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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邮创展（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国家邮政局职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全国邮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快递协会、中国
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中通快递股份
有限公司、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小宁、陈兴东、王再良、高永富、张慧、沈晓燕、高
俊霞、申志军、周晓丰、佟飞、张敏、林睿。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国邮创展（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未经国邮创展（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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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运营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快递运营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
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7917.1-2011 快递服务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 27917.2-2011 快递服务 第2部分：组织要求
GB/T 27917.3-2011 快递服务 第3部分：服务环节
GB/T 10757-2011 邮政业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917.1-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快递服务 express service，courier service
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的寄递服务。
[GB/T 10757-2011，定义2.6]
3.2 快递运营 express operation
为完成快递发展目标，通过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寄递服务所开展的各项
作业处理和经营管理等工作的总称。
3.3 快递服务组织 express service organization
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提供快递服务的企业及其加盟企业、代理企业。
注：快递服务组织包括快递企业和邮政企业提供的快递服务的机构。
[GB/T 27917.1-2011，定义2.2]
3.4 快递网点 express site
快递服务组织设立的用于提供快件收寄、派送、交接及提供其他末端服务的
快递营业场所。
3.5 快件处理场所 express handling area
快递服务组织专门用于快件分拣、封发、存储、交换、转运、投递等活动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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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917.1-2011，定义4.4.2]
3.6 快递数据分析 express data analysis
对快递服务运营过程中收寄、分拣、运输、派送等各环节所产生的各类数据，
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其采集、处理，提取有用信息并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
总结，形成对快递运营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快递运营管理、邮政通信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客户信息服务、市场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快递运营管理、邮政通信管理、物流管理、物流信息技术、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
理、物流工程技术、铁路物流管理、道路运输管理、物流金融管理、市场营销等
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物流工程、
物流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邮政工程、邮政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邮政快递运营、 邮政通信服务、邮政快递安全技术、物流
服务与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理、国际货运代理、物流设施运行与维护、电子
商务、 跨境电子商务、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包装设计与制作、客户信息服务、
市场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邮政快递运营管理、邮政快递智能技术、邮政通信管理、现
代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供应链运营、关务与外贸服务、电子商务、
跨境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物流工程技术、智能物流技术、
航空物流管理、铁路物流管理、港口物流管理、道路运输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邮政快递管理、现代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电
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全媒体电商运营、市场营销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邮政工程、邮政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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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快递运营】（初级）：主要面向快递员、快件处理员、邮政营业员、邮政
投递员、邮件分拣员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快件收派、快件处理、邮政营业、邮
政投递、邮件分拣等工作，从事邮政快递生产作业、客户服务等工作。
【快递运营】（中级）：主要面向邮政快递网点管理人员、处理中心运营管
理人员、邮政快递设备操作管理人员、邮政市场业务员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邮
政快递网点和处理中心运营、设备运维、信息系统维护、数据分析、作业场地规
划设计等工作，从事邮政快递业务处理、营销、管理等工作。
【快递运营】（高级）：主要面向邮政快递管理人员、邮政快递工程技术人
员，邮政快递网络规划与智能优化工程师、数据分析与维护工程师、数字化运营
管理工程师等职业岗位，主要完成邮政快递服务管理、产品管理、质量管理、安
全管理、邮政快递经营管理、数字化运营管理、邮政快递网络规划与智能优化等
工作，从事邮政快递服务与经营管理、网络规划与智能优化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快递运营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
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快递运营】（初级）：主要面向邮政快递相关领域，根据作业流程规定，
从事快件收寄、快件处理、快件派送、信息处理、设备操作等环节的生产作业。
【快递运营】（中级）：主要面向邮政快递相关领域，根据业务管理要求，
从事网点管理、快件处理中心管理、安全管理、数据分析、客户服务等环节的生
产管理。
【快递运营】（高级）：主要面向邮政快递相关领域，根据运营管理需求，
从事业务开发、路由规划、安全管理、数据应用、智能设备应用与创新等流程优
化和管理实施，提供解决方案。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快递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1.快件收
寄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 国内快 1.1.1 能根据快递实名登记制度，规范完成实名登记作
件收寄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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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件处
理

1.1.2 能根据快递收寄验视制度，规范完成收寄验视作
业。
1.1.3 能根据国内快递禁限寄递物品规定，识别并处置
各类禁限寄物品。
1.1.4 熟悉常见包装材料，掌握常见包装技法，能根据
要求完成一般快件的绿色、安全、规范包装。
1.1.5 能规范完成快件信息录入、称重计费等收寄作
业，向用户推介快递产品，提供保险、保价等增值服
务建议。
1.2.1 能根据客户需求，向客户推荐适合的国际快递产
品。
1.2.2 能识别国际快件标识国家/地区的简称（二字代
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英文字母简写航空
机场名（三字代码）。
1.2.3 能指导用户准备、填写清关单证，并审核清关单
1.2 国际快 证。
件收寄
1.2.4 能根据主要国家（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
定，识别并处置各类禁限寄物品。
1.2.5 能完成国际快件的绿色、安全、规范包装。
1.2.6 能规范完成国际快件的单证粘贴、信息录入、称
重计费等作业，向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建议。
1.2.7 熟悉国际快递业务常见风险，能为客户提供安全
建议。
2.1.1 能实施车辆卸载作业。
2.1 总包 2.1.2 能识别异常总包并处理总包接收中的异常情况。
接收
2.1.3 能识别并处理总包拆解过程中的异常快件。
2.1.4 能按要求对作业场地进行清理、检查。
2.2.1 熟悉常见分拣代码，掌握快件分拣的安全操作要
求，能安全、规范完成快件分拣。
2.2 分拣
2.2.2 能对分拣过程中的总包、快件异常情况进行处
封发
理。
2.2.3 能根据快件路由建立总包进行封发。
2.3.1 掌握国际快件处理操作流程。
2.3.2 能根据国际快件标准查验快件。
2.3.3 能审核国际快件报关单证，完成出口快件报关操
2.3 国际快
作。
件处理
2.3.4 能完成对国际快件的复核。
2.3.5 能根据目的地和寄递渠道完成国际快件的分拣、
建包。
2.4.1 能执行装载计划。
2.4.2 能对发运异常情况进行处理。
2.4 快件
2.4.3 能整理、复核和归档快件装运清单、快件发运路
交运
单等快件运输业务单据。
2.4.4 能根据国际快件目的地，将交运快件信息发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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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国、目的地国海关。
3.1 快件
核对

3.2 派送路
线设计
3.快件派
送
3.3 快件派
送作业

3.4 派送信
息复核

4.1 业务数
据分析

4.信息处
理

4.2 业务优
化调整

4.3 信息安
全保护

5.设备操
作

5.1 收寄设
施设备运
维

3.1.1 能对待派送快件进行交接核对、查验。
3.1.2 能处理快件查验时发现的异常件。
3.1.3 能识别资费到付、代收货款、代收海关关税等特
殊待派送快件。
3.2.1 能熟练使用各类地图工具，结合待派送快件信息
设计派送路线。
3.2.2 能掌握并运用派送线路设计的基本原则，处理优
先件优先派送问题。
3.2.3 能根据派送段内客户需求、分布情况，优化派送
路线。
3.3.1 能根据收件人名址，完成快件派送，并获得签收。
3.3.2 掌握派送车辆安全驾驶基本知识技能，完成快件
派送。
3.3.3 能规范、合理利用智能快件箱、快递驿站等方式
完成快件派送。
3.4.1 能复核比对派送信息。
3.4.2 能处理回单业务。
3.4.3 能复核签收底单，核对电子签收信息。
3.4.4 能完成资费到付、代收货款、代收海关关税等相
关款项的核对与交接。
4.1.1 能收集、整理服务范围内客户的基本信息并作出
合理分类。
4.1.2 能整理、分析不同类别客户的收寄、派送业务需
求特点。
4.1.3 能收集、整理、分析服务范围内特殊需求客户信
息。
4.1.4 能分析客户投诉、问题件等异常数据。
4.2.1 能根据主要客户收寄业务需求优化调整收寄作
业。
4.2.2 能根据主要客户派送业务需求优化调整派送作
业。
4.3.1 掌握国家有关快递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能根据
不同客户特点分析其重要安全信息。
4.3.2 熟悉快递信息的常见泄露渠道，并能根据不同类
别客户情况作出相应分析。
4.3.3 能根据分析结果，对不同客户类别的信息采取合
理的保护方法。
5.1.1 能操作、保养巴枪（PDA）。
5.1.2 能操作、保养便携式电子运单打印机。
5.1.3 能操作、保养爬楼机、跟随小车等其他快件收寄
设备。

5.2 处理设 5.2.1 能操作、保养快件分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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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备运
维

5.2.2 能操作、维护处理场地信息处理设备及网络设
备。
5.2.3 能检查、保养处理场地内的消防设施设备。
5.2.4 能操作、保养流水线、多面读码、高速扫描仪等
其他快件处理设备。
5.3.1 能操作智能化分拣机器人、分拣机械臂等智能处
理设备。
5.3 智能化 5.3.2 能操控小型无人机、无人车等智能快递投递设
设备操作 备。
5.3.3 能操作智能安检设备、监控设备等各类智能辅助
设备。

表 2 快递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生产
作业组织
管理

1.网点管
理

1.2 网点
运营管理

1.3 突发
事件处理

2.处理中
心管理

2.1 作业
组织管理

2.2 处理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依据作业标准对快件收派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1.1.2 能对各派送区域快件收派作业进行优化。
1.1.3 能分析各收派区域收派作业时效指标。
1.1.4 能根据收派作业时效指标分析结果，合理优化、
调整快递员收派区域。
1.1.5 能根据网点运营情况，合理优化收派作业的流
程、区域、线路。
1.2.1 能对网点服务范围内的客户进行分类，并分析其
需求特点，调整网点营销策略。
1.2.2 掌握网点运营管理指标体系，能对网点整体及快
递员个人的业务数据按指标体系要求进行整理和分析。
1.2.3 掌握质量管理的常用方法，结合网点运营管理指
标分析，对网点管理进行改进。
1.2.4 能根据快递网点业务量的变化，制定合理的人员
调度方案。
1.3.1 能制定并执行本网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3.2 能应对并处理作业中的人身安全事故。
1.3.3 能应对并处理收派作业过程中发现的危险品、反
动宣传资料、枪支弹药、毒品等禁寄物品。
2.1.1 能监督管理快件处理员执行快件处理环节作业
标准。
2.1.2 能根据快件时限要求，制定快件运输路由、发运
计划。
2.1.3 掌握处理中心运营管理指标体系，能对处理中心
运营管理指标进行分析，并制定改进措施。
2.1.4 能根据业务量变化，提出作业组织优化建议。
2.2.1 能处理作业现场发现的总包接收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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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异常
管理
2.3 突发
事件处理
3.1 基础
安全管理

3.安全管
理

3.2 服务
安全管理

3.3 设施
设备安全
管理

4.数据分
析

4.1 网点
业务数据
分析
4.2 处理
中心业务
数据分析
5.1 业务
推介

5.客户服
务

5.2 满意
度调查

5.3 投诉
处理

2.2.2 能处理总包拆解过程中的异常。
2.2.3 能处理快件发运异常。
2.3.1 能制定所在处理中心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3.2 能处理生产作业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启动应急
预案。
3.1.1 熟悉并能整理快递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3.1.2 熟悉并能整理企业关于快递安全管理方面的文
件和制度。
3.1.3 能按要求整理快递企业安全管理的台账。
3.2.1 熟练掌握三项制度、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有关
要求及企业有关制度规定。
3.2.2 能对三项制度、安全生产操作、企业制度有关要
求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3.2.3 能根据检查情况制定服务安全管理的整改意见。
3.3.1 熟练掌握快递企业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的法律法
规及企业制度规定。
3.3.2 能根据隐患排查表对设施设备安全情况进行检
查并制定提出整改意见。
4.1.1 掌握常见的数据分析方法。
4.1.2 能对网点业务量收数据进行分析。
4.1.3 能分析业务量与网点运营管理指标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优化建议。
4.2.1 掌握常见的数据分析工具。
4.2.2 能对处理中心业务量数据进行分析。
4.2.3 能分析业务量与处理中心运营管理指标之间的
关系，并提出优化建议。
5.1.1 能根据客户需求推介标准快递产品与服务。
5.1.2 能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开发快递产品，制订个性
化服务方案。
5.1.3 能根据客户清关需求，开发特殊清关通道。
5.2.1 能进行客户服务满意度调查，分析客户满意度
5.2.2 能进行快递产品、时限、价格满意度调查，分析
市场满意度。
5.2.3 能根据客户流失率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
案。
5.3.1 能记录并处理客户反映的问题件，并持续跟进。
5.3.2 能记录并处理客户反映的快件延误、服务态度等
投诉。
5.3.3 能与客户协商丢失、损毁等情况的赔偿方案。
5.3.4 能现场处理涉及保险保价、资费、关税等投诉，
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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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快递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1.业务开
发

2.路由规
划

3.安全管
理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开展市场占有率调查，分析调查结果。
1.1 需求 1.1.2 能分析宏观经济数据与企业经营数据的关联关
调查
系。
1.1.3 能开展用户服务满意度调查，分析调查结果。
1.2.1 能开发适合地方产业特点的增值服务项目。
1.2 产品
1.2.2 能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的快递产品与服务。
设计
1.2.3 能根据个性化需求开发新的快递产品与服务。
1.3.1 掌握快递产品市场营销基本方法。
1.3 市场 1.3.2 能根据市场调研结果结合经营目标制定不同快
营销
递产品与服务营销方案。
1.3.3 能根据营销方案实施市场营销活动。
2.1.1 能分析快件路由时效指标数据。
2.1 路由
2.1.2 能分析快件路由成本指标数据。
分析
2.1.3 能分析分拨批次、运输方式与时效、成本的关系。
2.2.1 能审核处理中心上报的路由优化方案。
2.2.2 能根据各处理中心之间的路由情况及时效、成本
方面的要求，制定全网任何两处理中心之间的最优路由
2.2 路由
推荐方案。
优化
2.2.3 能制定零担并网、高峰期路由线路拆分、运力补
充调度方案。
2.2.4 能优化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多式联运方案。
3.1.1 掌握隐患排查的常见方法。
3.1 安全隐 3.1.2 能根据快递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隐患排查表。
患排查
3.1.3 能根据隐患排查表中的整改建议，制定隐患整改
方案。
3.2.1 能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完成快递企业安全管
理文件的编制。
3.2 制度制 3.2.2 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快递企业安全管
订与监督 理有关制度。
3.2.3 能根据企业文件和制度要求，完成快递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的监督考核。
3.3.1 能制订快递网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监督落
实。
3.3.2 能制订快件处理中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监督
3.3 应急预 落实。
案制订与 3.3.3 能制订快件运输环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监督
演练
落实。
3.3.4 能制订危化品、爆炸品等禁寄物品泄露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并监督落实。
3.3.5 能按照各项应急预案，制定演练方案，并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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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4.数据应
用

4.1.1 能根据规定确保与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各项监管
数据上传与交换的准确性。
4.1.2 能加强数据交换各环节管理，确保快件航空运输
4.1 数据交 数据交换的准确性。
换管理
4.1.3 能加强数据交换各环节管理，确保国际快件业务
数据与海关关务系统数据交换的准确性。
4.1.4 能加强数据交换各环节管理，确保快递服务与客
户数据交换的准确性。
4.2.1 能对业务量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人员、运力、场
地、设备等资源配置优化方案。
4.2.2 能统计分析快件业务量、时效、服务质量等指标，
4.2 统计 分析各项指标达成情况，提出运营方案优化建议。
分析
4.2.3 能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对各环节的服务质量进行
监督、检查，并提出改进建议。
4.2.4 能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分析方式撰写各类统计分
析报告。
4.3 数据
建模

5.智能设
备应用与
创新

4.3.1 能掌握数据挖掘分析基本原理与方法。
4.3.2 能使用 SAS、SPSS、python 等数据分析工具。
4.3.3 能根据快递应用场景需求，建立数据模型。

5.1.1 能分析快递网点智能生产设备的布局、投放需
5.1 智能设 求，管控成本、提升效能。
备应用分 5.1.2 能分析处理中心智能生产设备的效率达成情况。
析
5.1.3 能分析各类智能设备的应用效率。
5.1.4 能根据服务需求提出其他智能设备应用建议。
5.2.1 能优化快递网点智能生产设备的应用方案，提升
效能。
5.2 智能设
5.2.2 能优化处理中心智能生产设备的应用方案，提升
备应用优
效能。
化
5.2.3 能根据快递应用场景，设计智能化作业解决方
案，搭建智能化应用场景模型。
5.3 智能设 5.3.1 能指导快递网点智能生产设备的维护。
备维护指 5.3.2 能指导处理中心智能生产设备的维护。
导
5.3.3 能指导其他智能设备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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