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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事态发展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十八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UFL WORLDWIDE CONFERENCE 2013 

 

我们刚在香港举行了年会，同时庆祝了集团成立 45 周年。我们全球各地超过 150 位管理人

员聚首香港，商讨的议题包括如何增加专门行业服务、信息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 

 

最近，WorldACD 一份市场报告指出，现时全球 20 大国际货运代理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份额正

不断下降。同时，地区性的及独立的货运代理则正带领行业增长。 

 

这对我们及参会者而言是一个鼓舞的消息，因为数年前分析家、跨国货运公司管理人员和

MBA 学生均认为全球经济衰退会使很多独立货运代理倒闭，从而加速跨国货运公司的增长，

使其垄断地位不能被逆转。 

 



 

 

当然，这些推测在今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过去几年全球经济正处于困境，UFL 与其他

独立货运代理的发展却比以往更加蓬勃及成功。 

 

于年会上，参会者分享各自对业务投资、跨太平洋服务发展、货运操作系统的强化及专门行

业服务的发展的见解。 

 

本期时讯部分内容将提到这些发展，而我们未来的时讯将继续更新其他项目的发展情况。 

 

希望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我们随时欢迎任何意见或反馈。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 与民航快递签订合作协议 

UFL 与民航快递 (CAE) 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组成一个协同的全球货运服务解决方案供货

商。 

 阅读更多 

U-Ocean 在青岛开展业务 

UFL 在青岛成立 U-Ocean 货运品牌办事处，完善了我们在该地区华迅品牌的服务，加强了我

们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之一的业务发展。 

 阅读更多 

Cargohaus 在克拉克机场建立现代化仓库 

UFL 菲律宾子公司 Cargohaus 在克拉克 D. Macapagal 国际机场建立最为现代化仓库。

Cargohaus 克拉克仓库距机场航站楼仅 10 米远，距匝道 150 米。 

 阅读更多 

EFL 加入宠物与动物运输协会 

总部位于都柏林的 EFL 国际货运代理在推出宠物运送业务后仅一年，就加入了国际宠物运输

贸易组织，进一步保证其提供的服务质量。 

 阅读更多 

Conroute 帮助鲨鱼快速通过瑞典海关 

位于斯特哥尔摩的 Conroute Air & Sea 为 15 只黑鳍礁鲨的运输处理了清关及文件工作。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葡萄酒全面物流解决方案 

葡萄酒无论产于旧世界还是新世界的都属鲜活产品类，UFL 在运输鲜活货物方面的专业技能

可以保证，当鉴赏家享受陈年佳酿或在烧烤晚会上打开一瓶美酒时，UFL 将确保它们安全运

抵目的地。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就 P3 联盟召开峰会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主席 Mario Cordero 召集欧盟各国及中国的监管机构，就全球最大

的三家集装箱船公司 Maersk、CMA-CGM 及 MSC 的结盟参与全球监管峰会。 

 阅读更多 

加高集装箱使用率上升 

发货人对 40 英尺加高集装箱的需求不断上升，为集装箱船公司带来船舶装载空间的问题，同

时让以标准箱 (TEU) 作贸易预测的做法带来数据分析上的困难。 

 阅读更多 

IMO 批准集装箱称重折衷方案 

国际海事组织 (IMO) 对集装箱装上货船前核实重量的折衷方案表示支持。 

 阅读更多 

 

 

 



 

 

供应链需要适应越发重要的新兴市场 

Ti 的首席执行官 John Manners-Bell 表示，国际物流行业在新兴市场掘起的同时正经历强烈的

重新定位。 

 阅读更多 

欧盟海关将于 11 月 1 日实行无纸化操作 

UFL 留意到欧洲议会通过了联盟海关法 (Union Customs Code)，一个包含新规则及程序的框

架并同时确立了海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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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 与民航快递签订合作协议                           返回目录 

 

UFL 与民航快递 (CAE) 已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组成一个协同的全球货运

服务解决方案供货商。 

 

两家公司最近于在香港举办的 UFL 年

会中举行了签约仪式，现正敲定专注

于在 12-72 小时时限内交付的 B2B 货

物分拨合作计划。 

 

该协议将作为一个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的开始，CAE 和 UFL 均可透过双方的网络，扩大服

务覆盖范围，为客户提供国内、国际货运及物流服务。 

 

CAE 成立于 1996 年，总部设在北京，是一家网络覆盖全中国各大城市的快递公司。 

 

CAE 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沈阳经营 6 个配送中心，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亦

作为区域性枢纽。 

 

CAE 为客户提供定时服务，范围包括快递、包机、包装、仓储、物流、保税卡车，以及运输

危险品和活体动物。 

 

两家公司都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为世界 500 强企业在各自的行业提供专业服务，并期望这

个新协议将带来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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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cean 在青岛开展业务                               返回目录 

UFL 在青岛成立 U-Ocean 货运品牌办事处，完善了我们在该地区华迅品牌的服务，加强了我

们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之一的业务发展。 

 

青岛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将受益于我们提供的海运空运联

合服务。 

 

海运客户将得益于货物直接进入这个世界最繁忙港口之一——青岛港，与全球 130 个国家的

450 个港口连通，约 130 万 TEU 途径此港口。 

 

这里也因青岛啤酒在全球日益受到欢迎而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地区。 

 

青岛 U-Ocean 的办事处地址是： 

联行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山东路 22 号金孚大厦 B 座 18 层 1 室，邮编 266071 

电话：（86 ） 532 8581 4796 传真：（86） 532 8581 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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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菲律宾子公司 Cargohaus 在克

拉克 D. Macapagal 国际机场建立最

为现代化仓库。Cargohaus 克拉克仓

库距机场航站楼仅 10 米远，距匝道 

150 米。 

 

克拉克已成为菲律宾的国际门户， 

Cargohaus 致力于将其打造成所有

人梦想的机场。 

 

Cargohaus 克拉克仓库包括办公区总占地面积 1,800 平方米，仓库有最新的 X 光机器，最大

可以扫描 1.7 米长、1.4 米宽的货物。装卸台和剪刀式升降机配有自动秤重器，打印实际货物

重量。库里还配备冷库区、制冷机，和全套安全系统。 

 

该仓库是中吕宋唯一的太阳能仓库，安装有 264 个装置和一套 LED 照明系统，  可产生 1.8

兆瓦太阳能。 

 

同时， Cargohaus 已成为菲律宾首个获得颇具声望的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2004 ）

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OHSAS 18001:2007 ）的公共保税仓库，通过了严格的 TUV 

-SUD 认证审核。 

 

ISO 14001 和 OHSAS 18001 特别注重员工健康和工作场所的安全条件，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除了致力于对 ISO 9001:2008 质量认证的承诺， Cargohaus 认为必须关注并承担对宝贵的

资源 ——人与环境的福利责任。 



 

 

历时三年获得了这项梦寐以求的认证，其涵盖法律和监管要求，对环境方面的鉴定，健康和

安全隐患的考虑，以及后续为减轻影响和风险作出的经营管理。关键因素在于不断提高意识，

培训和指导标准，以及管理层及主要相关人员发挥各自作用为这个项目作出贡献。 

 

Cargohaus 采纳并实施 ISO 14001:2004

和 OHSAS 18001:2007 标准，实现了管理

层实行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HSE）的

承诺。该标准整合了现有的质量管理体系

（ ISO 9001:2008 ） ， Cargohaus 将

不断提高其系统，促进员工和企业一起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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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都柏林的 EFL 国际货运代理在推出宠物运送业务后仅一年，就加入了国际宠物运输

贸易组织，进一步保证其提供的服务质量。 

 

作为爱尔兰首家独立物流公司以及 UFL 在爱尔兰长期独家合作伙伴，EFL 已成为位于得克萨

斯州的国际宠物和动物运输协会（ IPATA ） 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全球贸易协

会，成员有动物管理者和提供宠物运送的供应商。 

 

作为爱尔兰仅有的三家成员之一，EFL 认为这标志着其在宠物运输服务规模的日益扩大及专

业化，EFL 曾在 2012 年夏天将两只宠物猫从泰国运至都柏林。 

 

EFL 总经理 Eddie Mullin 认为经营宠物运输一年就获得 IPATA 会员资格，归根于其是爱尔兰

首家获得政府宠物护照系统认可的承运人。 

 

他说：“一年就成功获得 IPATA 会员，可以看到我们的宠物运输服务日益壮大，这已成为我们

所提供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成立 Pets on Board 部门。” 

 

EFL Pets on Board 部门（www.pets-on-board.ie）负责宠物动物运输。活体动物的运输需要

EFL 员工在整个过境过程中格外小心，包括报关、兽医检验及文件检查，以确保安全迅速地

将动物交给它的主人。EFL 可通过流动诊所在都柏林机场提供这些服务，注册并获认可的诊

所与 EFL 宠物专家小组成员共同合作，使动物在到达当天进入爱尔兰。 

 

Mullin 先生说：“有了这个移动平台，爱尔兰进口猫和狗的主人，不必将动物从都柏林机场送

至 6 公里外政府批准的兽医诊所来完成需要的手续。这样不但节省成本，缩短了操作时间，

同时也避免了已经忍耐长时间运输的动物额外的旅程。 



 

 

“EFL 的服务使宠物主人通过都柏林机场流动诊所与我们的宠物专家小组的协作，在飞机降落

当天就能见到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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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斯特哥尔摩的 Conroute Air & Sea 为 15 只黑鳍礁鲨的运输处理了清关及文件工作。 

 

Conroute Air & Sea 是瑞典早期独立物流公司之一，UFL 集团在瑞典的长期独家代理。 

 

这些鲨鱼从印度尼西亚巴利岛的 Ngurah Rai 国际机场出发，目的地是斯德哥尔摩热带雨林和

水族馆——哈加公园。 

 

Conroute Air & Sea 未参与实际货运，但在瑞典水族馆业主中颇负盛名，经常在动物运抵瑞

典后提供海关事宜及文件上的帮助。 

 

Conroute Air & Sea 的老板 Joakim Hagman 说： “这些专门服务使我们有别于瑞典一般货运

代理。为瑞典著名的旅游景点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荣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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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无论产于旧世界还是新世界的都属鲜活产品类，UFL 在运输鲜活货物方面的专业技能

可以保证，当鉴赏家享受陈年佳酿或在烧烤晚会上打开一瓶美酒时，UFL 将确保它们安全运

抵目的地。 

 

当 UFL 通过自己的全球网络来服务于葡萄酒运输时，我们也已作出专项投资，以支持中国日

益增长的葡萄酒业。 

 

UFL 在香港的物流设施之一已正式通过了香港品质保证局（HKQAA）的商品葡萄酒储存验证。

香港品质保证局与业界合作为葡萄酒储存公司和葡萄酒零售商开发了葡萄酒储存管理认证体

系。 

 

该认证意味着，联邦物流（香港）有限公司能够正式在自己葵涌的仓库内提供商品葡萄酒储

存服务。 

 

在我们上海浦东机场附近的地标物流中心，我们还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专门的品酒间，配有先

进的温度和湿度控制装置等全套葡萄酒储存设备。 

 

我们在香港获得的认证和在上海的发展，正是我们支持中国蓬勃发展的葡萄酒市场的恰当时

机，并帮助法国红酒进军中国市场。自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的认可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在

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葡萄酒相关业务的强劲增长。事实上此认证在世界尚属首例，这对我们来

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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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主席 Mario Cordero 召集欧盟各国及中国的监管机构，就全球最

大的三家集装箱船公司 Maersk、CMA-CGM 及 MSC 的结盟参与全球监管峰会。 

 

是次峰会将在华盛顿举行，与各监管机构商讨此同盟对各地的影响。 

 

这三家集装箱船公司宣布他们将于 2014 年开始就亚欧、跨太平洋及跨大西洋至美国的航线

合作。Maersk 首席贸易及营销官初步预测，同盟将占去亚欧航线 42%、跨太平洋航线 24%

及跨太西洋航线 40-42%的份额。有迹象表明，P3 同盟将由一组新的 200 人管理团队分别于

伦敦及新加坡办事处营运。同盟亦已任命 Maersk 的 Lars Mikael Jensen 出任其首席执行官。 

 

FMC 委员 William P. Doyle 表示，”我的其中一个关注点在于有媒体报导指出当同盟发展完善

时，现时往来美国的货船数量将由 346 艘减至 255 艘，我们很想知道这同盟的出现对现时提

供给客户、货主的服务以至美国港口操作带来的影响”，他补充道，”Maersk 是全球航运业中最

大的美国集装箱船公司，为此，我不希望同盟的行动伤害或对其他美国的国际航线带来例如

减少船只服务等的负面影响。” 

 

委员 Richard A. Lidinsky, Jr.也指出，”很显然此同盟虽然并未向欧洲、中国及美国的监管机构

作出任何相关申请，其行动彷佛在显示他们已得到各地监管机构的批准。我们必须正视此庞

大结盟所带来的后果。” 

 

UFL 正持开放态度面对是次同盟的变化以及影响，直到形势彻底明朗。我们继续依靠如 FMC

及其欧洲与中国的监管伙伴以确保此结盟不会对我们的客户、航运业界以至全球贸易带来损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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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人对 40 英尺加高集装箱的需求不断上升，为集装箱船公司带来船舶装载空间的问题，同

时让以标准箱 (TEU) 作贸易预测的做法带来数据分析上的困难。 

 

40 英尺加高集装箱 (高度为 9 尺 6 英吋) 在国际航运的使用比例将于本年底首次超越 50%。

根据 Drewry 2013 集装箱普查，此设备的使用率于 2012 年曾达至 49%，预期本年将至少增

加 1%。 

 

加高集装箱的数量在去年增长了 8%，达到 1540 万 TEU，从 2007 年到 2012 年间使用量达

至显着的 49%。40 英尺加高集装箱的增长几乎都是从取代一般的 40 英尺集装箱 (高度为 8

尺 6 英吋) 而来，20 英尺集装箱的使用率则保持稳定于大约 33%。 

 

40 英尺加高集装箱受欢迎的原因不难理解，它比一般的 40 英尺集装箱大 13%，而发货人可

以在几乎不变的成本下增加货运量。此外，内陆运输通常是按集装箱的数量收费，因此这也

不会带来额外的运输成本。 

 

虽然 40 英尺加高集装箱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冷藏货物的货主，其去年大约 92%的货物就

是利用加高集装箱来运输的，然而该部分的货运量只占 200 万 TEU，由此可见干货运输仍然

占加高集装箱使用的绝大多数。 

 

Drewry 认为这趋势带出两个令人关注的讯息。首先 9 尺 6 英吋高的集装箱需要放于甲板下方，

等于减低航运公司的运力，这将到达关键的时刻。鉴于现时几乎所有设备尤其是冷藏集装箱

都存放于甲板上，考虑到甲板上的载货量只有总载量的一半，这情况将不能维持太久。由于

集装箱船的设计主要是装载 8 尺 6 英吋高的集装箱，因此当需要利用甲板下方放置加高集装

箱时，可能会有超过 7 英尺 (相当于 2.1 米) 的空间被浪费掉。而驾驶室视线的规则也将防止

过多集装箱堆放于甲板上。 



 

 

第二个讯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标准箱 (TEU) 作单位衡量的集装箱货运量的增长将越

发被低估。这是因为一个 40 英尺加高集装箱只被计算为两个 TEU, 相当于两个 20 英尺 (8

尺 6 英吋高) 的集装箱或者是一个 40 英尺 (8 尺 6 英吋高) 的集装箱，但实际上加高集装箱

的体积大 13%。 

 

因此，在一般都使用 40 英尺集装箱的主要航线比如往美国的跨太平洋线，2013 年头 7 个月

以 TEU 为单位的按年同比增长为 1.856%，而实际上则是 2.2%。这差距看起来并不明显，

可是在经济学者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及货运量的时候将形成很大的差别，而这也是累积的，时

间越久差距越大。 

Drewry 的结论是，在未来 10 年一般的 40 英尺集装箱 (8 尺 6 英吋高) 在国际航运业中的使

用率将越来越低，这将带动专门装载高集装箱的货船的需求，包括建造较宽、载货量更多可

是航速较慢的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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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批准集装箱称重折衷方案                           返回目录 

国际海事组织 (IMO) 对集装箱装上货船前核实重量的折衷方案表示支持。 

 

经 IMO 小组委员会批准的指引草案允许托运人两个核实集装箱重量的方法，分别通过称重整

个已载货的集装箱，或者先称重货物重量再加上空集装箱的皮重。 

 

IMO 小组委员会同意当搭载在车架或者拖车上运输的集装箱以滚装方式上短途国际航程货船

的话将获豁免，小组同时亦豁免危险品货物、固体货物及其集装箱。 

 

全球付货人论坛表示，对货主以及航运业来说折衷方案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它在没有重大的

额外成本或者造成供应链的延误下提供了一个灵活而可行的解决方法。 

 

世界航运理事会称赞了核实集装箱重量的新建议，指出它已经与 IMO 合作超过六年，以解决

集装箱重量不正确的问题。 

 

可是，国际运输工人联会依然批评指 IMO 小组委员会就原来集装箱强制性称重的建议作出让

步，是已错过一个减低运输工人及大众危害的机会。 

 

然而，欧洲及亚洲的付货人理事会则称强制性称重成本高昂而无效。 

 

UFL 了解到是次提案仍需经过一些 IMO 的立法过程，即使成功通过也不会于 2016 年 5 月前

生效。指引草案将于 2014 年 5 月转至 IMO 海上安全委员会作审批。UFL 将继续研究这方案

所带来的影响，以作出最佳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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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需要适应越发重要的新兴市场                     返回目录 

Ti 的首席执行官 John Manners-Bell 表示，国际物流行业在新兴市场掘起的同时正经历强烈

的重新定位。 

 

正当西方市场正受经济衰退影响，很多其他新兴市场却正在处于急速增长中。在亚洲、拉丁

美洲甚至非洲，中产阶层的发展正带来新消费模式，并让货物分拨的要求也逐渐演变。 

 

Ti 在其最新的报告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Logistics 2013 中指出世界超过 8 成人口居住在

所谓的”新兴市场”，从中国到秘鲁、埃塞俄比亚及哈萨克斯坦斯坦，这些国家代表着多样的经

济面貌。对比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美国，新兴市场在过去数年已展示出显着的经济增长，同

时为物流及运输服务供货商带来庞大的机遇。 

 

在全球进出口总值而言，新兴市场在过去四年间已扩大其份额，从 2009 年全球进口总值的

26.1%，进展到目前的 30.8%。 

 

而全球出口总值，则由 2009 年的 31%增加到 2012 年的 35.8%。 

 

该份报告深入研究了这些国家的情况。虽然机遇处处，却并非全无风险，比如埃及的政治动

荡、2011 年泰国的天灾、巴西和印度的国内经济问题在供应链的风险管理中都不容忽视。 

 

即便如此，新兴市场对物流服务的需求正超过发展中市场。例如，全球合同物流市场在 2011

至 12 年间增长 3.4％，然而在同期新兴市场增长达到 9.4％。 

 

或许这并不让人惊讶，其实部分最高的增长率正录自亚洲及中东这些新兴市场，分别达到

10.8%及 10.6%。 

 



 

 

尽管经常被形容为单一群体，其实每个新兴市场中的国家均有着独特的机会，因此 Ti 的报告

利用其新兴市场指数 (Emerging Markets Index) 所得出最新的研究结果为 33 个国家提供了

概述。涵盖的主题包括合约物流、快递及货运代理适用的国家层面市场规模，以及新兴市场

指数中的分项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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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海关将于 11 月 1 日实行无纸化操作                   返回目录 

UFL 留意到欧洲议会通过了联盟海关法 (Union Customs Code)，一个包含新规则及程序的

框架并同时确立了海关的做法。 

 

该法规亦引进了无纸化电子处理系统，现正等待欧盟理事会通过，预计将可于 11 月 1 日生

效。 

 

欧洲委员会负责人 Algirdas Semeta 指出，”欧洲议会认可的联盟海关法将确保海关会于一个

更高效及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下继续执行其重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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