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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十五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随着 2013 年已度过一个月和中国蛇年的来临，我们不禁要问，来年可能会带来什么? 2013

年是否将会重演 2012年? 过去的这一年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许多人曾像过山车一样起伏跌宕。 

 

中国占星学家认为，蛇在家中是一个好的征兆，它意味着家人不会挨饿。在蛇年出生的人被

认为是敏锐狡黠且善于经商。但中国人也认为，蛇年亦会引发错觉或致人受骗。更多的告诫

是在这样的年份中必须严控开销和善用人才，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政府对此都已絮叨良久。 

 

最近，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终于认可了 UFL 集团始终坚信的论点：货运公司是航空公司的客户，

而不是代理。 

 

我们赞赏 IATA 这一论点及其测试用一个多边协议来允许航空公司与货运代理签署一份而不

是多份文件的这一做法。UFL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供应链中减少纸张但不丢数据的任何努力。 

 

与以往一样，本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包含着一些概述 UFL 集团内部发展的有

价值和有教益的报道，以及国际货运和物流行业中可能会影响到读者日常工作的消息。因此，

请你花一些时间阅读本期的内容，同时，在蛇年伊始之际，我们诚心地向各位道一句：“恭喜

发财”！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 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地位 

在澳洲 Seaway Logistics Pty Ltd 已取代 Intramar Pty Ltd 做为 UFL 在该国的正式代理，我们

藉此对我们的新合作伙伴表示欢迎。这次变动是在 Seaway Logistics 最近收购了 Intramar 在

澳洲的业务和资产之后。 

 阅读更多 

UFL 最新的艺术品仓储服务 

最近，UFL 新加坡公司设立了一个全新部门 ”ArtSafe”，利用我们自家的物流设施提供艺术品

仓储服务，并给予展览场地让艺术家们展示其作品。 

 阅读更多 

BOB - 摩托车物流业务 

对于那些想靠自己的两个轮子来探索爱尔兰那些令人惊叹和崎岖不平的世界著名景观的摩托

车手们，现在可以使用一项新的物流服务到都柏林去了。 

 阅读更多 

UFL 依然看重货物安全 

去年年底，发生在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和俄亥俄州贵重货物失窃的消息，让人联想到活跃

在佛罗里达州的货物盗窃团伙，恰好强调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面临的全球性风险。 

 阅读更多 

UFL 员工在圣诞节额外努力 

UFL 的一名员工为了保证孩子按时收到喜爱礼物的节日乐趣不受影响，放弃了圣诞节珍贵的

家庭时光。 

 阅读更多 

 

 

 



 

 

UFL 网站换新貌 

正如第 14 期的承诺，我们的网站已重新推出，提升我们在互联网的面貌以及客户通过我们的

全球网络与我们建立联系的体验。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航空 MRO (维护、维修、大修) 业务 

UFL 为全球航空航天工业的制造商，运营商和供应商提供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得益于我们新

加坡物流中心的支持。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美国集装箱进口量增长，但罢工风险仍然存在 

我们注意到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NRF）和美国海运贸易顾问研究公司 Hackett Associates 在

联合发布的《全球港口追踪》月刊中预期，经美国主要集装箱港口的进口货量同比去年 1 月将

增涨 2.3％，零售商强烈要求中东与波斯湾沿岸码头工人和海滨码头管理者防止罢工事件的发

生。 

 阅读更多 

商用航空业百周年，空运货量审慎回升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报导指出，2012 年 11 月运量显示空运需求已显着改善。 

 阅读更多 

 



 

 

监管机构呼吁推行新的空运消防条例 

UFL 留意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于发表早前三宗货机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后，建

议调整相关空运条例。 

 阅读更多 

业者采用较大吨位箱船并慢速航行以加大经济效益 

面对过剩的运力及下降的运费，主要的船公司正采用较大吨位的集装箱船以加大经济效益，同

时以较慢速度航行来减低燃料方面的开销。 

 阅读更多 

欧盟委员会将推迟港务改革政策到六月 

欧洲的港务业者需要继续等待欧盟委员会明示关于对欧洲港务业推行新法规的打算。 

 阅读更多 

澳洲正式实行重型车辆监管 

澳洲于今年推行起重吊机的新法规，目的为统一目前不完整的系统。 

 阅读更多 

 

来到本期时讯的尾声 … 

UFL 仝人正期待着本年 9 月于香港举行的周年会议，我们将同时庆祝 UFL 成立 45 周年。 

组委会已找到适合进行会议及晚宴的场地，现正努力与项目管理伙伴沟通并拟定一系列工作

的时间表。我们将在之后的‘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为你带来更多相关讯息。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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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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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地位                             返回目录 

在澳洲 Seaway Logistics Pty Ltd 已取代 Intramar Pty Ltd 做为 UFL 在该国的正式代理，我们

藉此对我们的新合作伙伴表示欢迎。这次变动是在 Seaway Logistics 最近收购了 Intramar 在

澳洲的业务和资产之后。 

 

位于新西兰的 Intramar 货运公司未受此次收购的影响，仍是一家私营独资企业，继续保留为

UFL 在新西兰的合作伙伴。 

 

Seaways 对于 Intramar 的收购使其在服务澳洲市场过程中早已获取的一流专业知识更添一

筹。 

 

“Seaway 是一个非常适合 UFL 的伙伴，它使我们集团更容易发展这一最重要的澳亚市场。

Seaway Logistics 是澳大利亚五大海运代理商之一，经营着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12 家办事

处，它对这片大陆的完整覆盖恰好符合 UFL 的全球网络和服务范围。” 

 

这一新的任命决定于堪培拉设定“新亚洲”世纪政策以让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显着增加

之际，这项政策致力于提高澳大利亚与亚洲包括中国的贸易，使其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四分之一提高到 2025 年时占三分之一。 

 

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在商品和服务方面最大的双向贸易伙伴，贸易总额突破 1133 亿澳元

（USD 1176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长 26％。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为 14.7％，并占澳

大利亚出口的四分之一。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是商品贸易，观察家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小型澳

大利亚企业将寻求向中国出口会超出向欧洲出口。其中一个例子将是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产

业，它为满足中国对新世界葡萄酒不断增长的口味而运输葡萄酒给香港、上海和北京的消费



 

者，在那些城市里 UFL 提供着最先进的葡萄酒物流业务。 

 

澳大利亚那些谋求在澳洲新亚洲世纪里发展亚洲贸易的出口商们将能够运用UFL优越的亚洲

网络，包括在孟加拉国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新

加坡，台湾，泰国，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中的 UFL 子公司和独家代理。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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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UFL 新加坡公司设立了一个全新部门 ”ArtSafe”，利用我们自家的物流设施提供艺术

品仓储服务，并给予展览场地让艺术家们展示其作品。 

 

我们在樟宜机场附近的现代化物流中心里大部分的面积已改变为一个拥有高度保安设备及温

湿度控制的储存区域及豪华的展览场地。 

 

对于未来，ArtSafe 将组织一个由 UFL 各网络办事处参与的团队，以处理艺术品的全球性物

流运输服务。 

 

这物流服务将涉及到把易损坏的、贵重甚至是无价的艺术品，运送到如博物馆、公园、酒店、

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处等全球不同的目的地。 

 

我们将提供以博物馆或画廊标准制定的专业化及定制的艺术品包装和装箱服务，相应的保险

安排，临时进口和再出口清关手续，以及必要时安排气垫卡车。 

 

目前我们的主要对象是在新加坡的国际画廊，以及各拍卖行。 

 

UFL 相信无论是收藏家、演出主办人、拍卖商、画廊老板、博物馆馆长或者艺术家，都不应

该操心于你的艺术品的付运。 

 

我们了解并欣赏艺术品的能力和价值，只有专注于小心无瑕的处理才是对待艺术作品的恰当

态度。 

 

服务质量就是 ArtSafe 与众不同之处。客户可以放心交由我们规划和协调您的艺术品运输及

储存。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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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想靠自己的两个轮子来探索爱尔兰那些令人惊叹和崎岖不平的世界著名景观的摩托

车手们，现在可以使用一项新的物流服务到都柏林去了。 

 

这项新的摩托车服务–BOB (Bike-on-Board 车载车)是由我们爱尔兰的合作伙伴 EFL 国际物

流货运配送公司推出，它使来自欧洲各地的摩托车手能够搭乘低票价的航空公司进入都柏

林，然后将他们贵重的摩托车放置在一个特制的金属支架上完成安全运输。 

 

EFL 的 Chris Radley 说：“现在，都柏林有诸多低票价航空公司从整个欧盟带来游客的资源，

但当喜爱自驾摩托车旅游的旅客却只能自己骑着机车跨越欧洲，未能享受低价航班带来的方

便。 

 

“BOB车载车”的运输方式则使他们能够利用我们在欧洲各地一系列的仓库，使用我们合作

伙伴特别设计的支架来安全运输他们的摩托车。 

 

“摩托车手们可以预订同他们摩托车运抵时间一致的航班抵达都柏林，并心安理得的期待着

自己心爱的机车能安全抵达我们在都柏林机场附近的仓库并在那里和他们再次团聚。 

 

“在假期结束时，我们的客户就可以再把摩托车交给我们包装后再登返程。” 

 

北方和南方的岛屿上古老的公路系统，再加上那些欧洲最叹为观止的风景，都给摩托车手提

供了令人兴奋的挑战。 

 

到爱尔兰的游客，BOB 安排的运输可以满足从抵达都柏林机场开始直到旅途中仓库的需求。 

 

 



 

 

目前此项服务正提供给来自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和瑞典

的游客，但 BOB 仍在扩展中，并期待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增加其网络。 

 

-ends-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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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发生在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和俄亥俄州贵重货物失窃的消息，让人联想到活跃

在佛罗里达州的货物盗窃团伙，恰好强调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面临的全球性风险。 

 

HVTT（贵重物品目标盗窃）资产盗窃对许多行业和货运代理造成威胁。电子、医药、服装、

高档食品、汽车配件、建筑用品和其他贵重货物的失窃在全球供应链中每日发生。 

 

当然，UFL 有信心处理所有客户交付的各种货物，我们承诺通过我们的供应链为客户提供最

高级别的安全性。 

 

这也促成我们元朗全方位服务物流中心在 2008 年获得 TAPA 安全认证。该中心临近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第 4 个边境通道。这是继早期 UFL 位于葵涌的香港进口物

流仓库，以及上海物流中心之后获得的又一认证。 

 

此外，UFL 新加坡的樟宜物流中心和樟宜航空货运中心获得 TAPA FSR2011（运输资产保护

协会，货运安全要求，2011 年修订版）认证。 

 

TAPA（运输资产保护协会）是一个成立于美国的非营利性组织，目的是建立新的行业标准，

以减少高科技产品在生产、运输和分配过程中损失的风险。如今，TAPA 认证是高新技术产

业全球安全性的标准，也是 UFL 引以为豪的资本。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UFL 如何保证您的货物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性，请联系您当地的

UFL 办事处。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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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的一名员工为了保证孩子按时收到喜爱礼物的节日乐趣不受影响，放弃了圣诞节珍贵的

家庭时光。 

 

UFL 旧金山物流主管 Sharon Pang 在自己私人时间，独立解决了一个从一家纽约儿童家具设

计公司送到住在康涅狄格州新城附近的客户运输难题。 

 

这批货物是一位老师送给住在桑迪胡克学校附近女儿的圣诞礼物，这所学校因上个月发生的

校园枪击案而声名狼藉，许多儿童因这场悲剧感到恐惧。 

 

这家制作优良的儿童家具和玩具制造商，于 12 月 19 日委托我们通过集成商的陆路服务运输

一套高端儿童椅套装。 

 

货物如期在当天拉单出货，然而客人于 12 月 22 日周六意识到直到 12 月 26 日才会送到时，

从而向我们提出提高服务水平的要求。 

 

不幸的是由于货物已经陆路在途，而该集成商的空运及陆运服务由不同部门操作，这已然不

可能。 

 

了解这一情况并识别产品号后，Sharon 回想并确认了可利用的相似库存，向我们的操作经理

Lewis Rong 提议我们可以提供等价的桌椅套装并即刻装运。Lewis 立即与制造商的销售主管

Andy Chan 沟通，向其客户提出这个方案。 

 

获得制造商的批准后，这一替代套椅通过快递服务运抵，我们派出的专人赶及在 17:00 点截

止时间前三分钟抵达收货地点，确保了在 12 月 24 日交付，使这位充当圣诞老人的老师万分

高兴并赞扬了对此付出的努力。 



 

 

作为全球性货运集团，UFL 致力于全天 24 小时配送货物。我们知道每一次、每一个传递都

至关重要。UFL 乐于在每个感人故事中发挥作用，如这家儿童家具制造商所说，这是一个美

满的结局。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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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网站换新貌                                       返回目录 

正如第 14 期的承诺，我们的网站已重新推出，提升我们在互联网的面貌以及客户通过我们的

全球网络与我们建立联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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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网址 www.ufreight.com.cn 浏览新网站。 

 

自网站推出之日起，我们不断监测其使用和统计流量。为了提升浏览者的体验，我们更新了

中英文网站，以更好的链接全球客户，并让我们的网站跟互联网发展与时并进。 

 

新网站中，“里程碑”着重阐述了我们的历史丰碑；而“我们的网络”是旧网站办事处定位的升级

版，为用户提供了 UFL 在全球各地的办事处和代理商的地理位置；“行业方案”提供了我们专

业化业务部门的更多信息。 

 

新网站的页面布局清晰便于浏览，主页拥有醒目的标题强调 UFL 的主要项目和服务。 

 

这绝对是“旧去新来”，诚邀您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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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MRO (维护、维修、大修) 业务                      返回目录 

UFL 为全球航空航天工业的制造商，运营商和供应商提供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得益于我们新

加坡物流中心的支持。 

 

新加坡公司获得的经验为我们通过国际网络服务于航空航天客户提供了优势。 

 

即使是紧急的 AOG（停航待修）货物，需要从新加坡运到旧金山，或从香港到伦敦的希思罗

机场，UFL 的办事处网络和各种服务意味着我们可以提供行业内具有成本效益，可靠的物流

解决方案。 

 

新加坡货运枢纽的投资反映出越来越多的飞机运营商将飞机运往遍布亚洲、成本低而技艺精

湛的维修站，而不是使用北美洲和欧洲的设施。 

 

我们专注于运输安装于飞机上的部件，运送部件作维修或大修然后送还原所在地或到另一目

的地，或送回已借用完毕的部件。這都有赖我们屡获殊荣的 AFSA 通信系统所支持的实时全

球跟踪和配送确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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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NRF）和美国海运贸易顾问研究公司 Hackett Associates

在联合发布的《全球港口追踪》月刊中预期，经美国主要集装箱港口的进口货量同比去年 1

月将增涨 2.3％，零售商强烈要求中东与波斯湾沿岸码头工人和海滨码头管理者防止罢工事件

的发生。 

 

NRF 副总裁 Jonathan Gold 说：“罢工截止时间在 12 月底左右，但关闭近国家一半港口吞吐

量的威胁仅被推迟，而不是消除”。 

 

他说：“二月份可能再发生的不确定性使零售商再次实施高昂的应急计划，成为经济无法承受

的负担。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和美国海事联盟（USMX）之间的合同谈判，在之前罢工截止日期

九月和十月后最近延期至 2 月 6 日。 

 

Hackett 先生说：“我们看到零售库存与销售的比率在上升”，“这可能反映进口商在预期罢工前

囤货，尽管罢工来的更早些。” 

 

《全球港口追踪》观察的港口有西岸的洛杉矶、长滩、奥克兰、西雅图和塔科马；东岸的纽

约 - 新泽西、汉普顿路、查尔斯顿、萨凡纳、埃弗格莱兹港以及迈阿密和墨西哥湾的休斯顿。 

想要了解 UFL 全面的整箱和拼箱海运代理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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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航空业百周年，空运货量审慎回升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报导指出，2012 年 11 月运量显示空运需求已显着改善。 

 

然而，我们同意 IATA 的观点，认为这并未能代表空运市场已反弹并收复失地。 

 

但当同时考虑到最近几个月美国经济的正面发展及商业信心的改善，我们可以预期 2013 年

空运业将重新迎来增长。 

 

IATA预计本年全球货运量将上升百分之1.4。作为使用全球各航线运力的国际货运业者， UFL

处理的空运货物亦将有所提升。 

 

本年是商用航空业百周年。过去 100 年全球各行业的积极发展，使我们能为客户安排货物从

全球 35,000 条航线往来运输，航运网络的发展亦使空运业无远弗届。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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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呼吁推行新的空运消防条例                     返回目录 

UFL 留意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于发表早前三宗货机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后，建

议调整相关空运条例。 

 

NTSB 呼吁修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要求能更早侦测于集装箱内之火灾，发展防火集

装箱及要求于所有货机内安装主动式灭火系统。 

 

NTSB 引用该三次分别于迪拜、朝鲜和费城发生的火灾事故，指事发当时大火迅速失控，飞

机并没有足够时间降落。侦测及遏制系统将给予机组人员较多时间寻找办法。 

 

NTSB 又指集装箱所用的物料使火灾加剧，而制造商或监管机构又没注意研发耐火的集装箱。 

 

该报告还重复了 2007 年时的建议，提出改进货机上的灭火系统。 

 

如需要更多关于 UFL 的货运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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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采用较大吨位箱船并慢速航行以加大经济效益         返回目录 

面对过剩的运力及下降的运费，主要的船公司正采用较大吨位的集装箱船以加大经济效益，

同时以较慢速度航行来减低燃料方面的开销。 

 

慢速航行已为众所周知惯例，除有助减少环境污染，亦由于船只于给定航线只能按规定次数

航行，这人为地抵销了采用较大船只带来之额外运力。 

 

有指这种做法使价格虚高，并可能让大船营运商藉以迫使小型营运商难以经营。 

 

当谈及赢取市场份额时，巨型船舶肯定是强而有力的武器，一般来说它每个集装箱的营运成

本比小型船舶的低百分之十。 

 

分析者指到 2015 年将有 16 家船公司营运能载 12,000 个集装箱的箱船，而现在只有 9 家。

另外，现时运力过剩的问题将由欧洲-亚洲及美国-亚洲航线波及到其他航线。 

 

如需要更多关于 UFL 海运方面的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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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将推迟港务改革政策到六月                   返回目录 

欧洲的港务业者需要继续等待欧盟委员会明示关于对欧洲港务业推行新法规的打算。 

 

很多人认为本月初举行的听证会中将概述欧盟是次政策检讨所针对的港口操作部分，并透露

将以立法抑或指引机制实行。 

 

然而，有媒体报导指出，本次会议主要目的只是作出讨论，并让委员会重申其在完成影响评

估后正在对考虑各方案，及完成自去年秋季开始的检讨工作。 

 

外界希望是次会议可以揭示欧盟委员会对码头工人及如领航和系泊等技术服务的改革。 

 

欧盟委员会表示该会大约于六月对此会再作进一步说明，同时亦会继续研究此行业中的竞争

及透明度。 

 

代表欧洲大陆各港口当局的欧洲海港组织(ESPO)认为，在 2007 年起实行的港口框架规定还

没有足够时间证明其效力时，欧盟委员会仍未能说服业界新指引甚至新法规的必要性。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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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正式实行重型车辆监管                             返回目录 

澳洲于今年推行起重吊机的新法规，目的为统一目前不完整的系统。 

 

澳洲最近已推出首个有关重型车辆的重型车辆全国性法例(NHVR)，管理重型车辆于的认证，

基于性能的标准设计和车辆的审批。 

 

NHVR 提出一系列管制澳洲全国重型车辆的法例，政策的目标是简化全国各省规定以降低车

辆合规成本，并提升物流业界的生产力。 

 

NHVR 的新网站已推出，提供新法例的详细资料，亦可以于网上注册车辆及于预付费用。网

址为 : www.nhrv.gov.au  

 

而有关澳洲新起重吊机运输制度已刊载于 11/12 月号的 HLPFI 杂志，可于此网址浏览 : 

www.heavyliftpfi.com/content/issu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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