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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二十三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随着农历新年快将来到，我们敦促世界各地的客户如在新年前需要运输服务，请尽快通知当

地的 UFL 分站。 

 

2015 年春节是公历 2015 年 2 月 19 日，许多内地的工厂将休假长达两星期。而两星期后，

部分工厂亦不会全面复工。 

 

在春节前，订单的数量将激增，在对空运和海运的需求增加下供应量将成为问题。而营运商

也正值其冬季时间表，这进一步削弱了其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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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reight 台湾获得 AEO 资格 

U-Freight 台湾已通过台湾海关管理局的认证成为安全认证优质企业（AEO）。 

 阅读更多 

澳大利亚合作伙伴赢得葡萄酒行业大奖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 Seaway Logistics 被授予 WISA 葡萄酒行业年度出口供货商大奖。 

 阅读更多 

EFL 获审批成为爱尔兰旅游代理 

爱尔兰旅游代理商协会欢迎 Bike-on-Board / Pets-on-Board 作为协会的联营伙伴。 

 阅读更多 

西班牙合作伙伴举行年度会议 

我们在西班牙的合作伙伴 Tracosa Aduanas，于 2014 年 11 月 29 至 30 日在巴塞罗那举行了

年度会议。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仓库储存解决方案 

UFL 集团在专用和多客户仓库的设计、实施和营运一直有优良纪录。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货运市场价值于 2019 年将达 230 亿美元 

根据一项由 MarketsandMarkets 发布的最新市场研究报告 “货运管理市场解决方案”指出，全

球货运管理市场将以年复合成长率（CAGR）9.14%，由 2014 年的 153 亿美金增长至 2019

年的 236.9 亿美金。 

 阅读更多 

Pactl 及 Hactl 航空货运量皆录得增长 

受惠于需求上升，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运站有限公司（Pactl）在 2014 年于中国最繁忙的上海

机场共处理了 150 万吨货物，比去年同期增长 16.15%。 

 阅读更多 

美国西海岸港口将近瘫痪 

劳方以放缓工作或罢工作威胁将近一年，双方在美国西岸港口劳资纠纷中的争吵和互相埋怨将

令付货方继续承担后果。 

 阅读更多 

 

 

 

 

 

 



 

 

国际空运量增长集中于亚洲及中东地区 

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关于全球航空货运市场数据的最新报告显示，在以货运吨公里

（FTK）计算的需求增长了 4.2％，较 2013 年 11 月增长了 3.3％。而相较于 2014 年 10 月，

航空货运需求以 0.8％增长。 

 阅读更多 

锂金属电池禁止于客机腹舱运输 

我们希望提醒各读者由一月开始锂金属电池货物已不可经由客机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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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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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reight 台湾已通过台湾海关管理局的认

证成为安全认证优质企业（AEO）。 

 

继 2012 年 U-Freight 荷兰、U-Freight 西班牙

合作伙伴 Tracosa、德国合作伙伴 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 和 2014 年瑞

典合作伙伴 Conroute Air & Sea 后，U-Freight 台湾正式被授权。  

 

U-Freight 美国于十年前第一次得到美国海关商贸反恐联盟（C-TPAT）的认证，并在去年再

次通过验证。U-Freight 在美国的海运部门 U-Ocean 美国，亦得到同样的认证。 

 

成为安全认证优质企业后，U-Freight 台湾能从中获益，包括减少对其货物和档案的检查、被

检查时能优先使用非侵入式检查技术、即使安检要求提高依然能优先被海关检查、货物在海

关遇到问题时能得到独家咨询中心提供援助和得到在相互认可协议下的特权和好处。 

 

对于 UFL 各公司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独家合作伙伴网络来说，供应链的安全均是极为重要。 

 

AEO 计划是世界海关组织的其中一系列方案，以多层次方法去促进贸易，同时间使供应链更

加安全和容易掌握。 

 

该计划对合法业务提供质量认可，表明该企业设有有效及合符标准的内部管理、员工培训和

程序，而已认证的 AEO 成员将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便利。 

 

台湾已与美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订相互认可协议，并预计将与其他国家和贸易地区如欧盟、

中国和日本进行签署。      

返回目录  



 

澳大利亚合作伙伴赢得葡萄酒行业大奖                   返回目录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 Seaway Logistics 被授予 WISA 葡萄酒行业年度出口供货商大

奖。 

 

该奖项是为了表扬 Seaway 在葡萄酒行业提供的优质物流服务，特别是从 Sunraysia 运载散

装葡萄酒到在英国的装瓶生产在线所付出的努力。 

 

评委说：「Seaway 有专门的团队提供丰富的国际物流经验给葡萄酒出口商。Seaway 专注于

澳大利亚区域中心并改组其交通网络，继而把其员工和产品扩展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道路、铁路、港口的创新选择和配合虽然需要思维上的改变，但能明显地改善本国葡萄酒

出口的效率、及时性和成本效益。」 

 

「Seaway 表示这不是为了解决一般人的需要，而是给每个独立的客户和地区量身定制的解

决方案。其在米尔迪拉的散装葡萄酒物流服务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为区域经营的物流项目

创建了新基准。」 

 

UFL 能透过其网络提供葡萄酒物流服务，并已作出特别的投资以支持在中国日益增长的葡萄

酒业务。 

 

例如，联邦物流在香港的其中的一个仓库已正式得到香港质量保证局（HKQAA）为商品葡萄

酒储存设施提供的认证。该认证意味着联邦物流（香港）有限公司能正式地在其葵涌的仓库

内提供商品葡萄酒储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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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旅游代理商协会欢迎 Bike-on-Board / Pets-on-Board 作为协会的联营伙伴。 

Bike-on-Board 和 Pets-on-Board 是我们在爱尔兰的合作伙伴 EFL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Ltd 的部门。 

 

Bike-on-Board 提供运送摩托车往来欧洲的专业方案，爱尔兰游客能带上自己的摩托车环游欧

洲，而欧洲游客则能使用自己的摩托车在爱尔兰享受假期。 

 

Pets-on-Board 则是一个专业的国际宠物搬运服务，专门处理和运送宠物往返爱尔兰和世界

各地。 Pets-on-Board 负责处理进出口报关和运输手续，而 EFL 则指引宠物主人如何依照兽

医学相关条例处理宠物进出口事宜。 

                                                                                      返回目录 

 



 

西班牙合作伙伴举行年度会议                           返回目录 

 

我们在西班牙的合作伙伴 Tracosa Aduanas，于 2014 年 11 月 29 至 30 日在巴塞罗那举行了

年度会议。 

 

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华伦西亚办事处的全体员工均有出席是次会议。 

 

今年的会议旨在对业务和市场的现状进行广泛的分析和交换意见，以确定未来三年的新策略。 

Marco Garcia 自 2002 年出任为执行董事，即使在过去的几年间公司录得 60％的增长，他在

筹备是次年度会议时依然考虑到运输和企业体系的转变提出了一项策略部署。  

来自不同领域的部门包括空运海运操作、报关、营销和销售，通过演讲和讨论作详尽的内外

部分析，鼓励思想的交流，拼凑出一个共同的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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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集团在专用和多客户仓库的设计、实施和营运一直有优良纪录。 

 

我们的仓储服务包括提供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从而提高客户的库存管理、降低总营运成

本和改善周期时间。 

 

UFL 在世界各地管理及操作超过 12 万平方米的多客户仓储空间，并连接到我们的全球货运

管理网络，以服务各种不同行业客户。 

 

我们广泛的仓储和配送服务范围包括： 

 

-装卸服务 

-挑选和包装 

-储存和配送 

-库存管理 

-采购订单管理 

-索赔管理 

-逆向物流 

-售前及售后服务 

-技术支持服务 

-运输和清关 

-配套采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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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由 MarketsandMarkets 发布的最新市场研究报告 “货运管理市场解决方案”指出，全

球货运管理市场将以年复合成长率（CAGR）9.14%，由 2014 年的 153 亿美金增长至 2019

年的 236.9 亿美金。 

 

该报告主要针对重点采用趋势、解决方案、服务及未来商机的发展及货运市场上的商业案例。 

 

报告同时指出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全球化和人口增长均需要高效率的物流系统，以满足终

端用户的所有需求。 

 

这为厂商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机会提供按需要、实时更新和智能解决方案，而 UFL 正朝这方面

发展和投资，以抓紧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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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于需求上升，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运站有限公司（Pactl）在 2014 年于中国最繁忙的上

海机场共处理了 150 万吨货物，比去年同期增长 16.15%。 

 

香港空运货站有限公司（Hactl）在失去其主要客户国泰航空的 120 万吨货物的首年后也表现

良好。 

 

最新数据截至 11 月，香港空运货站于 2014 年已处理 165 万吨空运货物。 

 

Pactl 通过上海浦东处理一半的货物，这中德合资企业也公布了 12 月份同比增长 14.6%至

136,932 吨。 

 

12 月国际出口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上升 14.69%达到 75,032 吨，而国际进口量为 51,875 吨，

同比增长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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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方以放缓工作或罢工作威胁将近一年，双方在美国西岸港口劳资纠纷中的争吵和互相埋怨

将令付货方继续承担后果。 

 

按目前情况，自合同于 2014 年 7 月到期起，太平洋海事协会（PMA）和国际海岸工作和仓

库联盟（ILWU）并未能达成共识。 

 

双方刚开始谈判时是诚意希望得到积极的解决方案，直到怠工始于 2014 年 10 月后情况逐渐

恶化，现在双方互相对其恶意行为强烈指责。因此，美国一些主要港口操作被延误，太平洋

海事协会（PMA）则警告指西岸最大的五个港口营运将近瘫痪。 

 

通常情况下，一艘货船可于三天之内完成卸货并重新装载货物，但同样工作现在需要一周时

间来完成。 

 

在一月中旬的一个星期，长滩港有七艘集装箱船等待卸货，而在奥克兰港则有八艘集装箱船

挂靠在港口等待泊位。PMA 称怠工已使港口效率下降 60％，从平均每天处理约 100 货船装

卸减少至 40 艘。 

 

虽然双方共同请求联邦政府介入调解，但从联邦仲裁和调解服务（FMCS）网站的最新消息

指在 FMCS 的主持下，集体谈判协议将会继续。 

 

这种局面已对西岸卡车造成骨牌效应。由于港口方面需要依靠码头工人从货车装卸集装箱，

在目前怠工情况下卡车司机面对漫长的等待时间和缺乏集装箱车底盘的局面，有卡车司机报

称需要额外 6 小时的等待时间，这直接影响卡车司机在一天中可以提取或交付货物的次数。 

如欲知此事最新情况，请联系您当地的 UFL 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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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关于全球航空货运市场数据的最新报告显示，在以货运吨公里

（FTK）计算的需求增长了 4.2％，较 2013 年 11 月增长了 3.3％。而相较于 2014 年 10 月，

航空货运需求以 0.8％增长。 

 

增长最显著的是亚太（5.9％）和中东地区（12.9％）的航空公司，它们占全球增长的 93％。 

市占率 39.7%的亚太区航空公司占去年同期增长的 55％，而市占率 13.3%的中东地区航空公

司则占 38%。 

 

空运与世界贸易紧密相连（按价值计算国际贸易中约占三分之一货物通过空运运送），在 2014

年年底出现的这增长形势如果能持续，预示着航空货运市场亦将好转。世界贸易量的增长基

本与国内生产值同步，于是从 2011 年起航空货运增长停滞不前。在 2014 年下半年（同时国

内工业生产保持稳定）跨境贸易出现强劲增长趋势，这对航空货运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说，“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量正推动着航空运输

的发展。11 月大部分的增长很明显使活跃及相对提供营商便利的亚太和中东地区航空公司受

惠。今年我们预计航空货运市场将增长 4.5％，比世界贸易 4.0％更高。但这种乐观情况将被

影响贸易流动的诸多宏观经济和政治风险磨砺。” 

 

“航空货运业在 2015 年开初就被稳健增长的趋势推动，托运人能在众多运输方式间选择，并

像所有客户一样不断要求更高的价值。要把增长转变为强大的持续盈利能力，航空货运业需

面对投资更高效、更高质量的操作流程及设备，使其成为超越竞争对手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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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提醒各读者由一月开始锂金属电池货物已不可经由客机运送。 

 

这项禁令是由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实施，而这只适用于单独包装付运的锂金属

电池，此类货物必须标有 CAO（仅限货机）标签，而部分关于拼装货物的限制亦会生效。 

 

另一方面，已安装锂金属电池的电子设备货物则仍然被允许在客机和货机付运，然而条例亦

特别澄清了该些设备的备用锂离子和锂金属电池数量将受到限制。 

 

估算表明，每年生产的 25 亿锂金属电池中大部分均由水陆交通运输，只有大约 10%是由空

运运送。尽管锂离子电池更频繁地经由空运发货，而大众对其危险性认识亦有所提高，却一

直没有类似的条例禁止其于客机上运输。于 2013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生产量约 48 亿，预计

在 2025 年将达到 80 亿。 

 

然而，在九月一个多方会议提出了一些关于锂电池运输的长远建议，包括改善其包装、改进

飞机设计、或可能限制经空运运输时的锂离子电池电量在 3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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