineering logistics enterprises can optimize the transportation
schem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level of engineering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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