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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变更的挑战 

  

欢迎您阅读 UFL集团第十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UFL集团和我们所服务的客户都需要一个可靠且规范的供应链，免受各种制约和面对不必要

的挑战。 

  

各位读者将从本期时讯中了解到，美国运输安全局(TSA)决定暂不执行将于 2011年 12月 31

日开始实施的止对入境美国的国际客机进行百分百货物安检扫描。 

  

至本期时讯撰写时，尚未确定新的实行日期。在 UFL仍致力于阻止任何有意破坏全球供应链

行为的同时，我们高兴地获知美国运输安全局将继续与私营部门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加强

国际入境客机和全货机所载货物的安检扫描。我们认为此消息代表航运业界的一大挑战得以

暂缓.。 

  

其他机遇我们已于上月在青岛召开的年会上做过深入讨论。 

  

出席本次年会的是来自 UFL和全球代理的 150多位资深从业员，他们明确承诺将对优势的服

务、信息技术硬件和基础设施加大投入，作为 UFL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持续困难做出的回应。 

  

本次年会还重点谈及对亚洲公司的投资，介绍了跨太平洋业务的开展，讨论了新的货物管理

软件投资计划，宣布了对优势运作项目的发展。其中部分内容在本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中做出报道，还有一些内容将在今后发布。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客户和伙伴的

利益，以期共同走出经济低迷而加大投入的实证。 

  

如以往一样，希望您抽空阅读本期内容。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新山市成立新公司 

我们高兴地宣布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新山市成立了公司为当地客户服务，该地区将继吉隆坡

和槟城后成为马来西亚最为重要的产业区。 

 阅读更多 

UFL新加坡公司荣获海关重要认可   

UFL 新加坡公司被授予 II 类仓储零消费税（商品及服务税）仓库认证及集装箱货运仓库资

格。 

 阅读更多 

UFL更新广州公司联系方式   

UFL 新加坡公司被授予 II 类仓储零消费税（商品及服务税）仓库认证及集装箱货运仓库资

格。  

 阅读更多 

UFL登上世界媒体头版新闻   

UFL 美国公司的一名员工最近接受了一家全球发行的国际报社采访，通过一个真实事例展

现了我们业务的全球性。. 

 阅读更多 

UFL集团在重庆成立公司   

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在重庆市设立了办事处，扩大了 UFL在中国一线城市的覆盖率。 

 阅读更多 

途经上海的运输？请联系 UFL T-Team!   

我们高兴地宣布 UFL 集团制定了一个新的部门联合方案，为在内陆城市经营的中国制造业

和工业客户提供经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VG）变革性的货运服务。 

 阅读更多 

 

 

 

 

 

 



 

 

美国设立试点项目，加快入境货物操作速度  

我们在这里通知所有发货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将推出一个简化入境程序的试

点项目，这简化了货物入境的初步程序，进口商可以在货物入境前递交货物信息而不必至

少在货物离开始发港前一天内完成。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便捷的亚洲区内运输方案   

什么是亚洲区内到门服务？这是 UFL 为使那些独具国际头脑的客户在亚洲区内运输自己

的产品更加便捷和轻松所做出的最新努力。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具备在获得通

知后立即从亚洲的一地将产品运输到另一地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 UFL 的团队就具

备这样的能力和专长来满足您的需求。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供应链议程上的巨灾高风险 

刚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被称之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群策

会”，会议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 79个理事会的八百位专家。  

 阅读更多 

IATA呼吁安检措施的协调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正在推动各国政府和其他航空利益攸关方正式采纳“未来检查

方案(CoF)”，此方案是供应链中确保货物安全、协调政府间相关措施、对新威胁时刻保

持警惕的具体措施。  

 阅读更多 

半导体产业在 2011年旺季有所增长   

我们注意到，全球半导体行业在八月份的销售额达到了 25.03亿美金，相比销售额为 24.9

亿美金的前一个月略有微升，按年同比增长 2.2%。  

 阅读更多 

据报：近半数在建船只具备超过 1万 TEU的载量   

我们从Alphaliner的分析中注意到，几乎近半数(48%)新订购的集装箱船都具备 1万TEU

的载量，平均每艘集装箱船的载量为 6.1千 TEU。  

 阅读更多 

更多船只因疲软旺季而闲置   

根据位于巴黎的海事咨询事务所 Alphaliner 的一份报告，随着疲软旺季的开始，九月最

后两个星期内空载 的集装箱船增加到 156艘，运营商只能任其空置或空放回港。  

 阅读更多 

法兰克福机场晚間禁飛   

法拉克福机场计划于 2011年 10月 30日开始实施晚间禁飞并将持续一个阶段。  

 阅读更多 

Anyone who has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items contained in this newsletter should get in touch with your ufreight offic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on a regular basis for more items of breaking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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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新山市成立新公司                    

 

我们高兴地宣布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新山市成立了公司为当地客户服务，该地区将继吉隆坡

和槟城后成为马来西亚最为重要的产业区。 

  

该公司在始建初期提供空运、海运货运代理，货车运输，报关，包装及搬迁等服务。 

  

我们将利用便捷的地理优势进入丹戎帕拉帕斯港口，该港口是马士基、长荣及其他船公司航

运枢纽新的发展区域。还有帕西古当港口提供集货，散货、转接新加坡母船的支线船服务。 

  

同样方便的是往来位于士乃的新山机场，它距离我们的公司只需 30分钟车程。 

  

如今该地区的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走进国际市场，而世界各地的客户亦可与柔佛州新山

市的客户进行业务往来。 

  

公司联络方式如下： 

U Freight Logistics Sdn. Bhd. 

Suite 12-05, Menara cyberport 

Jalan Bukit Meldrum  

8035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Manager: Mr. Borhanudin Kidon 

E-mail : din@ufreight.com 

Tel : +607 2211069 / 2211070 

Mobile : +6012 773 8834 

 





 

 

UFL新加坡公司荣获海关重要认可                            

 

UFL新加坡公司被授予 II类仓储零消费税（商品及服务税）仓库认证及集装箱货运仓库资格。 

  

该证书使得 UFL新加坡公司在货物操作时更具有灵活性。我们可以不必在拥挤的自由贸易区

和 Keppel Distripark海关监管区而选择在樟宜南部自己的货场内进行拆箱作业。我们在此自

置仓库内可以不受阻碍自由接收及分配转运货物。 

  

零税仓库计划是新加坡海关为那些进口免税货物公司希望缓交税金所实施的。共有 I 类，II

类，III类三种许可证类型，以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I类仓库许可证要求确保其至少 80%的进口货物重新出口，II 类和 III类许可证不受此出口要

求的限制。此外，拥有一个 III类许可证就可以在多个零税仓库间自由操作和转运货物。该零

税计划是在 2006年推行的。 

 

 

 



 

 

UFL更新广州公司联系方式                                  

 

UFL广州公司一直为客户提供包括全球供应链在内的完善的各项服务并引以自豪，我们在此

告知 UFL广州公司新的联系方式。 

  

为便于沟通联系并提供联络的窗口，现为您介绍我们的航运经理 Flora Liang，她将为您协调

并提供多种运输选择及供应链解决方案。 

  

可通过以下方式与梁小姐联系： 

  

梁韫谊 - 航运经理 

电邮: yyliang@ufreight.com 

电话: 86-20-8755-8344 

手机: 86-139-2422-4692 

  

即日起，您还可就货物操作事宜与以下几位主管联系：  

  

空运操作 

蔡鸿雷 - 空运操作经理 

电邮: hlchoy@ufreight.com 

电话: 86-20-8755-8372 

手机: 86-135-3558-2343 

  

海运操作 

谢晓毓 - 海运操作主管 

电邮: isabellaxie@ufreight.com 

电话: 86-20-8755-8377 

手机: 86-189-0300-2280 

  

市场销售 

黄文园 - 销售经理 

电邮: christopher@ufreight.com 

电话: 86-20-8755-8373 

手机: 86-135-0968-0690 

  



 

客户服务 

姚琼 - 客户服务经理 

电邮: jennyy@ufreight.com 

电话: 86-20-8755-8360 

手机: 86-139-2422-4691 

 





 

 

UFL登上世界媒体头版新闻                                  

 

UFL美国公司的一名员工最近接受了一家全球发行的国际报社采访，通过一个真实事例展现

了我们业务的全球性。 

  

Jake Hug是一名伊利诺斯州艾姆赫斯特学院应届毕业生，他近日接受《今日美国》采访，阐

述了美国学生为寻求一个更为宽广，国际性的视角而离开本土到国外学习的做法，然而部分

学生却会避开大多数人都向往的国家。  

  

Hug目前在 UFL美国公司位于芝加哥国际机场的销售部工作，他是日益增多想要到国外学习

的美国学生中的一员，但他没有前往学生通常都选择的伦敦，巴黎，罗马等著名城市。 

  

相反，他选择去摩洛哥学习了一年，尽管对这个国家了解很少也不懂当地的语言。他发现自

己是学院里唯一的美国人并且很受摩洛哥人欢迎。在摩洛哥的这一年中，他都远离美国侨民

居住的地方, 尽量争取接触摩洛哥人的机会。 

  

他在采访中说：“我很了解美国人，所以没有必要到摩洛哥继续了解他们。” 

  

Hug目前在 UFL美国公司工作，他相信选择摩洛哥这样的地方出国学习而不是那些方便的留

学地区会证明自己能够自力更生，这也将有助于他在与客户的沟通。 

 

 

 



 

 

UFL集团在重庆成立公司                                    

 

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在重庆市设立了办事处，扩大了 UFL在中国一线城市的覆盖率。 

  

UFL正加快步伐向西迈进。仅五年时间我们在中国内地的公司从制造业和商业扩大到新的地

区。 

  

重庆是中国西部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对仓储和物流服务，以及与上海香港等中国主要关口

城市相连接的需求迅速增加。早在 1891 年重庆成为中国内陆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商业港口开

始，就已经与世界贸易接轨。 

  

UFL在运输电气，电子和半导体产品方面的专业能力获得了富士康，英业达，广达集团等国

际高端 IT 制造商的青睐，他们为惠普，宏基和华硕制造产品，这些工厂距 UFL 公司不到一

个小时车程。 

  

我们可以为重庆地区的出口商提供多种运输模式服务。可以通过数量日益增多的航班直接空

运出港，或者沿着长江运输到上海，更可以通过高速公路 40小时内抵达上海再继续海运或空

运至欧洲和北美洲。 

  

联行（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坐落在该市的商业中心。 

 



 

 



 

 

途经上海的运输？请联系 UFL T-Team!                        

 

我们高兴地宣布 UFL集团制定了一个新的部门联合方案，为在内陆城市经营的中国制造业和

工业客户提供经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VG）变革性的货运服务。 

  

T-Team(T指过境)是一个由 UFL跨部门专员组成的强干团队，为客户方便快捷地运输途经上

海的货物。 

  

T-Team的价值在于在航班落地和起飞前备好货车，及时优质地从上海机场送货并提供进一步

增值服务如重新包装。 

  

中国的清关过程较为复杂，但请您相信 UFL长期的经验和对于中国海关和保税仓储法规的知

识，会使货物顺利从上海进入内地，这些都交由我们的 T-Team完成。T-Team拥有一套授权

的电脑系统，可将数据传送到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并配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报关团

队，无论进出口，可以做到预清关服务。 

  

该团队还获益于 UFL自有的保税仓库和位于浦东国际机场新的物流仓库和配有 GPS的监管

卡车。 

  

鉴于全球货运业全天候服务的性质，T-Team将成为中国行业内的不眠队伍，全年随时为您服

务。 

 

 

 



 

 

美国设立试点项目，加快入境货物操作速度                      

 

我们在这里通知所有发货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将推出一个简化入境程序的试点

项目，这简化了货物入境的初步程序，进口商可以在货物入境前递交货物信息而不必至少在

货物离开始发港前一天内完成。 

  

该试点项目允许有资格的进口商在到货前提交货物数据，这样货到后海关可以放行货物。这

种简化手段使进口商安全申报(ISF)规则要素与入境单据相结合，有效地缩减了传统程序的一

个步骤。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在 2010年开始执行这项也被称之为 10+2的 ISF规则，该规则

要求进口商在货物离开异国口岸 24小时内申报 10个数据要素和 2个承运人要素。 

  

这项新的程序要求提供 10位数字的统一关税代码，预估货值和入境号等进一步信息。简化的

入境申报可以不必再与承运人必須提供的船舶积载图和集装箱状态信息数据對應。 

  

该试点方案执行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当各国当局都致力提高安保水准以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

全的同时，我们将持续关注美国和世界各地相关货物安全和海关规定的进展。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注意到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将不再要求在今年底对所有美国入境的

空运货物进行安检扫描，并且没有为如此周密的安检设立新的执行日期。  

  

虽然不是质疑全球供应链任何一个环节中航空货物安检的必要性，行业中的许多人却对 TSA

要求对所有空运货物进入迄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空货物市场甚至过境货物进行安检扫描

的意义产生疑问。  

  

UF对阻止任何有意破坏供应链行为的决心都坚定不移。令人满意的是美国运输安全局将继续

与私营部门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加强对国际入境客机和全货机所装载的空运货物进行安检

扫描，也将继续寻求与有飞往美国航班的国家签订安检协议。  

  

航空货运链的安全对 UFL来说至关重要。威胁到我们员工的安全、我们客户以及持份者的安

全，我们决不妥协。 

  

欲了解更多关于空运安检的信息，请您联系 UFL当地的办公室。 

 



 

 

便捷的亚洲区内运输方案                                     

 

什么是亚洲区内到门服务？这是UFL为使那些独具国际头脑的客户在亚洲区内运输自己的产

品更加便捷和轻松所做出的最新努力。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具备在获得通知后立

即从亚洲的一地将产品运输到另一地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 UFL的团队就具备这样的能

力和专长来满足您的需求。 

  

试想一下，如果您需要发运您的产品，无论是集成电路还是晶片，不管是从生产线还是位于

台湾的供应商发运到上海、香港和日本的分销商或零售商那里。 

  

您会给谁打电话来解决您的困境？您只要给当地 UFL的办公室去一个电话，我们就将为您料

理一切事务。UFL在亚洲各地均设有公司，具备相应的资源和经验用以精心、准确、迅速地

处理您在亚洲区内的货物运输。 

  

亚洲区内到门服务的优势：  

  

一站式服务：无论您仅有一票货物从一个供应商运输至另一个分销商，还是许多货物从不同

的供应商那里发运到亚洲区内不同城市的零售商那里，您只要和一个联络窗口联系即可满足

您的全部需求，给 UFL一个电话，您的所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全包式报价：无论您所需要服务的是“门到门”、“门到机场”，还是“机场到机场”，我

们会为你所需要的服务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其中包括始发地和目的地相应的费用，无

需您再从诸多辅助费用中筛选和相加，使您对价格的比较一目了然。 

  

中心式结算：每票货物您仅收到一份简明清晰的发票，不会是来自于始发地或目的地的不同

账单，为您的公司省时省钱；无论货物的始发地或目的地是亚洲的哪里，都将全部费用统一

用美金结算，使您无需牵挂汇率的不稳定； 对于账单的查询，您可直接和 UFL 旧金山办公

室联系，十分便捷。 

  

随时准备为您服务的优秀团队：我们在大多数亚洲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和专业人才，来

满足您在亚洲区内的运输需求。让我们成为您国际团队中的一部分，为您全局和局部的安排

做出选择和行动时助以一臂之力。 

 

 



 

 

供应链议程上的巨灾高风险                                   

 

刚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被称之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群策

会”，会议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 79个理事会的八百位专家。 

  

由 Alan McKinnon教授主持的物流及供应链理事会包括来自物流业所有部分的代表、学者、

专业人士和顾问，所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供应链风险的关键问题。 

  

现代集成供应链是复杂、综合的且收益微薄，这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它意味着

当供应链运作良好时，库存得以最小化且客户服务得以改善。然而，它也极易受到外部的“冲

击”并在近年来暴露了其脆弱性。 

  

例如，今年早些时候的日本海啸给许多汽车和高科技制造商的生产系统带来重大冲击，其影

响波及了整个欧洲和北美，那里的生产不是减缓就是由于部件的短缺而停产。在此前一年，

冰岛火山灰造成欧洲领空的关闭，导致世界各地机场的空运货物积压。 

  

尽管此类个别事件极少发生，但类似的供应链中断的机会则更加频繁地出现，例如考虑到恐

怖袭击、劳资纠纷及封锁行动、海盗行为、气象障碍、环境灾害如我们所见到的火山爆发，

各种破坏模式涉及的范围从局部和短期性的直至全球和灾难性的。 

  

此类风险尚不止如此。鉴于目前的经济环境，航空和海运行业在不远的将来可能遭遇某种灾

难性衰退并非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 2012 年经济继续下滑，许多运营商可能破产，从而引

发供应的危机，政府在高额债务的重负之下，可能不会再有同样的意愿出手对部分行业做出

第二轮拯救。毫无疑问，市场最终将理清一切，但在此干预期间很可能会发生货主断货的情

况。 

  

识别和削弱这些风险，以及制定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应机制是物流及供应链理事会在 2011/12

年所涉及的重点项目之一。只有意识到这些风险的潜在影响，制造商和零售商们才会开始充

分认识到他们行业所面临的损失风险。. 

 

 



 

 

IATA呼吁安检措施的协调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正在推动各国政府和其他航空利益攸关方正式采纳“未来检查方案

(CoF)”，此方案是供应链中确保货物安全、协调政府间相关措施、对新威胁时刻保持警惕的

具体措施。 

  

“今天的安检措施是自 70年代应对携带金属武器的劫机威胁发展而来，这已是一个 40年的

陈旧概念，亟需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国际航空协会(IATA)的首席执行官 Tony Tyler 这样说

道。 

  

在经历了去年从也门利用打印机墨盒运输事件的恶果后，许多政府都在继续寻求进一步加强

空运货物安全的方式。“航空货运安全的未来将是涉及到整个供应链，包括先进的电子信息

和物理检验的多层次的方案。但我们不希望在机场做 100%的安检扫描，这将造成全球的商

业停滞不前。”Tyler指出。 

  

预计今年航空公司将载运约 4,600万吨的空运货物，这将占到国际贸易总值的 35%。 

  

航空公司关注着一些政府有关提前获取乘客和货物数据的既定要求能否得以实施。Tyler说，

“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世界海关组织已制定了公认的标准，倘若政府不去使用它们，我们

面对的则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却无法提高改善安全”。 

  

我们依然坚定地在供应链确保货物安全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保持一个安

全的环境和维护我们在世界各地每一处货运设施的完善，并在运输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致力

于保护我们客户的资产。 

 

 

 



 

 

半导体产业在 2011年旺季有所增长                            

 

我们注意到，全球半导体行业在八月份的销售额达到了 25.03亿美金，相比销售额为 24.9亿

美金的前一个月略有微升，按年同比增长 2.2%。 

  

八月份的数据是由半导体工业协会(SIA)颁布的，这个协会是代表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和设计产

业的贸易机构。 

  

 “八月份的销售主要是由于平板及台式电脑的强劲需求所推动。”该协会的主席 Brian 

Toohey这样说，“在这些领域的增长令人鼓舞，但消费者以及行业对更广泛产品和市场的低

迷需求致使整体销售在这个阶段仍低于预期。” 

  

日本经历了今年早些时候的自然灾害，在对生产设施做出了恢复的努力和付出后，销售额的

强劲增长有助于提高整个八月份的半导体销售。此外，由于增加了半导体器件在汽车中应用

的综合效应，汽车行业应用的特定半导体今年至今经历了两位数字的增长。在一个缓慢而疲

软的全球经济态势下，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的技术物流解决方案是围绕着核心服务的，它包括供货物流到生产设施以及供应商枢

纽、硬件和软件部件的承包生产、完整的仓储和运输体系、派送和安装也包括逆向物流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您联系 UFL当地的办公室。 

 

 

 



 

 

据报：近半数在建船只具备超过 1万 TEU的载量                 

 

我们从 Alphaliner的分析中注意到，几乎近半数(48%)新订购的集装箱船都具备 1万 TEU的

载量，平均每艘集装箱船的载量为 6.1千 TEU。 

  

“为应对持续航运和减少排放的挑战，看来集装箱经营商们将建造更大的船只”，该咨询事

务所在近期的通讯中指出。 

  

在覆盖非洲、中东和南美线高容量的南北贸易中，经营商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投入了 7 千至 9

千 TEU载量的船只。 

  

欲了解更多有关 UFL海运服务的信息，请您与当地的公司联系 

 

 

 



 

 

更多船只因疲软旺季而闲置                                   

 

根据位于巴黎的海事咨询事务所 Alphaliner 的一份报告，随着疲软旺季的开始，九月最后两

个星期内空载 的集装箱船增加到 156艘，运营商只能任其空置或空放回港。 

  

该报告指出，同三个月前的 75,000 TEU相比，总空闲舱位已上升到 33.5万 TEU。非经营船

主的空闲船队占 23.2万 TEU，而运营商的空闲船队占 10.3万 TEU，以运营商包舱吨位为首

选。 

  

Alphaliner 事务所的分析师说：“更多的运力将在未来两个月内撤回，运营商减少在中国十

月黄金周假期的航次，并申请在 11月至 12月的冬季航次的部署调整。” 

  

该报告说，同 2010年 12月 36万 TEU相比，空闲舱位到今年年底将预计上升至 50万 TEU

以上。 

  

作为货运代理，我们在全球各地购买集装箱船的舱位，以便马不停蹄地运输满载我们客户货

物的集装箱。对于多为横跨半个地球的航程来说，我们的服务依赖于能够运输集装箱船队的

能动性和依据航期时刻的准时性。每当集装箱因超载被拉下或因船东削减运力而被延误在码

头时都会令人沮丧，因此我们负责海运的团队将在运力锐减的期间竭尽全力地确保您的集装

箱能够准时发运。 

 

 

 



 

 

法兰克福机场晚間禁飛                                       

 

法拉克福机场计划于 2011年 10月 30日开始实施晚间禁飞并将持续一个阶段。 

  

在冬季班机时刻执行之日起, 夜间 23:00 至次日 05:00 期间，法兰克福机场将禁止所有航班

的飞行，预期此举会对整个物流业、制造业和德国的出口带来重大的经济影响。 

  

我们将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并关注在此时段内使用法兰克福机场的承运人是否考虑其它包括

推迟或取消航班的选项。我们会尽快了解哪些航班将由夜航改为白天飞行，或使用其它机场

作为替代的可行性。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货物安全、准时、有效的派送。 

  

2009 年，法兰克福机场同意对夜航班机时刻做出 17 个班次的调整以换取第四条跑道的完

工，新的跑道为落地跑道，将使机场的吞吐能力由每小时 82 班次提高为 126 班次。然而，

由于当地居民和环保人士抗议飞机噪音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诉讼，哈斯法院要求机场实行晚

间禁飞。此次临时的安排将执行到莱比锡联邦行政法院做出最终的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