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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迎来了新的经济形态吗?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十六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全球经济自 2008 年起处于困难时期。在过去五年，我们经历了经济进一步下降，看到虚假

的曙光，悲观的氛围持续。相对而言，世界各地市场的经济状况长时间低迷，不禁有人在问

这是否是新的经济形态？ 

 

在亚洲，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与奥巴马承诺将为亚太地区的和平构建一种“新型关系”，强

调世界顶级的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我们的政府将与奥巴马政府合作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李总理在年度会议结尾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中对记者提到。 

 

他说“中美两国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体现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上”。 

 

同时，朝鲜半岛极具不确定性的的发展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 

 

我们 UFL 会乐观地看待。这种乐观体现在如本期我们不断发展的报道上，其中还包括国际货

运和物流行业发展中可能影响到您日常工作的消息。希望您喜欢本期内容，并随时欢迎任何

意见或反馈。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 厦门和苏州办事处换新址 

设立在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福建省厦门市机场的新办事处，加强了我们在大陆沿

海制造业地区的覆盖范围。 

 阅读更多 

大连公司出彩的工作 

我们的员工总是愿意额外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UFL 集团品牌大连华迅国际运输有限公

司的员工最近通过拆除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DLC）的部分设施，得以顺利移动货物！ 

 阅读更多 

共同庆祝集团 45 周岁生日 

今年 9 月 UFL 将迎来一个重要盛事，当中的筹备工作让人越发兴奋，届时 UFL 全球代表将聚

集香港参与 2013 年 UFL 全球年会。 

 阅读更多 

UFL 中国会议促进良好交流 

来自 UFL 香港和大陆 50 多名成员在中国烟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与会者在轻松和富有成

效的氛围中交换了意见。 

 阅读更多 

UFL 将参与慕尼黑 Transport Logistic 2013 

UFL 将与德国合作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 一起参与今年 6 月 4-7 日

在慕尼黑举行的 Transport Logistic 展会，向业界及客户展示其多式联运物流服务能力。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美如画的新加坡 

UFL 新加坡公司最近组建的新部门 ArtSafe，它在其位于樟宜南部的新设施内设定了美术品

的存储标准。然而，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存储空间，它也包含了一个展览场地，展示当

地艺术家的作品。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布鲁塞尔有关重型卡车的建议遭遇阻力 

一个由欧盟立法者提出关于允许重型卡车使用欧盟境内公路的提案正遭到一个总部设在英国

的铁路货运游说团体的抵制，该团体要求限制用于国际运输的卡车长度不超过 18.75 米和载重

不超过 44 吨。 

 阅读更多 

码头上的喜忧参半 

作为具备全球网络的集团，UFL 目睹了世界其中两个最重要市场中的劳资关系上，最近几周所

出现的喜忧参半的事态。 

 阅读更多 

邻近供应是否已成为趋势? 

许多国际企业皆认为邻近供应，即把生产线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迁到较近西方市场的地区，即

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阅读更多 

 



 

 

要是苏伊士运河再次关闭…？ 

埃及不安的政治局势再次引发市场担心苏伊士运河可能被封锁。塞德港的骚乱让依赖苏伊士运

河的航运公司感到不安。 

 阅读更多 

欧盟正式对空运货物进行 100%安检 

由 2013 年 4 月 29 日起，除了已被认可为”已知托运人” 所托运的货物外，所有离开欧盟国

家的空运货物必须接受 X 射线或嗅探犬等安全检查。 

 阅读更多 

有关亚洲舞毒蛾的现行法规 

在今年夏季有货物从亚洲出口到北美洲的出口商需要注意，美国农业部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联

合公布了针对北美港口船舶的亚洲舞毒蛾规定。 

 阅读更多 

 

假如需要本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内容的更多资料，请联系你当地的 UFL 办事处。另

外，也请你密切注意 UFL 网站上面刊载并且每天更新的新闻与消息。 

www.ufreigh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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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厦门和苏州办事处换新址                            返回目录 

设立在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福建省厦门市机场的新办事处，加强了我们在大陆沿

海制造业地区的覆盖范围。 

 

UFL 厦门办事处新址位于厦门机场盛通中心，一个对客户和员工来说更方便的位置。厦门办

事处经营两个公司品牌，大连华迅和专注于海运的联迎。 

 

另一方面，UFL 苏州办事处搬迁至苏州高新国际商务广场，加强了我们在苏州的地位。香港

联邦航空货运(中国)有限公司将在新办事处运作，这是 UFL 在中国经营的众多品牌之一。 

 

我们致力于在中国不断发展网络。市场竞争不断增长，搬迁至宽敞的办公室将有助于我们保

持稳步增长的服务需求。 

 

此举也将有助于巩固我们在长江门户的地位，包括苏州两公司在内的 UFL 品牌已在多地经营

发展。 

 

我们清楚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已进入第二阶段，希望继续为厦门客户提供多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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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公司出彩的工作                                   返回目录 

 

我们的员工总是愿意额外努力为客户提供优

质服务，UFL 集团品牌大连华迅国际运输有

限公司的员工最近通过拆除大连周水子国际

机场（DLC）的部分设施，得以顺利移动货

物！ 

 

当然，他们这样做是获得许可的。我们的客户从欧洲租用 Antonov  AN-124 飞机运输一件

大货，由七部分组成，总重达 66 吨，包括两个 30.5 米长的油管。经与机场经理协商后决定

临时移动一些机场护栏，使超长平板挂车得以转弯，否则无法从停机坪移动。 

  

货主是中国一家重要的近海石油公司，我们这次的处理需要五台运输工具，包括运输管道的

超长平板挂车，70 吨起重机和卡车在大连机场停机坪上直接从 AN-124 货机上卸载货物。 

 

当然，UFL 工作人员在货驶离机场后将机场护栏安然无恙归于原位。 

 

完 

                            返回目录  

  



 

共同庆祝集团45周岁生日                               返回目录 

 

今年 9 月 UFL 将迎来一个重要盛事，当中的

筹备工作让人越发兴奋，届时 UFL 全球代表

将聚集香港参与 2013 年 UFL 全球年会。 

 

同时，我们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

同事一同庆祝集团 45 周岁生日，晚宴将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在香港举行，这将成为今

年年会的亮点。 

 

继 2011 和 2012 年 UFL 年会成功引进小组研讨会后，我们今年的年会将继续划分为三个重

要部分——演示：在台上向所有参会者传达讯息；外会议：打破各站或公司间限制，为明确

主题或既定项目进行的小组会议；以及就特定主题或问题展开的一对一小组研讨会。 

 

这个为期三天的活动将在香港九龙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该酒店坐落于尖沙咀东部著名的

购物和娱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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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中国会议促进良好交流                              返回目录 

 

来自 UFL 香港和大陆 50 多名成员在中国烟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与会者在轻松和富有

成效的氛围中交换了意见。 

 

共有 52 名香港和大陆的主要销售和员工代表，加上 UFL 管理层王国亮先生，仇敬祥先生，

谢同坤先生和黄洁仪小姐参会，议程包括各站最新动态、销售活动和客户案例分享及运营项

目的介绍。会议的两个焦点是 UFL 海运拼箱集货项目和国内航空运输服务。 

 

本次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各站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良好沟通，与会者互相交流产生很多有

趣的想法。沟通总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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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将参与慕尼黑 Transport Logistic 2013               返回目录 

UFL 将与德国合作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 一起参与今年 6 月 4-7 日

在慕尼黑举行的 Transport Logistic 展会，向业界及客户展示其多式联运物流服务能力。 

 

UFL 曾于 2011 年首度亮相这在德国举行的欧洲最大型的运输业界展览，我们有信心这次也

会得到参与者的肯定。 

 

Alpha Trans 和 UFL 的展位将会在 B4 会场的 123/224 号。 

 

Transport Logistic 展会已发展为一个在国际间享负盛名的物流、通讯、信息科技及供应链

管理展览。 

 

它将展示各参展公司对这行业的创新及有前瞻性的方案，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除了是一个充满

机会的贸易中心也为他们带来推动力。 

 

而将与 Transport Logistic 同时举行的第六届 Air Cargo Europe 则是一个针对国际空运业

界的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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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如画的新加坡                                       返回目录 

 

UFL 新加坡公司最近组建的新部门 ArtSafe，它在其位于樟宜

南部的新设施内设定了美术品的存储标准。然而，这里不仅仅

是一个静态的存储空间，它也包含了一个展览场地，展示当地

艺术家的作品。 

 

对于未来， ArtSafe 正致力于通过 UFL 网络公司的参与来建

立一个能够处理全球艺术品物流的团队。 

 

这可能涉及到运输那些脆弱、贵重且无价的艺术品到世界各地的公园、楼宇、酒店、博物馆、

艺术画廊和私人收藏家手中。 

 

这项服务将提供符合博物馆 / 画廊标准的专业化和定制艺术品包装及装箱、安排保险、临时

进口和再出口清关、以及必要时的减震运输。 

 

UFL 新加坡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TH Ong 说：“我们欣赏艺术的力量和价值，并充分了解细致

的操作和抱持尊重的处理态度是对待艺

术品唯一适当的方式。 

 

在 ArtSafe 而言，服务是明智言归，客

户可以放心把他们对于艺术品储存及运

输的规划和协调托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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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有关重型卡车的建议遭遇阻力                   返回目录 

一个由欧盟立法者提出关于允许重型卡车使用欧盟境内公路的提案正遭到一个总部设在英国

的铁路货运游说团体的抵制，该团体要求限制用于国际运输的卡车长度不超过 18.75 米和载

重不超过 44 吨。 

 

这家称为“Freight on Rail”的团体也希望禁止这些大型货车跨境使用。 

 

他们取而代之的想法是欧洲应该促进铁路货运，以符合其自身的政策，而不是在拥挤不堪的

道路上促进大型卡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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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上的喜忧参半                                     返回目录 

作为具备全球网络的集团，UFL 目睹了世界其中两个最重要市场中的劳资关系上，最近几周

所出现的喜忧参半的事态。 

 

令人欣慰的消息来自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的成员以压倒多数批准了一个新的为期

六年的主合同，覆盖了位于东海岸和海湾沿岸的 14 个主要港口大约 14,500 工人，藉此解除

了封港的担忧。 

 

ILA 协会和代表雇主的美国海事联盟官员经过一年的谈判，正式批准了几乎所有东海岸和海

湾沿岸的本地合同，但不包括巴尔的摩、费城和汉普顿路，这些港口地区获准继续就本地协

议谈判。 

 

与此同时，罢工中的香港码头工人和雇用他们的承包商之间的会谈破裂，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就加薪和工作条件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致使超过 120,000 个集装箱滞留在港。 

 

部分船运公司已将货物改运至珠江三角洲的港口作业，也有其它船只抛锚停泊在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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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供应是否已成为趋势?                              返回目录 

许多国际企业皆认为邻近供应，即把生产线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迁到较近西方市场的地区，

即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但是，由德鲁里海事研究公司出版的 Container Insight 中一篇文章指实际上未必如此。 

 

虽然很多进口商说邻近供应情况不断增加，但是海运货量的实际数字并没有相应的反映。 

 

在零售商希望其定制货物能更快送抵的需求下，邻近供应的情况确实是有增多。 

 

德鲁里还表示在过去两年间从亚洲到北欧及美国的进口量在比例上是有所下降，暗示进口商

正转向离岸外包。但德鲁里补充指这并不代表生产线将回归到欧洲及美国，这可能只意味着

当地工厂关闭情况会减少。 

 

德鲁里以墨西哥作例子，指其可以比亚洲更迅速的回应美国零售商的需求，然而过去数年间

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货量增长只是略高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可能的情况是，市场可能

将生产转移到比中国更便宜的亚洲国家。 

 

与此同时，德鲁里说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间，跨太平洋和亚欧航线有接近 150 航班被取消，

这对运价及服务稳定性来说均有明显的影响。德鲁里怀疑航班取消的情况在冬季过后是否还

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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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苏伊士运河再次关闭…？                            返回目录 

埃及不安的政治局势再次引发市场担心苏伊士运河可能被封锁。塞德港的骚乱让依赖苏伊士

运河的航运公司感到不安。 

 

虽然此条主要贸易干线应该不会关闭，但仍不能忽视其可能性。 

 

假如苏伊士运河关闭，现在的箱船有足够空间接收受影响的货物，而由远东出发的货船亦可

透过提速绕道好望角及时到达欧洲。因此这对全球供应链来说并不会是一场灾难。 

 

较资深的业者应该记得运河在过去曾经关闭。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后，埃及方面关闭了运

河，期间共有 14 艘货船被困在河道中达 8 年之久直到 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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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正式对空运货物进行 100%安检                      返回目录 

由 2013 年 4 月 29 日起，除了已被认可为”已知托运人” 所托运的货物外，所有离开欧盟

国家的空运货物必须接受 X 射线或嗅探犬等安全检查。 

 

要成为”已知托运人”， 托运人需要向相应欧盟国家的航空管理局提交申请，经过审批后把

其登记到欧盟国家数据库。 

 

目前各托运人向受规管货代签署安全声明的”已知托运人”制度将结束，除非这些托运人另

行登记到欧盟国家数据库，否则他们将失去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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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亚洲舞毒蛾的现行法规                             返回目录 

在今年夏季有货物从亚洲出口到北美洲的出口商需要注意，美国农业部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联合公布了针对北美港口船舶的亚洲舞毒蛾规定。 

 

该机构指出今年亚洲舞毒蛾从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韩国及中国北部传入北美洲的风险很

高。 

 

亚洲舞毒蛾是可以经由货船及其运载的货物传播的严重害虫。蛾族群多见于俄罗斯远东地

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北部的一些港口区。一旦传入，虫害将极大威胁北美洲的农业资源、

依赖农作物的企业以及相关市场的运作。因此船舶停靠北美洲港口前必须要有离境前发出的

认证以确保不受亚洲舞毒蛾影响。 

 

假如船舶到港前发现亚洲舞毒蛾的存在，船舶将被勒令进入国际水域，以减轻其传入的风险。

虽然船运公司有责任确保符合入境美国及加拿大有关亚洲舞毒蛾及其他虫害的要求，托运人

也必须尽力消除任何虫害出现在其货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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