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UE 13 - Jul 2012 

为奥林匹克努力终将带来回报 

  

欢迎阅读 U-Freight 集团第十三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英国对于正在进行的 2012 年奥运会和即将开幕的残奥会越发兴奋。 

  

德勤会计事务所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奥运会明显促进“英国品牌”向全球的推广。 

  

奥运会是货代行业强而有力的比喻，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在激烈的竞争中需要订立长

期和短期的策略、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坚定决心、团队合作、保持胜不骄、败不馁的心态，

这些都是两个领域所面对的关键挑战。 

  

体育和货代行业的成功都依赖于不断提升至更高水平的能力。今年取得成功，明年只能做得

更好。目标不断提高下，必须努力寻找新的方式以确保能达到看似不可能的成效。 

  

在强压下仍能成功也许是精英运动员取胜的决定性特征。他们面对潜在干扰时仍能保持集

中，不受影响。他们能从挫折中恢复信心，强烈渴望成功。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最艰难

的情况下，保持其本身的信念。无论您是 U-Freight 的客户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会在阅

读本期时讯中得到共鸣。 

  

本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包含有关U-Freight及所有读者感兴趣的关于国际贸易背

景资料的有用资讯。 

 

 

 

 



 

 

本公司最新消息 

再次聚焦南美市场  

U-Freight 和其合作伙伴在南美洲的第一个销售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 

 阅读更多 

U-Freight 在主要市场获可信赖贸易商地位 

U-Freight 集团荷兰子公司 U-Freight Holland BV，已通过荷兰海关当局在海关简化和安全程

序类认证成为授权经济经营者 (AEO)。  

 阅读更多 

继续解决中国精品葡萄酒进口之急 

U-Freight 对于支持中国日益增长的，经由香港和中国大陆进口精品葡萄酒的消费需求处于最

佳位置。我们香港的仓库设施因应葡萄酒贮存做了重大投资来建造这个最佳口岸，帮助葡萄

酒进入有价值且蓬勃发展的市场。 

 阅读更多 

为什么香港是 U-Freight 总部理想地点  

我们从最近的一篇新闻报道了解到香港的一些关键指标，强调这里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货运口

岸之一的优越性，明确显示了香港是我们全球总部的理想地点。 

 阅读更多 

爱尔兰合作伙伴成为首家动物承运人 

我们在爱尔兰的合作伙伴——EFL 国际进出口货运代理成为爱尔兰首家获宠物护照系统认可

的承运人。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面对物流挑战，U-Freight 帮助实现中国内陆发展目标  

同时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增加了公路运输的风险。公路运输不受最大的法律责任保护，货

运公司也不要求有货物运输保险。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成都进口清关使用新系统 

7 月 2 日（星期一）起，中国成都海关实施新系统进行进口报关。 

 阅读更多 

南昌海关准许直达运输至香港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从中国内地城市到香港的直达运输服务范围已扩大到中部城市南昌，减少

了南昌至香港的运输时间。 

 阅读更多 

所有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均需进行扫瞄   

根据 2007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规，规定所有运往美国的集装箱于抵达美国前均需进行扫瞄，

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因应该法规的高执行成本及困难度为各外国港口提供了两年的全面豁免

期。 

 阅读更多 

国际民航组织对空运锂电池采更严厉措施 

国际民航组织(ICAO)采取减少或取消豁免的措施，以加强管制易燃的锂电池运输。 

 阅读更多 

 

 

 

 



 

 

 

香港与深圳合力打造国际航运中心 

我们得知香港与深圳将在未来五年内连手于深圳前海地区兴建一个国际航运贸易中心。 

 阅读更多 

巴西海关人员工业行动加剧 

UFL 得知巴西海关人员在另一个星期的工业行动中，于国内各主要港口罢工四天，其所带

来的影响日益严重，影响货物通关和船舶航行。 

 阅读更多 

全球航空货运咨询小组 (GACAG) 提倡应对货物风险评估的全球性策略 

GACAG 警告，为空运安全而设的预先电子数据之应用，其临时而非统一的指示将为空运安

全带来负面而代价高昂的影响。 

 阅读更多 

 

对于这个新闻通讯里面的项目如果任何人有问题应该联系你所在 ufreight 办公室，请定期的访问我们

的网站,我们会为您提供多个新闻项目 

www.ufreight.com.cn 

 

 

http://www.ufreight.com.cn/


 

 

 

再次聚焦南美市场                                           

 

U-Freight 和其合作伙伴在南美洲的第一个销售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秘鲁的利马举办的这次会议由我们在该市场的长期合作伙伴——Beagle Shipping 主办，本

次会议为 U-Freight 管理人员提供一个机会共同讨论南美这个快速扩大的市场需要的服务和

合作伙伴的发展。 

  

UFL首席执行官Simon Wong，联同来自UFL海运的Terenece Tsang，UFL美国的Rick Keller

和拉丁美洲销售经理 Bill Rauld 出席了本次会议。  

  

U-Freight的合作伙伴，来自阿根廷 (Lynx Cargo International)，巴西Yamaneco Yacon Carga 

Aerea)，智利 (Sosertrans)，墨西哥 (Mexico Air Cargo Systems)，巴拉圭 (Inter America 

Group)，秘鲁 (Beagle Shipping) 和乌拉圭 (SAF Sea Air Forwarders) 的管理者也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与会代表回顾了 U-Freight 如何持续加强在其全球网络中的定期海空运服务，并听取了南美

洲不断增长的市场的发展计划。对来自日益增长的世界主要制造业领域运输成品的需求有目

共睹。U-Freight 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创新式海空服务均可满足此类需求。 

  

  

会议指出同行甚少可以提供从亚洲越过美国主要港口到达巴西的便利航线服务。中国到南美

由于缺乏空运直航服务而导致转运时间长，成本高，面临货物受损的风险以及安全问题。另

外，海运直航服务有限且运输时间长，亦致使紧急货物或小批量订单的选择受限。 

  

  

我们为客户提供定期的海空联运直航服务，从亚洲穿越太平洋至美国西海岸港口，转接空运

进入南美洲主要港口。特别是巴西，这里正为举办 2014 世界杯及 2016 奥运会做准备，美国

东海岸的业务均可经过迈阿密这个全球通往南美洲的主要口岸。 

 

 

 



 

 

 

与会代表还听取了 UFL 合作伙伴在各自市场上投资的项目。其中一些亮点有：Lynx 在阿根

廷新成立了一个办事处；Beagle 成为秘鲁第二大代理，并建立新的设施及扩大其运输车队；

Yamaneco 在巴西有高级管理人员加入； Sosertrans 采取 U-Freight 葡萄酒物流服务将葡萄

酒从智利运往中国；Mexico Air Cargo Systems 在迈阿密成立新办事处。 

  

所有这些发展将有助 U-Freight 扩展至南美洲的货运及物流活动。 

  

与会代表还了解到 U-Freight 网络正好填补其在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合作伙伴的位置，

以便增加 U-Freight 经北美口岸——迈阿密和洛杉矶来往南美市场的货运量。 

  

Rauld 表示：“首次会议非常有效，我们厘订了一些当务之急，其目的是帮助我们扩大对现

有客户的销售，并为我们遍及全球网络的其他地方发展南美洲的新业务。” 

  

 “我们为南美市场提供全方位海运及空运进出口服务，从而迎接不断的机遇，扩大于该地区

的业务。U-Freight 在整个美洲的前境璀璨生辉。” 

 



 



 

 

 

U-Freight 在主要市场获可信赖贸易商地位                     

 

U-Freight 集团荷兰子公司 U-Freight Holland BV，已通过荷兰海关当局在海关简化和安全程

序类认证成为授权经济经营者 (AEO)。 

  

在我们荷兰子公司刚获认可后，欧盟和美国签署了一项于 7 月 1 日起相互承认对方认证的可

信赖贸易商（已知托运人）的协议。 

  

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仅有近 5000 家公司被认证为授权经济经营者(AEOs)，U-Freight

荷兰公司是继今年早前西班牙 (Tracosa) 和德国 (Alpha trans Luft-und Seefrachtspedition) 

合作伙伴后获得该认证。 

  

U-Freight 荷兰公司的客戶将享有 AEO 认证带来的切实利益，包括减少对货物和单据的查验，

需要检验时首选非侵入性查验技术，当安保等级提高时亦可获优先处理和“特选客商”的待

遇。 

  

根据欧盟和美国相互认可对方的安全认证经营者协议，欧盟的授权经济经营者如我们荷兰子

公司、西班牙和德国的合作伙伴，将在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交易中予以上述的方便，同样地，

欧盟将向美国海关商贸反恐怖联盟（C-TPAT）的认证成员提供便利。 U-Freight 美国 2003

年获得 C-TPAT 认证，2006 生效。同年，我们的海运队伍 U-Ocean 美国获认可。 

  

从欧盟和美国协议中获得的好处让我们享受低成本、简化程序和提高我们跨大西洋活动的可

预测性，同时确保满足双方的安全标准。 

  

AEO 计划由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多层面促进贸易的同时保证供应链更加安全易控制而采取的

一系列措施。欧盟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一致推出了与 AEO 相似的制度。该计划为规范

企业提供了一个质量标志，表明其内部管理、员工培训和运作程序是有效的。 

 

 



 

 

 

继续解决中国精品葡萄酒进口需求                             

 

U-Freight 对于支持中国日益增长的，经由香港和中国大陆进口精品葡萄酒的消费需求处于最

佳位置。我们香港的仓库设施因应葡萄酒贮存做了重大投资来建造这个最佳口岸，帮助葡萄

酒进入有价值且蓬勃发展的市场。 

  

我们从中国电子商务网站注意到对来自新旧世界葡萄园的精品葡萄酒的需求正不断增长。由

美国巨头企业沃尔玛控股的电子商务网站“1 号店”正不断发展，以满足日益增大的中国消

费者生活中对精品商品的需求。 

  

我们的许多物流仓库都设立了品酒间，使我们的客户在配有精密温度和湿度控制装置的葡萄

酒储存专区内品尝葡萄酒。 

  

联邦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在葵涌仓库已正式提供商业葡萄酒储存服务。 

  

香港品质保证局（HKQAA）已与葡萄酒产业合作，为葡萄酒贮存公司和零售商开发香港品质

保证局葡萄酒储存管理体系认证，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该计划已被业內所推荐，众多葡萄

酒贮存场所已获此认证。 

  

我们为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正式批准而引以为豪。 

 

 



 

 

 

为什么香港是 U-Freight 总部理想地点                         

 

我们从最近的一篇新闻报道了解到香港的一些关键指标，强调这里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货运口

岸之一的优越性，明确显示了香港是我们全球总部的理想地点。 

  

一项令人惊羡的数据显示香港地理优越，仅需飞行五小时就能到达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各地

区，并且更作为来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迅速增长的消费市场的关键口岸。 

  

还有香港拥有绝佳的港口和机场基础设施，UFL 深谙商业环境的重要性：香港代表长期良好

声誉、高透明度、安全可靠、高效高速，更与整个中国领土连通。 

  

UFL 将总部设在香港，充分发挥其作为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和世界第一货运机场的优势 – 

再次确认了这座城市成为领先的全球物流枢纽和 UFL 全球网络领军的理想位置。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UFL’s stations overseas. 

 

- E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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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nfo@impresscommunicat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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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合作伙伴成为首家动物承运人                           

 

我们在爱尔兰的合作伙伴——EFL 国际进出口货运代理成为爱尔兰首家获宠物护照系统认

可的承运人。 

  

随着欧盟运输宠物条例的变化，使总部设在都柏林的 EFL 国际进出口货运代理（EFL）投放

更多时间和资源致力于活体动物的处理和运输。 

  

2011 年 12 月，EFL 获得爱尔兰政府农业、食品和海洋部的授权，作为核准注册的承运人可

将宠物从欧盟其他成员国运至爱尔兰。 

  

EFL 不断寻求改善服务的方法，现已成为爱尔兰第一家根据 2012 欧洲共同体（宠物护照）

条例第 6 条要求，授权经营宠物猫、狗运输的货运公司。 

  

EFL 可提供完整的文件，并对来自动物疾病高风险国家的动物检验，传统上只有政府认可的

兽医诊所才可提供该服务。 

  

EFL 可通过流动诊所在都柏林机场提供这些服务，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宠物到达都柏林后，在

农业部安排下安全迅速地将宠物运送给货主。 

  

这项新运输平台的首批客户是两只来自泰国的猫只。U-Freight 曼谷公司与 EFL 合作成功将

猫运至都柏林。EFL 也从爱尔兰出口宠物到全球各个国家，最近一只圣伯纳犬在 UFL 伦敦公

司帮助下运至缅甸仰光。 

 





 

 

 

面对物流挑战，U-Freight 帮助实现中国内陆发展目标            

 

中国沿海城市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大量的国外和本地投资。然而内陆省份却十分落后，有数据

显示此等地区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促进国内投资缩小贫富差距。最新的五年计划包括对铁路、公路、河流和

空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以开辟各偏远地区，U-Freight 乐于参与其中。 

  

中国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入 300 亿建造和修复 19000 公里航道。还计划建设或翻新包括新

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和西藏在内的 45 个机场。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量预计

每年将递升 20％以上。 

  

另一项宏伟措施是，政府计划到 2015 年底，20％的水果和 30%的蔬菜由冷藏货车运送。这

与目前各省间 10%左右相比有着显著的变化。 

  

然而跨国企业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内陆地区发展仍面临巨大的物流挑战，包括高昂的运输

成本和潜在的长途跋涉，与供应链模式构成挑战。 

  

企业必须认真权衡成本，供应和交货时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高度分散的市场。运输需快速

抵达的货物（如食品）到中国内地的运输成本高达货物价值的 60%，而西方国家仅占 10%。 

  

同时公路运输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从上海到其他主要城市需要 1 到 4 天，而到达偏远地区如

四川山区需要 9 到 12 天。 

  

拥堵的交通，城市道路限行和频繁的装卸使得在中国境内运送货物行驶一千公里需要花费 48

小时，而在西方仅需 12 小时。 

  

当然，也有航空运输和高速铁路可供选择，但这些方式对货物重量和尺寸有所限制，而且铁

路运输容易造成晚点。 

  

同时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增加了公路运输的风险。公路运输不受最大的法律责任保护，货

运公司也不要求有货物运输保险。 

  

  

 



 

 

 

如果客户没有投买保险，就不能合法向运输公司提出索赔。索赔需进行谈判，有时当金额超

过运输费用，企业不喜欢与他们的客户谈判。因此，U-Freight 经常建议客户确保他们的货物

保险或向运输公司索要保险证明。 

  

尽管面临挑战，我们认为跨国企业仍具有商业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中国沿海省份，U-Freight 计

划发展其基础设施和物流枢纽，帮助企业抓住机遇。 

                                                                              



 

 

 

成都进口清关使用新系统                                     

 

7 月 2 日（星期一）起，中国成都海关实施新系统进行进口报关。 

  

所有空运进口至成都的货物，将使用分单进行申报。为了加快清关的步伐，经成都运输的客

户应注意并严格遵守以下要求： 

  

1：确保主单号和分单号都清楚地显示在分单上。 

  

2：分单上实际重量的总和应与主单重量完全一致。不允许有误差。 

  

因处于新系统实施的初级阶段，对于不合乎要求的处罚尚未公布。然而如发生上述任何错误

很有可能影响货物放行速度。 

  

U-Freight 希望经成都运输货物的客户遵守这些新规定。我们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将向客户传达

这个新要求。 

                                                                              

 



 

 

 

南昌海关准许直达运输至香港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从中国内地城市到香港的直达运输服务范围已扩大到中部城市南昌，减

少了南昌至香港的运输时间。 

  

从报道中了解到，这项新服务可使获批准的卡车运输南昌出口加工区的货物来往内地和香港。 

  

在此之前，南昌的货物必须在深圳海关卸载，重新装载到获批准的卡车上运往香港，这经常

导致延误。 

                                                                              



 

 



 

 

 

所有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均需进行扫瞄                           

 

根据 2007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规，规定所有运往美国的集装箱于抵达美国前均需进行扫瞄，

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因应该法规的高执行成本及困难度为各外国港口提供了两年的全面豁免

期。 

  

美国政府及 911 委员会因认为集装箱的运输很可能成为恐怖份子的目标而通过该法规。货物

从全球超过 700 个港口运往美国各地共 300 个海港及河港，所需的成本及可能引起阻塞的风

险都显而易见。因此这决定使国土安全部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 

  

关于是否应以筛选查验货物取代全面扫瞄已引来很多讨论。安排全面扫瞄代表着牵涉到每个

集装箱，而筛选查验则透过软件系统分析，识别高风险集装箱以作进一步调查。 

  

全面扫瞄将可能因处理导致阻塞，但在法例必须遵从下，国土安全部因而处于左右为难的局

面。其在未来两年如何处理这难题将令人关注。 

                                                                             



 



 

 

 

国际民航组织对空运锂电池采更严厉措施                       

 

国际民航组织(ICAO)采取减少或取消豁免的措施，以加强管制易燃的锂电池运输。 

  

“我们尽可能减少或取消豁免的数量。在现时很少豁免的情况下，承运人需要符合大部分技

术指示中的要求。” ICAO 危险品项目主任 Katherine Ronney 说。 

  

Rooney 指出联合国原先考虑在特别规定下，让一小部分电池在能通过联合国某些特定的测

试后，获豁免大部分要求。 

  

“去年十月，我们有过一个小组会议，但我们未能就锂电池的运输要求作出决定，及后我们

小组在今年二月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这一修订将于 2013 年生效。 

  

她表示，在新规定下，若机上载有大量锂电池，必须知会机长。 

  

当被问及采取更严厉措施是否恰当时，Rooney 说：”只有空运这种运输模式会在运载乘客

的同时也运送危险品。”   

                                                                           

 



 

 

 

香港与深圳合力打造国际航运中心                             

 

我们得知香港与深圳将在未来五年内连手于深圳前海地区兴建一个国际航运贸易中心。 

  

国际媒体报导指出深圳在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将着眼于创造各种服务平台以发展为国际

贸易中心。 

  

深圳将扩大港口吞吐量、改进国际航运服务、引进航运管理中心以及一个船舶经纪和结算中

心。香港对深圳的计划也表示欢迎。通过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深圳将扩大航线网络，并吸引

更多海外著名的航运和管理公司在深圳投资业务。 

  

与此同时，位于深圳西部的港口将是前海自由贸易港区的一部分，这港区将为货运公司提供

税务优惠政策及将试运行人民币贷款计划。而为提高海关处理效率，在港区和各深圳检查站

之间将设立绿色通道。 

  

在香港与深圳的共同打造下，希望把前海地区发展为南中国的曼哈顿，成为区内的交通枢纽。

到 2020 年前海将会有更多城际铁路、水路交通航线及港口，并作为亚太地区服务行业的中

心。 

  

UFL 意识到这两个城市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设在香港的总部享受到全球全球最大货运

机场及第三大集装箱港口的优势，这确认了香港于全球航运的领导地位以及处于一个管理

UFL 全球网络的最佳位置。 

                                                                            

 



 

 

 

巴西海关人员工业行动加剧                                   

 

UFL 得知巴西海关人员在另一个星期的工业行动中，于国内各主要港口罢工四天，其所带来

的影响日益严重，影响货物通关和船舶航行。 

  

海关人员已把罢工行动由每周两天增加至四天，在罢工期间各主要港口将不能进行任何进出

口清关、过境通关及各操作处理，只有药物、食物及牲口运输不受罢工影响。 

  

目前港口在清理早前积压的货物，因而影响进出口货物处理及延误了一般操作。由于罢工日

的增加而给港口操作带来更多的压力，如果工业行动持续的话某些港口将可能要拒收货物。

现时部分港口的挤塞情况已影响碇泊区，迫使船只到其他受影响较少的港口停泊。 

  

货物清关及操作的成本本已越发增加，罢工事件因而将对经济带来更大影响，这令海关方面

认为是次工业行动将加强他们与政府就薪资及工作条件的谈判地位。 

  

我们在巴西的合作伙伴将继续监测该国的情况，使我们能够帮助客户尽量减少事件对其业务

的影响。 

                                                                          

 

 



 

 

 

全球航空货运咨询小组 (GACAG) 提倡应对货物风险评估的全球性

策略                                                       

 

GACAG 警告，为空运安全而设的预先电子数据之应用，其临时而非统一的指示将为空运安

全带来负面而代价高昂的影响。 

  

GACAG 呼吁负责监管工作的机构与航空货运业紧密合作，制定这方面的规则和规例。

GACAG 也呼吁行业广泛参与正在美国进行的航空货物预先查验 (ACAS) 试验计划，让各方

考虑该试验的结果以制定全球标准。 

  

GACAG 主席 Michael Steen 说，”作为全球性的产业，与监管方面合作并共同建立一个全

球性的及协调一致的方式将十分关键。我们相信业内人士参与在美国进行中的 ACAS 试验计

划所得的经验将很有意义。” 

  

在空运货物保安预先电子数据的最新意见书中，GACAG 表示完全赞同及支持持续改善国际

空运供应链安全，以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的 SAFE 标准架构或其他适用的国际保安标准下使用

预先电子信息作风险评估。小组亦赞同进行行业管理咨询、共同研究及推行试验计划，例如

这次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和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共同推行的 ACAS 计划。 

  

然而，GACAG 警告各国当局，若采取非统一的方法实施预先电子数据的安全要求，将可能

会导致官僚主义、提高成本并减少航空业的可预测性。GACAG 还认为，监管机构和行业之

间的磋商和协作是寻求可行办法的关键。 

  

Steen 补充，”希望实施预先电子数据的国家已经显著增加，但部分国家并未按照世界海关

组织的 SAFE 标准架构实行，这将为航空业带来混乱情况并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在各自为进

一步保护航空货运供应链而作出努力时，部分国家在未有足够时间讨论前已发出临时特别指

示，例如考虑在货物装载前提交预先电子数据，结果造成业界未能执行。” 

  

GACAG 建议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有效推行预先电子数据的安全要求。小组亦呼吁当局应认

识到航空货运业有不同的营运模式，如集成商、通过货运代理公司作货物并装等。 

  

因此，小组认为预先电子数据对安全与风险的评估应允许各方提供信息归档，同时亦应限制

多次提交相同的信息。 



 

 

  

GACAG 还建议进口商、出口商或其代理应尽早向当局提供货物报关单 (如分单信息) 以进行

安全风险评估。它还认为当局应以电子方式就安全问题事宜作出通知，以作出协调控制。 

  

GACAG 的意见书及对空运货物保安预先电子数据的建议已在其网站 www.gacag.org 上公

布。 

  

UFL 将始终对自己的运作保持警惕，以确保我们控制的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我们亦明确支持

所有机构的工作，以增进供应链的安全性。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