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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UFL集团第 14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UFL WORLDWIDE CONFERENCE 2012 

 

我们今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年会刚结束。我们很高兴与会的超过 150位 UFL全球办事处及代理

的管理人员在年会中作出明确的承诺，为应对目前环球经济困境我们将继续投放资源于发展

我们的优势服务、加强计算机网络系统及扩展我们的基础设施。 

 

在年会中，与会者就我们于全球网络设施作出的投资、跨太平洋服务的发展、提升现行货运

管理操作系统及我们具优势的服务操作发表深入的见解。部分相关内容已包含在本期时讯

中，而其他项目我们将于日后的时讯再为您报告。事实上这些项目的推行正好反映我们于目

前不明朗的经济环境下，为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的利益投入资源并确实行动的最好例证。 

 

一如既往，本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包含许多 UFL新闻简讯和一些有价值的

行业新闻。希望您能抽空阅读。 

 

 

 



 

 

本公司最新消息 

上海物流中心现已全面投入使用 

我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立的庞大的全新物流中心现已全面投入使用，当环球经济复苏时

可让公司的业务持续增长。 

 阅读更多 

高层任命加强管理 

黄超安先生被任命为香港联邦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和联营海运有限公司销售部副总裁，负责这

两家公司的销售及市场推广。黄先生于 2009 年加入 UFL 成为日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日进是 UFL集团的货运品牌之一 ，各为不同行业提供服务。 

 阅读更多 

强化拉丁美洲网络 

在第 13期新闻时讯中，我们带来了将加强我们网络，为拉丁美洲货主提供各种服务的消息。 

 阅读更多 

意大利合作伙伴获得 AEO认证 

我们意大利长期的合作伙伴 Euromar G.M. Srl，已获得「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资格，这

将有助减少边境延误，简化海关手续，加快货物的交付使客户直接受益。 

 阅读更多 

UFL网站新面貌 

我们的网站即将重新推出并带来一些新功能，将使其成为货代行业中最方便使用的网站之一。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二手固定设备市场运输服务 

对于所有企业来说，具有可靠的技术是必须的，然而获取最新的高科技固定设备价格高昂。

对于不要求使用最新设备的全部功能的企业来说，也许没有必要作这样的投资。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扩大空运货物预先审查计划(ACAS)试点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已扩大空运货物预先审查计划(ACAS)的试点，该计划让空运业者

可提早收发收其空运货物相关的保安备案数据。 

 阅读更多 

加州推行新冷藏装置条例 

由明年 1月 1日开始，加州将推行新的冷藏装置条例，这将对运输业者及代理带来重大影响。 

 阅读更多 

联合国认可最新版本国际贸易用语 

联合国已经通过认可目前最新的 2010版本国际贸易用语，认同其对促进国际贸易有帮助。 

 阅读更多 

索马里袭击事件达近三年低点 

国际海事局(IMB)在国际商会(ICC)中报告指出，本年遭索马里海盗袭击船只的数量跌至自 2009

年以来最低。 

 阅读更多 

美国码头劳资纠纷最新情况 

在美国东岸的供应链遭受飓风桑迪大破坏下，码头工会 (ILA) 与管理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

港口航运业的代表组织美国海运联盟 (USMX) ，继续会面以期解决问题。 

 阅读更多 

 



 

 

 

关于集装箱重量的争论将持续 

强制性核实集装箱重量条例的推行将面临更多挑战，对此报章已有颇多相关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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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物流中心现已全面投入使用                         返回目录 

 

我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立的庞大的全新物流中心现已全面投入使用，当环球经济复苏时

可让公司的业务持续增长。 

 

上海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货运枢纽，而这个多层的设施是 UFL在此重要货运口岸的

标志。 

 

这个三千万美元打造的仓储办公综合大楼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资，清楚地表明了我们

支持中国政府使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物流中心的战略计划，并实现了 UFL扩大其在中国大陆基

础建设的承诺。 

 

新综合大楼采用了一些最新的节能环保设备和技术。这里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仅需几分钟的

车程，减少货物转运所需时间，并使来往此仓储中心的运输流畅运作，巩固了我们在上海的

地位。 

 

海运方面，这里距离上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港口洋山港不到 30分钟的路程，这个新设施将

有利于我们不断扩大经上海口岸来往各地区的海运代理业务， 同时也将作为一个便利的集装

箱货运站处理我们的海运货物。 

 

这项目的总体设计体现并响应了客户对成本效益及便利位置的需求，也考虑到集团未来的业

务发展并提供足够的空间。这意味着我们装备精良，在今后应对货物增长时将得心应手。 

 

在规格方面，我们三层的仓库楼层高均达七米，总占地面积为三万平方米，而毗连的 6 层办

公场所提供了 12,500平方米的空间。 

 

仓库楼的每一层都配有 15个装卸平台。顶层设有温湿度控制的物流设备，冷藏和冷冻货物空

间，以及专门用于存放贵重货物的区域。 

 

其为 UFL和我们的客户提供中转，仓储，打托盘，物流和温湿度控制的存储及分配等多功能

物流方案。 

 

随着市场的竞争日益增加，拓展中国大陆的网络和人员培训仍然是我们着眼的重点，以保持

我们在过去四十四年建立的行业领先地位。 

 



 

 

 

上海浦东机场在最近几年已经录得巨大的货量增长，如果持续下去将在几年内成为世界最大

的货运机场。而其目前正大力投资于新的货物装卸设施，计划年吞吐量达到五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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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任命加强管理                                     返回目录 

 

黄超安先生被任命为香港联邦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和联营海运有限公司销售部副总裁，负责这

两家公司的销售及市场推广。黄先生于 2009年加入 UFL成为日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日进是 UFL集团的货运品牌之一 ，各为不同行业提供服务。 

 

他在货运行业拥有超过三十年的销售和业务操作方面的资深管理经验，其对行业深入的知识

将强化香港地区的销售和营运团队。 

 

黄先生对国际空海运业务的了解以及亚洲区域内和跨太平洋贸易广泛的市场知识，将有助于

我们扩大海运、空运代理及物流的业务。  

 

黄先生也将在培养我们从香港和其他地区招募的众多年轻销售人员中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于联邦控股有限公司任职已久的副总裁彭德慧小姐，继其在大连华迅国际运输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职责外，还将接任联迎(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职。 

 

在新职位中，她将负责管理联迎的所有财务、行政、客户服务和操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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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拉丁美洲网络                                     返回目录 

 

在第 13期新闻时讯中，我们带来了将加强我们网络，为拉丁美洲货主提供各种服务的消息。 

 

最近在新加坡的年会中，参会代表们了解到 UFL为进一步完善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的网

络而正任命新的代理商，以强化 UFL经迈阿密和洛杉矶等北美口岸进出南美市场的货物运输

网络。 

 

在中美洲，我们与当地一家实力强大的货运代理达成协议，为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提供优质服务。我们同时与一家认识多年的货运代理建

立伙伴关系以增进加勒比群岛的覆盖范围。更多与此有关的消息将在第 15 期新闻时讯中报

道。 

 

在新加坡，代表们了解到 UFL 南美洲合作伙伴在各自市场的投资项目，包括 Lynx在阿根廷

新成立办事处；Beagle 在秘鲁新建办公场所； Yamaneco 在巴西有高级管理人员任命；而

Sosertrans欲透过 UFL的葡萄酒物流服务将葡萄酒从智利运往中国。 

 

以上网络的强化将为 UFL在南美洲的货运代理和物流业务添加动力，帮助我们加强经迈阿密

和洛杉矶等北美口岸进出南美市场的货物运输。 

 

我们为南美市场提供全方位海运及空运进出口服务，将来有许多机会扩大该地区业务。

U-Freight在整个美洲的前途非常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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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合作伙伴获得AEO认证                           返回目录 

 

我们意大利长期的合作伙伴 Euromar G.M. Srl，已获得「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资格，这

将有助减少边境延误，简化海关手续，加快货物的交付使客户直接受益。 

 

我们的米兰货运代理收到意大利认证机构的认可，给予其在海关简化手续中获益的权利。 

 

Euromar G.M. Srl的质量及信息科技经理 Andrea Prati对这一认可谈到：“获得 AEO认证我

们感到非常自豪。这使客户注意到我们处理任何事情都专业的决心，与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辛

勤投入密不可分。“ 

 

在 UFL 集团网络中，之前已有西班牙货运代理 Tracosa Aduanas，和 UFL 于荷兰的公司

U-Freight Holland BV得到 AEO认证，这次 Euromar的成功，将有助于推动 UFL网络的客

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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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网站新面貌                                       返回目录 

 

我们的网站即将重新推出并带来一些新功能，将使其成为货代行业中最方便使用的网站之一。 

 

您可继续经由现时英文版网站的网址 www.ufreight.com 及 www.ufreight.com.hk ，及中文版

的网址 www.ufreight.com.cn ，浏览我们重新设计的网站。 

 

当中一些亮点包括：简介 UFL 发展历史的“里程碑”；为用户提供 UFL 全球各地办事处和

代理商地理位置，并经改良的“我们的网络”；介绍 UFL专精业务的“行业方案”。 

 

您会发现我们网站的新布局更清晰更便于浏览。我们推荐使用火狐，IE8 或以上的浏览器，

在最佳分辨率 1024×768下浏览以获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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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固定设备市场运输服务                             返回目录 

 

对于所有企业来说，具有可靠的技术是必须的，然而获取最新的高科技固定设备价格高昂。

对于不要求使用最新设备的全部功能的企业来说，也许没有必要作这样的投资。 

 

许多企业发现，假如他们最大限度地控制投放于科技设备的预算，可使成本节约高达 65％，

并且仍可满足业务需求。 

 

他们通过投资高品质的二手固定设备来达致这一目标，这推动了为英特尔，Sun Micro，IBM，

HP，东芝，三星，NEC和戴尔等公司促成这些二手设备以至整条生产线交易的代理商业务。

而由于这些设备大部分属于重型及超限货物，这也为着眼于这行业的货运代理的业务带来增

长。 

 

新西兰的 Orlan Capital就是此类代理人之一，他们提到生产技术的快速变化使企业难以一直

拥有最新的设备。每 12至 18个月，就将推出更新更快，更强大和更昂贵的设备。他们补充

说，其代理的二手设备将仅需花费新设备成本的一小部分，而仍能使用先进的功能。 

 

另一家代理商 Capital Asset Exchange & Trading（CAE）号称是“世界二手固定设备的市

场”，2011年完成 2,200单设备的交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手固定设备买卖平台。 

 

PennEnergy 为全球发电、石油和天然气、提炼和石化加工行业内二手固定设备的买卖双方

提供及时的采购和物流解决方案。 

 

其他举足轻重的代理商包括韩国的 Surplus Global，台湾的 Semicon Equip 和日本的 ASK 

Index。 

 

自从 UFL韩国公司注意到由韩国运往中国的半导体生产设备的数量急剧增加后，我们已密切

关注二手固定设备市场很多年，并继而发现在日本和台湾有类似的情形。 

 

从负责客户上游和下游的供应链开始，我们就为运输这类高度敏感的重型和超限设备设计了

一个特殊设备处理规范，它已成为我们目前为二手固定设备市场的代理商服务的有用的典范。 

 

太阳能市场对我们仍非常重要，我们在运输计算机和电子行业内的大型生产线所获得的经验

对操作这市场很有帮助。我们的质量方针是坚持遵循客户的要求和以零服务失败率为恒常目

标。 



 

 

 

在典型的二手六英寸芯片生产线运输中，我们规划管理现有设施在厂房中的拆除、包装及迁

出，继而按运输需求打包及装箱，安排国际运输，以及后续在新厂房重新安装的所有过程。 

 

代理商通常是这个市场的关键，因为很少有卖方希望直接与买方交易。 

 

此行业成功的关键是把重点放在双方厂房中的处理及运输上。 

 

这是因为许多设备都是极其敏感及容易损坏，而这些损坏往往是发生在运输刚开始和将结束

时。 

 

事实上货主很难比较及分析各竞争者的投标，因为有些代理的投标可能很含糊而没有包含运

输过程所需的设备如气垫卡车，或没有提供具有温度控制的仓储设施，这样设备很容易由于

过热，寒冷或潮湿而损坏。 

 

货主亦需确保他们的物流供应商把防倾斜标签及震荡感应显示器标贴在货物外箱上。 

 

同样，始发地及目的地海关的要求亦必须要事先了解及作出相应安排。进口二手固定设备通

常面临严格的预装运认证以及装运前的现场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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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扩大空运货物预先审查计划(ACAS)试点 

返回目录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已扩大空运货物预先审查计划(ACAS)的试点，该计划让空运业

者可提早收发收其空运货物相关的保安备案数据。 

 

此计划给 CBP及 TSA(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预先获取空运货物的保安数据，以助识别进口货

物，并可于高风险货物入境前作进一步审查。 

 

此计划于 2010年 10月一次从也门飞往美国的航班中发现爆炸品后推行。自去年 3月以来，

ACAS计划已处理约 1,400万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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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推行新冷藏装置条例                               返回目录 

 

由明年 1月 1日开始，加州将推行新的冷藏装置条例，这将对运输业者及代理带来重大影响。 

 

由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提出的新条例将要求所有制冷单元于加州进行运输前进

行测试，并于 CARB登记注册。 

 

这意味着所有需要安排、租用、以合约形式使用、或派遣设有冷藏设备的卡车、拖车、集装

箱或火车于加州的公路或铁路运送鲜活货物的公司，必须肯定所使用的冷藏装置已经 CARB

认可。 

 

UFL虽然毋需实地查验有关设备，但必须核实其已经 CARB认可，否则将面临 1,000美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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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认可最新版本国际贸易用语                       返回目录 

 

联合国已经通过认可目前最新的 2010版本国际贸易用语，认同其对促进国际贸易有帮助。 

 

国际贸易用语是由(ICC)一系列由国际商会制定的预先定义的商业条款，并于国际商业交易中

广泛使用。其 2010版本于纽约举行的第 45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后获得

联合国认可。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对此亦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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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袭击事件达近三年低点                           返回目录 

 

国际海事局(IMB)在国际商会(ICC)中报告指出，本年遭索马里海盗袭击船只的数量跌至自

2009年以来最低。 

 

然而，有迹象表示海盗的暴力行为有在几内亚湾蔓延，情况令人忧虑。船员在航行经过索马

里、亚丁湾及红海时，对尚未解除的危险应时刻提高警觉。 

 

2012年截至 9月，索马里海域发生了 70次袭击，相比 2011年同期的 199次为低。 

 

而在 2012年 7-9月间，更只有一艘船报告指被索马里海盗企图袭击。这与 2011年同期发生

的 36次袭击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世界其他地区方面，今年已有船舶于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及马来西亚附近海域遭到袭击。

多哥报告指今年发生的袭击已超过过去 5 年发生事件的总和。印度尼西亚在 2012 年的前 9

个月已录得 51宗袭击，比 2011年全年发生的 46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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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东岸的供应链遭受飓风桑迪大破坏下，码头工会 (ILA) 与管理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

岸港口航运业的代表组织美国海运联盟 (USMX) ，继续会面以期解决问题。 

 

双方在联邦劳资争议调解局的主持下会面并讨论了数个重要议题。而在会议后，双方将重新

检视各自立场并分析相关成本。报导指出，合同谈判的进展良好。 

 

于 9 月中，当 ILA 及 USMX就延长劳资合同谈判期至 12 月 29 日达成共识，航运业界均松

一口气。 

 

是次谈判期延长能在出货的高峰期协议成功，缓和了罢工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忧虑。 

 

我们将继续与我们所有客户紧密联系，为 ILA和 USMX一旦不能于 12月 29日限期前达成协

议而预先制定相应的计划。 

 

我们亦将继续密切监察谈判过程，当有最新消息时将会及时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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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核实集装箱重量条例的推行将面临更多挑战，对此报章已有颇多相关报导。 

 

国际海事组织(IMO) 危险品、固体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分委会于 9 月底的第 17 次会议中

(DSC17)，虽然广泛得到业界及如美国、丹麦及荷兰等数国政府的支持，仍未能推动新法规

的实行，并将延后至少一年。 

 

UFL 知悉国际海事组织已成立一个联络小组为该法规编写指引，而国际货物装运协调协会 

(ICHCA) 亦会联任该小组主席。 

 

该小组在 10月举行了一个为期一天的研讨会，邀请了一些供应链业界代表参与，作为小组工

作的开始。该小组将于 2013年 9月 DSC第 18次会议中提交报告，并结束其工作。 

 

小组提出的任何改动都可作为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的修订，并很可能于 2017年生效。 

 

UFL作为提供各种海运服务的国际代理，我们一直致力维持货物操作的安全性。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