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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二十一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最近国际物流行业许多显著的发展，将很有可能影响我们提供的部分海空货运贸易航线。 

 

在海运方面，由于中国商务部不批准 P3 联盟拟议的船舶共享协议并不允许上诉，P3 联盟的

计划已终止。 

 

随后，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MSC）宣布了一项为期十年的船舶共享协议（VSA），覆盖欧

亚、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我们预期双方将会公告更多的共享协议。 

 

作为国际无船承运人，我们渴望听到参与不同联盟的集装箱船公司将如何开展行动，并兑现

他们对提供改进服务、增强业务、更高的可靠性和服务的及时性方面的承诺。 

 

同时，美国对集装箱全面扫瞄的计划已作出进一步的让步，这是意料中事。 

 

我们认为立法者一直低估了任务的艰巨性，因现时用作穿透密集的货物和装载大量货物的货

柜的查验技术始终有限。 

 

在空运方面，我们赞扬代表航空货运代理的协会，呼吁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扩大空运货物预先

查验（ACAS）计划之前，应先征取中小型货运代理的意见。 

 

协会关注到 ACAS 试点方案只涉及到少数已具备完善供应链和海外基础设施的大型货运代

理。 

 



 

 

我们同意在实行 ACAS 之前，必须要有更全面的考虑以确保 ACAS 适用于各中小型代理。 

 

本时讯包含 UFL 集团发展的新闻，以及一些影响全球货运的相关信息。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 欢迎撤销空运货物查验报告 

UFL 赞扬美国监管机构以风险程度作为空运货物查验的根据，并欢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于业界提出相关要求一年内便撤销空运货物查验报告的决定。 

 阅读更多 

TAPA 就设施和卡车安全颁布了新的标准 

UFL 注意到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已经为各种设施和卡车推出了在其 17 年历史以来最

全面的供应链安全标准，以打击全球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防止全球制造商和物流服务供货商蒙

受重大的亏损。 

 阅读更多 

UFL 欧洲会议 

UFL 在欧洲的公司及代理最近在荷兰举行的会议中，商讨现时海空货运业的前景。 

 阅读更多 

最高信用评级的德国合作伙伴 

我们在德国已经合作超过 25 年的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 已获得德国

主要的信用咨询和评级机构 Ganzmueller, Groher & Kollegen KG 给予最高的信用评级。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UFL 立足的电子运输 

UFL 能够针对任何行业中一些最复杂的供应链要求提供解决方案。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报告指供应链出现被干扰的情况 

根据最近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调查指出，在 2012 年，73％的企业至少有一个供应链被干扰，

源头大都是因为不完善的信息科技和电讯技术。同年，全球供应链因为罪案而导致的损失录得

高达 215 亿。 

 阅读更多 

联合国 TIR 理事会希望能在俄罗斯全面恢复 TIR 

联合国 TIR 理事会（TIRExB）在其第 59 届会议的框架内，呼吁俄罗斯政府取消目前对 TIR

的限制，并立刻完全恢复在俄境内的 TIR 系统。 

 阅读更多 

展望航空货运将会稳定增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了五月份的全球航空货运市场的增长数据，相比去年同期水平

录得 4.7％的增长。 

 阅读更多 

 



 

 

中国实施新的海关规定 

中国海关实施了新舱单申报系统（C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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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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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赞扬美国监管机构以风险程度作为空运货物查验的根据，并欢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于业界提出相关要求一年内便撤销空运货物查验报告的决定。 

 

TIACA 在去年警告说，货物查验的要求已为业界带来负担。而现在 TSA 正式宣布不再要求业

界提供空运货物查验报告。  

 

以往所有客运营运商和在美国超过 1200 个已认证的货运代理和货主，均需要进行评估和每

月提供货物检查报告。是次决定将会显著减轻行业的负担，节省了不少劳动力。 

 

我们欢迎这个既是以风险为本亦符合法律的行动，这使业界和政府都能善用有限的资源在一

些对安全有实际帮助的措施上。 

 

而 UFL 一向决心加强货运的安全，维护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保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货运设施

的完整性，得以在每一个运输的阶段都能保护客户的资产。 

 

我们将会继续专注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全球货物安全的措施是有效的，同时确保商

贸的流通。        

返回目录  



 

TAPA 就设施和卡车安全颁布了新的标准                  返回目录 

UFL 注意到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已经为各种设施和卡车推出了在其 17 年历史以来最

全面的供应链安全标准，以打击全球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防止全球制造商和物流服务供货商蒙

受重大的亏损。 

 

TAPA 全球拥有超过 800 名成员，包括制造商和物流服务供货商。除了最佳的安全标准外，

该协会会为其成员提供犯罪情报和数据、网络活动和培训，同时向立法者和执法机构表达成

员们的想法。 

 

2001 年，TAPA 推出其首个 FSR 标准以保护仓库的运作。鉴于罪犯有转向在路面上犯罪的

趋势，于 2005 年，TAPA 引入了新的 TSR 标准作应对。其后于 2012 年，开设了第一个 TAPA

货运航空安全标准来增加供应链的覆盖。会员每三年进行检讨并协助提高每个标准，而认证

过程是由 TAPA 认可的独立审计师执行。FSR 标准、 TSR 标准和货运航空安全标准有三个

级别的认证，而当中货运航空安全标准特别能帮助新成员在面对高等级的认证前，改善他们

基本的操作安全性。 

 

现今罪犯不再个人行动，而所盗窃货物的价值不再是微不足道；相反，他们是有组织性的犯

罪集团，通常会涉及暴力、劫持车辆、各类设施及员工、假冒提货者、假冒巡警、破坏拖车

上的布幕、攻击行驶中的车辆等等。 

 

世界各地的犯罪组织的行动正变得更加精密和大胆，企图窃取在运输途中的货品。这正是

TAPA 需要定期检讨并升级其标准的原因。 

 

2014 年新版本的设施安全要求（FSR）和卡车运输安全要求（TSR）是 TAPA 全球会员经过

长达一年检讨的成果。修订后的流程进一步提升了一些被广泛认为是可防止货物犯罪的安全



 

标准。 

 

TAPA 的安全标准是高价值产品的制造商和世界各地物流服务的供货商加入协会的原因。这

些标准往往会被写进合同内以强化供应链安全。 

 

UFL 是 TAPA 的长期支持者和成员。我们在亚洲的数个主要物流枢纽都取得 TAPA 安全认证，

包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 

 

据 TAPA 的分析，TAPA 成员所遭受的损失远低于业界平均水平三倍；即便如此，我们绝对

不能因此而自满。 

 

我们致力提升在供应链内的货运安全，并把 TAPA 认证计划看待为一个能证明我们致力维持

一个安全的环境、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货运设施的完整性和保护在每一个运输过程中

客户的资产的方法。 

 

TAPA 的认证补充了我们现有的安全制度和规定，提供一个全球公认的标准去保护在运输过

程中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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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欧洲会议                                         返回目录 
 

UFL 在欧洲的公司及代理最近在荷兰举行的会议中，商讨现时海空货运业的前景。 

 

这为期两天的会议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所有在欧洲的 UFL 成员交换最新市场信息及加强企

业间的联系。 

 

各代表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一起探讨球经济复苏的问题和规划未来一年的策略。 

 

我们的欧洲公司和独家代理均有当地的专业知识，与集团的全球网络制造出一个无与伦比的

组合，使我们在每年的年会均有信心规划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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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德国已经合作超过 25 年的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 已

获得德国主要的信用咨询和评级机构

Ganzmueller, Groher & Kollegen KG 给予

最高的信用评级。 

 

Alpha trans 多年来一直受恵于优秀的信用

评级，而在通过评级机构的严谨考核后更被

授予了 CrefoZert。CrefoZert 是一项偿付能

力证书，而 Alpha trans 的商业活动更被评

为“优秀”等级，代表它并没有显著的信用风

险。 

 

Alpha trans 的董事总经理 Fred Eichenseher 指出，高评级反映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表

示合作伙伴和供货商可以指望该公司稳健的财务管理和良好的信誉。 

 

 “这独立的核查肯定了我们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和可靠性，并证明我们能在有信誉及安全的环

境下提供卓越的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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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立足的电子运输                                   返回目录 

UFL 能够针对任何行业中一些最复杂的供应链要求提供解决方案。在以高价值、过时快和产

品复杂性为特点的 IT 和电子产业，UFL 已为其制造商的需求做出了回应，即开发了一系列

的增值服务，以缩短周期和提高效率。 

 

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围绕核心服务而设定，包括提供进货物流服务到产品生产地、供应商

枢纽、硬件及软件工具包的成套生产，集成仓储、运输、交付和安装，包括逆向物流、售后

零部件配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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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供应链出现被干扰的情况                         返回目录 

根据最近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调查指出，在 2012 年，73％的企业至少有一个供应链被干扰，

源头大都是因为不完善的信息科技和电讯技术。同年，全球供应链因为罪案而导致的损失录

得高达 215 亿。 

 

现今的供应链不只有货物，还包括重要的基础设施，如电网、通讯设备、科技、资产和服务，

供应链的复杂性增加之下，如果没有合适的技术和支持将不能舒缓供应链受攻击的情况。 

 

在物流及运输服务需要结合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需求下，供应链中的安全措施有机会不能贯彻

执行，供应链应付压力和干扰的灵活性也会下降。 

 

学习如何有效地保护及自动化地管理您的供应链并有效地应对压力，这都能为您带来莫大裨

益，而这正是联邦航空货运集团（UFL）能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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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TIR 理事会希望能在俄罗斯全面恢复 TIR            返回目录 

                         

联合国 TIR 理事会（TIRExB）在其第 59 届会议的框架内，呼吁俄罗斯政府取消目前对 TIR

的限制，并立刻完全恢复在俄境内的 TIR 系统。 

 

当俄罗斯联邦海关服务（FCS RF）决定延长俄罗斯 TIR 担保协会(ASMAP)的担保协议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后，TIRExB 提出了上述呼吁。 

 

据 TIRExB 指出，他们己注意到 FCS RF 的决定。但董事会对 FCS RF 继续实行直接违背国

际公路运输公约的措施感到遗憾，这对国际道路运输和贸易造成深远的影响。 

 

UN TIREXB 作出此声明的全文：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3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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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了五月份的全球航空货运市场的增长数据，相比去年同期水

平录得 4.7％的增长。 

 

相对于四月份的按年增长为 3.8％，这有所改善。货运量是由货物吨公里（FTKs）计算后所

得出，计算覆盖所有地区，但每个地区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异。 

 

中东地区航空公司报告录得 9.3％的按年增长，而在北美运营商的增长率为维持在 2.4％。 

 

增长加快反映经济状况正在改善。在第一季度的疲弱过后，有迹象显示世界贸易和商业信心

有所改善。尤其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五月时回升，同时出口订单有显著的增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表示：“经过几个月不稳定的需求环境后，全球

航空货运的前景似乎正在企稳。 

 

 “这是好消息，但行业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来恢复竞争力，并分享更多贸易增长带来

的成果。这是不能用一般的业务操作心态来实现。 

 

 “航空货运的竞争对手都是积极创新、致力于减低运输时间和提高效率。 

 

 “电子货运有巨大的潜力，能把 6.5 天的平均运输时间减低 48 小时。航空公司对于扩大使用

电子空运提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成功需建基于各方有着一个统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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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新的海关规定                                 返回目录 

中国海关实施了新舱单申报系统（CCAM）。 

 

所有透过海运入境中国的集装箱货物需在启运港装船前预先向中国海关进行新舱单预申报。 

 

根据 CCAM 规定，所有提单和装运细节，包括有关贸易方的信息、路线、航运时刻表、船舶、

集装箱以及货物的描述，需在装船前 24 小时向中国海关进行舱单预申报。 

 

新法规的部分内容都是与美国和加拿大实行已久的 24 小时进口规则类同。 

 

欧洲也有类似的系统名为 entry summary declaration（ENS），而日本今年也推出了相似的规

定。 

 

UFL 在中国拥有雄厚的实力并提供各项海空货运服务。我们与中国海关有着良好的关系，很

乐意提供关于海关事务的意见。 

 

欲查询详情，请到 english.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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