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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事态发展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十七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近日世界三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公布将联手共同经营亚洲至欧洲，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贸易航

线，这让 UFL 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引起货主很多争论。 

 

我们将密切留意这个新倡议是否能够充分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不过 UFL 始终认为市场力量

应是首要的稳定因素，而不是船公司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 

 

具备良性竞争而提供适当运力的集装箱航运业是海运业务的关键。因此，我们希望 Maersk, 

CMA CGM 和 MSC 三家公司创新的东西服务网络在 2014 年第二季度可以成功运行，这将

为不稳定的航运环境创造效率及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希望我们的客户也能从中受益。 

 

我们相信该联盟不会破坏三个贸易航线自由公平的竞争，也不会加剧集装箱运输所缺乏的服

务差异化。 

Ocean Shipping Consultants 近日表示，可操作 22,000 teu 载重船很可能在几年内出现，

甚至 24,000 teu 在不远将来也会实现。 

 

引进这种大型载重船将成为集装箱运输的特点，同时其对市场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也会引起很

多争议。 

 

事实上，这三家公司近年来处于船舶运力增长发展的前列，实行整合后可能给其他公司带来

些烦恼。 

 



 

 

对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读者来说，似乎没有比 “关注事态发展” 更合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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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议加强团队精神 

UFL 上月底在广州举行了为期 2 天的第 9 次中国会议。 

 阅读更多 

鹿特丹办事处换新址 

UFL 海运代理品牌 U-Ocean 位于荷兰鹿特丹公司及仓库搬迁至新场所。 

 阅读更多 

慕尼黑展显示多式联运解决方案能力 

UFL 与德国合作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参加了六月在慕尼黑举行

的 Transport Logistic 展会，向业界及客户展示了我们的多式联运物流服务能力。 

 阅读更多 

ArtSafe 正式启动 

UFL 新加坡公司最近组建的新部门 ArtSafe 推出了网站，以推动公司艺术品存储和展览业务

为出发点从而获得更多经验适时迈向全球。 

 阅读更多 

中国办事处名称变更 

自 6 月起，UFL 北京和天津公司名称将变更为 “联行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和“联行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阅读更多 

墨尔本代理换新址 

UFL 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 Seaway Logistics 位于墨尔本的公司搬迁至更为宽敞的场所，同

时增加了仓储服务。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拉丁美洲市场发展良好 

UFL 继续看到为增长中的拉丁美洲市场所提供的全球空海运服务在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见

证着国内市场对来自世界主要加工区域的成品需求在持续增长。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香港强化空运货物保安管制代理人制度(RAR) 

为遵行国际民航组织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所颁布的新修订空运货物

保安标准，香港现行的空运货物保安管制代理人制度（Regulated Agent Regime）从 2013 年 

7 月 15 日起将予以强化。 

 阅读更多 

欧盟简化海关手续 

欧盟委员会已着手制定一些改变港口海关手续的方案，以努力帮助过境欧盟的货物从拥堵不堪

的高速公路上转移到利用不足的近海航道中。 

 阅读更多 

美国开始执行 ISF 违约罚款 

CBP（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 7 月 9 日开始在美国进入全面执行 ISF（进口商安全申报）

的阶段。 

 阅读更多 

 

 



 

 

TT Club 呼吁改善集装箱货物包装标准 

提高更高水平的培训以持续改善处理集装箱货物的专业能力是行业目前的首要目标。 

 阅读更多 

新型集装箱试航成功 

按 ISO 国际标准设计的新型集装箱可当作标准之 40 英尺或 20 英尺集装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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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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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 中国会议加强团队精神                             返回目录 

 

 

 

 

 

 

 

 

 

 

 

UFL 上月底在广州举行了为期 2 天的第 9 次中国会议。 

 

会议包含众多主题，其中包括 UFL 新的货运操作系统 AFSA 2 的发展、毗邻上海国际机场的

日达仓库的最新消息、海运拼箱服务和有关美国海关进口商安全申报(ISF)的进度、以及各办

事处有关销售及客服的新动向分享。 

 

来自 UFL 美国的特别来宾曾业成则向参会者讲述了 UFL 在拉丁美洲的发展概况及我们现行提

供的服务。 

 

参会者尤其珍视这个让各办公室分享最近处理项目的经验并且让大家作正面交流的良好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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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办事处换新址                                   返回目录 
 

UFL 海运代理品牌 U-Ocean 位于

荷兰鹿特丹公司及仓库搬迁至新场

所。 

 

新址位于：Dotterbloemstraat 25; 

3053 JV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 10 416 

98 45 传真: +31 - 10 472 02 68 

E-mail: cdehaan@ufreight.com 

 

U-Ocean 鹿特丹公司以及位于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的 U-Freight 荷兰公司为您在荷兰

提供全范围的货运代理服务。  

 

U-Ocean 鹿特丹公司新的仓储和转运设施可用于货物存储和续运，以及提供装箱和拆箱服

务。 

 

鹿特丹提供的增值服务包括报关、税务代理、空运进出口集货、配送、仓储、分拣和包装、

保税和普货存储、AOG 货物运输、海运拼箱整箱、陆运拼车和专车配送的安全运输服务。 

 

UFL 有战略性地在欧洲发展，以其覆盖全球的网络全面支持这个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

在英国和荷兰拥有全资公司，还有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

西班牙、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欧和东欧长期的独家合作伙伴。 

完 

                                                                                      返回目录 



 

 

慕尼黑展显示多式联运解决方案能力                     返回目录 

UFL 与德国合作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参加了六月在慕尼黑举行

的 Transport Logistic 展会，向业界及客户展示了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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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和物流展览，相信此次参展同

样得到了参会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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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返回目录 

 



 

 

ArtSafe正式启动                                      返回目录 
 

在第 16期时讯中有很多关于 ArtSafe的介绍。 

 

UFL新加坡公司最近组建的新部门 ArtSafe推出了网站，以推动公司

艺术品存储和展览业务为出发点从而获得更多经验适时迈向全球。 

 

ArtSafe在其位于樟宜机场的新设施内设定了美术品的存储标准。这里包含了一个展览场地，

展示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rtsafesg.com。 

 

完 

                                                                                      返回目录 

 

http://www.artsafesg.com/


 

 

中国办事处名称变更                                   返回目录 

自 6月起，UFL北京和天津公司名称将变更为 “联行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和“联行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此外，姚琼成为 UFL广州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所有空运和海运的销售活动。姚琼和她的团

队乐于与您合作，愿得到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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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代理换新址                                     返回目录 

UFL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 Seaway Logistics位于墨尔本的公司搬迁至更为宽敞的场所，同

时增加了仓储服务。新地址如下： 

 

Seaway Logistics Pty Ltd 

47 Translink Drive 

Keilor Park Vic. 3042 

Ph: +613 8340 6300 

Fax: +61 (0) 3 8340 6399 

Website: www.seaway.com.au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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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away.com.au/


 

 

拉丁美洲市场发展良好                                 返回目录 

UFL继续看到为增长中的拉丁美洲市场所提供的全球空海运服务在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见

证着国内市场对来自世界主要加工区域的成品需求在持续增长。 

 

我们的海空联运提供定期和直接的拼箱服务，从亚洲、北美以及欧洲港口运抵美国西海岸港

口后，再转至重要空运枢纽运输至拉丁美洲各国，特别是正在为 2014年奥运会、2016年世

界杯做准备的巴西。由美国东海岸的运输经由迈阿密这个连接国际及拉丁美洲的入境口岸。 

 

我们相信，很少有其它货代公司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目的地之间提供此类经过美国门户站这样

便捷的定期海运服务，而且从中国到拉丁美洲之间缺乏直达空运服务。这些都导致运输时间

长、成本高、货物易破损的风险以及安全方面的问题。直航的海运服务也极为缺少，需要较

长的运输时间，对运输紧急货件或小批量订单的选择是有限的。 

  

我们在拉丁美洲地区网络的合作伙伴不断扩大在各自市场的投资，所有这些发展都将推动

UFL在这一地区的货运和物流业务。 

 

我们为拉丁美洲市场提供全方位的海运和空运进出口服务，并有诸多的机会扩展这地区的业

务。 UFL在整个美洲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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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强化空运货物保安管制代理人制度(RAR)              返回目录 

为遵行国际民航组织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所颁布的新修订空运货物保

安标准，香港现行的空运货物保安管制代理人制度（Regulated Agent Regime）从 2013 年 

7 月 15 日起将予以强化。 

 

其中一项修订，是把管制代理人制度扩展至以全货运航机运载的货物。 

 

民航处在咨询空运业界代表团体(包括香港付货人委员会、香港货运物流业协会有限公司和航

空公司货运联络小组等)后，制定了《托运人规定文件》，以规范托运人所需遵行的航空保安

规定，从而强化空运货物供应链的保安。 

 

《托运人规定文件》订定每位托运人在管制代理人制度下所须符合的货物作业要求。而《管

制代理人保安计划书》，是《申请注册为管制代理人》申请表格的一部分，订定每位管制代理

人在管制代理人制度下所须符合的货物作业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航处将继续与空运业界代表进行沟通，适当地把更多空运货物保安措

施，引入《托运人规定文件》和《管制代理人保安计划书》内，以进一步提升空运货物供应

链的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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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简化海关手续                                     返回目录 

欧盟委员会已着手制定一些改变港口海关手续的方案，以努力帮助过境欧盟的货物从拥堵不

堪的高速公路上转移到利用不足的近海航道中。 

 

欧盟委员会指出：精简现有欧盟港口的海关手续和将欧盟货物与非欧盟货物从跨欧洲大陆的

船舶中分离是欧盟委员会希望改善欧洲航运的两种方式，揭示出目前有三分之一在欧盟行驶

的远洋轮船上的货物为过境，而一半货物是通过陆路运输。 

 

一份官方新闻稿指出，货运行业中有许多抱怨，说他们被迫通过公路发送货物，因为亢长的

行政负担会导致在港口长时间的延误，使得航运业务缺少吸引力。部分船舶有时需等待数小

时甚至数天在港口办理通关手续。 

 

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两个变化会在将海运产业与其他运输方式置于同一水平上迈出一大步，并

说这些海关的措施是辅助性的，它将进一步提高欧洲港口的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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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始执行 ISF违约罚款                              返回目录 

CBP（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 7月 9日开始在美国进入全面执行 ISF（进口商安全申报）

的阶段。 

 

对于通过船舶运抵美国或其领土内任何一个港口的货物都必须做 ISF申报。这个申报需要每

个美国商品统一分类代码到 6 位数的水平，而几乎所有 10 个进口商申报的数据必需在船舶

出发前 24小时提供。然而由于运营方面的因素，例如集装箱装载和截箱时限等将在 CBP的

要求上增加额外的时间。 

 

未履行规定的进口商和运营商，将被征收每次 5,000 美元的违约罚款或每个 ISF 申报最高

10,000美元的罚款。  

  

UFL同时注意到，此类执法行动并不针对过境但不停留在美国的货物，包括立即出口的货物、

T&E（运输及出口监管区）货物以及 FOB货物。 

 

ISF法规（也被称为 10 +2规则）于 2009年 1月 26日起生效。该法规规定，及时、准确的

ISF备案记录的是进口商的责任。 

 

我们建议进口商确保您有准确的数据，并确保能及时修正申报上的误差。您也应该继续说服

您的供应商，他们需要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在您的 ISF已经提交并被确认之前不要发货，

因为未按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提供正确信息的代价非常高。 

 

迄今为止，CBP一直在使用 “谨慎且合理的方式”，行使最小程度的惩罚措施，在提供培训

和宣传教育的同时，通过专注于未申报者和反复出错的各方，以及评估不同的违规案例的方

式，以期使该法案得以全面落实。 



 

欲知更多信息可查询 CBP网站： 

http://www.cbp.gov/xp/cgov/trade/cargo_security/carriers/security_f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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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p.gov/xp/cgov/trade/cargo_security/carriers/security_filing/


 

 

TT Club呼吁改善集装箱货物包装标准                    返回目录 

提高更高水平的培训以持续改善处理集装箱货物的专业能力是行业目前的首要目标。 

这是因为不安全以及不妥善固定好的货物所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根据货物运输保险业者 TT Club，大约 65％的索赔主要源于货损或丢失，而这其中超过三分

之一是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 

 

TT Club 和 Exis Tenologies 一起研发一套名为 CTUpack e-learning™ 的网上培训课程，

对象为处理装卸集装箱或其他货物运输单位的业者。 

 

由 TT Club倡议及投资并由 Exis Technologies 设计及制作的这套 CTUpack e-learning™课

程已参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海事组织(IMO)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对集

装箱包装的指引编订。基础课程将在今年推出，包含与货物或运输有关的单元，也会包括力

与应力等范围。 

 

在将来，这课程将会逐步发展以反映 ILO最新的指引，也会增加其他与货物有关或更进阶的

培训元素。 

 

CTUpack e-learning™基础课程将可用于互联网或内部网络，两者均可以对课程作相应设置

及监察学员进度。课程将有另外一个符合 SCORM (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或共享组件参照模

式)这国际公认的网上课程标准及规格的版本，以用于标准的学习管理系统中。 

 

TT Club风险管理总监Peregrine Storrs-Fox指出，CTUpack e-learning™根据同样由TT Club 

赞助并由 Exis开发而非常完善的国际海事危险品章程 (IMDG Code) 之网上培训课程编制。

两套课程都与 TT Club 一直在国际货运界推动的风险管理方法有关连。正如行业中其他操作 



 

 

部门一样，培训都是防损的首要措施，假如每家企业均采纳为其核心价值，那我们每年所遇

到的索赔个案必将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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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集装箱试航成功                                   返回目录 

按 ISO国际标准设计的新型集装箱可当作标准之 40英尺或 20英尺集装箱使用。 

 

这个称为 “Tworty Box” 的集装箱，可由两个 20英尺集装箱连结成一个 40英尺集装箱，最

近它已经完成了由德国汉堡开往加拿大蒙特娄的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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