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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期待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二十四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UFL 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的最新全球空运市场数据得知，航空货运量较去年同

期急剧增加。 

 

IATA 指出，与去年 2 月相比， 2015 年 2 月的货运吨公里（FTK）录得高达 11.7％的增长。 

 

这意味着空运市场已再次蓬勃起来 ? 

 

以上的事件大多是发生于亚太地区，因此该区营运商的货运量录得去年同期约 20.8%的升幅。 

 

事实上 IATA 指出 2 月的高增长空运量主要是来自农历新年期间的活动，而去年强劲的升幅

则出现于 1 月。同时，空运量亦因美国西岸港口的拥挤而有所增加。 

 

IATA 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表示：「各种因素使 2 月份成为最强劲的空运月份。没有人

能预计会否继续有这样的升幅，但我们能怀着乐观的态度期待。行业的信心指数有轻微的上

升，贸易亦持续增长，预计全年的升幅约 4-5%。」 

 

UFL 涉足国际空运市场 47 年，根基巩固，2015 年航空货运的增长将更推动我们投资于各种

新设施和作多方面尝试。 

 

UFL 清楚了解客户需要更好、更专业的空运服务而我们亦已做好一切准备，希望透过参考本

时讯能对您有帮助。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reight 美国的新一页 

U-Freight 美国已迁入位于旧金山的新总部大楼。 

 阅读更多 

U-Freight 英国得到官方认可参与普拉提活动 

Balanced Body 是世界上最大的普拉提设备和教育机构，而 U-Freight 英国作为该公司的官方

运输和派送合作伙伴，我们一直为其提供一系列的物流及增值服务。 

 阅读更多 

欢迎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业的复苏 

UFL 得知有消息指出，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已几乎恢复到受北京的紧缩措施影响前

的水平，这将会成为 UFL 集团的葡萄酒物流服务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阅读更多 

西班牙合作伙伴协助 MWC 举行 

全球最大的手机产业展览会今年三月在巴塞罗那举办，我们的西班牙合作伙伴 Tracosa 再次

负责处理该展览会几乎全部进出口操作的业务。 

 阅读更多 

祝贺墨西哥的合作伙伴 

我们于墨西哥的长期合作伙伴 Mexico Air Cargo Systems (MAC)于今年 5 月庆祝公司成立 25

周年。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为服装及配饰特别定制的物流服务 

准时把衣服送到门市是在服装业务一个经久不衰的基本要求，U-Freight 能按客户的不同要求、

不同季节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船期的可靠性正在改进中 

根据英国航运咨询公司德鲁里提供的承运人绩效分析在线报告最新研究数据，集装箱船在三条

主要的东西航线上的总体准时性绩效于三月份创 5 个月以来的高峰达至 64%。 

 阅读更多 

航空货运的三大重要举措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敦促全球航空货运采取三项重要举措——货运流程无纸化转型，关注

全球药品货运处理标准的制定，确保锂电池安全运输的强制行动。 

 阅读更多 



 

 

顾问预计商品高速公路将在中国形成 

全球能源和金属行业顾问公司 Wood Mackenzie 表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沿海资本和

人员向内陆流动，会形成新的商品高速公路。这新的高速公路将影响能源贸易在中国国内及透

过新丝路向其他国家的流动性，并使中国东西部连接及向中亚地区延伸。这代表着中国西部将

有显着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阅读更多 

TAPA 公布货运罪案数字 

根据运输资产保护协会 (TAPA) 事故信息服务 (IIS) 的 2014 年度报告显示，在欧洲、中东和

非洲 (EMEA) 地区每天平均发生三宗针对高价值货物的盗窃案，平均每宗损失牵涉 205,624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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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reight 美国的新一页                               返回目录 

 

U-Freight 美国已迁入位于旧金山的新总部大楼。 

 

U-Freight 美国的销售部、会计部、客户服务部、行政部、以及营运无船承运人业务的 U-Ocean

的员工已迁往这面积约 5,300 平方英尺的新办公室，而物流仓库将继续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内

营运。 

 

是次搬迁能给予管理团队一个更佳的平台去策划 U-Freight 在北美的未来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重组并加强了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分站的操作团队，而 U-Freight 美国

的策略重心亦已过渡为以销售业务为主导。 

 

新总部的搬迁将是业务发展中的一大步，使我们进一步简化企业的结构，提高各业务如销售、

会计和信息系统流程，以节省成本及强化企业文化和客户服务。 

    

返回目录  



 

U-Freight 英国得到官方认可参与普拉提活动               返回目录 

Balanced Body 是世界上最大的普拉提设备和教育机构，而 U-Freight 英国作为该公司的官方

运输和派送合作伙伴，我们一直为其提供一系列的物流及增值服务。 

 

Balanced Body 今年四月在英国举行了 Pilates on Tour，一个对象为普拉提运动专业人士的

持续性教育会议。U-Freight 英国为是次会议提供了各类支持服务，协助会议取得成功。 

 

许多 Balanced Body 的产品较轻和体积较小，有些产品更拥有特别的尺寸，需要专门的运输

和处理。 

 

U-Freight 英国为购买其体积较大和较重产品的买家提供优先送货服务。 

 

我们能在指定时间内把货物直接运送到客户的工作室、健身房或家中。 

 

此外，客户可要求我们的运输及安装技术人员拆掉货物包装并进行安装。我们亦会清除大部

分本地机构视为商业垃圾并需要额外费用处理的货物包装物料。 

 

                                                                                      返回目录 



 

 

欢迎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业的复苏                       返回目录 
 

UFL 得知有消息指出，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已几乎恢复到受北京的紧缩措施影响前

的水平，这将会成为 UFL 集团的葡萄酒物流服务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局（AGWA）在今年较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4 年澳大利亚葡

萄酒的总出口量上升了 8％，增至 40 万公升，而瓶装葡萄酒的出口几乎恢复到受 2012 年紧

缩措施影响前的水平。 

 

受澳大利亚和中国在 11 月制定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影响，预计葡萄酒贸易将更为蓬勃。一旦协

议全面实施，一系列澳大利亚农业产品包括中国的葡萄酒进口的关税将会被取消。 

 

AGWA 指出价值在 2 至 4 澳元的葡萄酒销售主要带动了增长，该部分上升了 15%，增至 20

万公升。 

 

而香港在几年前已取消葡萄酒进口的关税，澳大利亚出口值在超高端市场增长了 127％，达

到 42 万澳元的水平。 

 

旧世界和新世界酒类属鲜活产品，而 UFL 拥有专家去处理这类高价值及需专门处理的产品。 

 

在 UFL 于各地处理葡萄酒运输的同时，我们一直有作出投资以支持日益增长的中国葡萄酒市

场。 

 

UFL 在香港的其中一个物流设施已正式通过香港质量保证局（HKQAA）的认可，能提供商品

葡萄酒储存服务，这代表我们可使用这个获官方认可的位于葵涌的仓库储存商品葡萄酒。 

 

而我们位于上海浦东机场的物流中心，拥有一个精致的空间供买卖双方品尝美酒，同时亦配



 

备具有先进的温湿度控制机制的储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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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合作伙伴协助 MWC 举行                         返回目录 

Balanced Body 是世界上最大的普拉提设备和教育机构，而 U-Freight 英国作为该公司的官方

运输和派送合作伙伴，我们一直为其提供一系列的物流及增值服务。 

 

Balanced Body 今年四月在英国举行了 Pilates on Tour，一个对象为普拉提运动专业人士的

持续性教育会议。U-Freight 英国为是次会议提供了各类支持服务，协助会议取得成功。 

 

许多 Balanced Body 的产品较轻和体积较小，有些产品更拥有特别的尺寸，需要专门的运输

和处理。 

 

U-Freight 英国为购买其体积较大和较重产品的买家提供优先送货服务。 

 

我们能在指定时间内把货物直接运送到客户的工作室、健身房或家中。 

 

此外，客户可要求我们的运输及安装技术人员拆掉货物包装并进行安装。我们亦会清除大部

分本地机构视为商业垃圾并需要额外费用处理的货物包装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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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墨西哥的合作伙伴                                 返回目录 

我们于墨西哥的长期合作伙伴 Mexico Air Cargo Systems (MAC)于今年 5 月庆祝公司成立 25

周年。 

 

MAC 创立于 1990 年，专门处理世界各地的各种物流及运输业务。  

数年间，MAC 已成为墨西哥的主要货运代理公司，并得到多家航空公司、船公司、卡车运输

公司及其他国内的外贸企业的认可。 

 

MAC 提供全球性和综合的门到门服务，为客户的运输需求提供及时的和经济的选择。 

                                                                                      返回目录 

 



 

为服装及配饰特别定制的物流服务                       返回目录 

准时把衣服送到门市是在服装业务一个经久不衰的基本要求，U-Freight 能按客户的不同要

求、不同季节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我们采取中央管理去协调运输及工厂生产计划，继而制定空运及海运的装载计划，令到目的

地的库存得到更好的管理，以确保服装能尽快送出。 

 

我们的所有仓库均具备放置衣架的货架，方便我们把服装转移至专门设计的集装箱内，这能

使客户收到最佳状态及没有皱痕的服装。 

 

我们提供以下各项的增值服务，令货物能快速并准确地到达目的地:  

 

•专人运送具高时效性的样本 

•定时更新国际服装的市场消息 

•网上查询及追踪货物 

•网上打印空运单 

•定时提供各项报表 

•自动透过电子邮件发出每票货物的预报 

•内部研发的系统控制库存及提供相关功能 

•每天自动透过电子邮件将所有货物的信息摘要发送给客户 

•控制运输、仓储及沟通时所引发的成本 

 

我们为服装供货商或进口商设计量身定制的运输方案，确保你能准时送货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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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期的可靠性正在改进中                               返回目录 

根据英国航运咨询公司德鲁里提供的承运人绩效分析在线报告最新研究数据，集装箱船在三

条主要的东西航线上的总体准时性绩效于三月份创 5 个月以来的高峰达至 64%。 

 

与同年 2 月份比较，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升了 8.5%，这是从 2014 年 5 月开始采用的新的数据

系列后，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得到第二高的平均值。 

 

三月份的升幅是源于欧亚贸易的服务有所改善以及劳资纠纷的解决导致美国西岸的拥挤得以

逐步舒缓。然而，在跨大西洋的业务正呈现每月倒退的现象。 

 

UFL 认为虽然准时性绩效的提高对托运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准时性只是服务的基本指针，

而行业平均水平仍然有大量需要改善的空间。我们预计趋势将因美国西岸的营运恢复正常后

持续上升，但欧亚大幅下滑的运费将是另一个风险，因为运营商为了节省成本或有可能对准

时性造成不良的影响。 

 

德鲁里(Drewry)提供全新的承运人绩效分析在线报告始于 2005 年，此在线报告根据港口配

搭、贸易航线、服务和行业整体数据，提供承运人准时绩效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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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货运的三大重要举措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敦促全球航空货运采取三项重要举措——货运流程无纸化转型，关

注全球药品货运处理标准的制定，确保锂电池安全运输的强制行动。 

 

2014 年是无纸化货运转型的重要节点，全球电子航空运单（E-AWB）的比例已逾 24％。进

一步提高整个航空货运产业链条的合作，加强与海关部门的协同是完善工作的重点。在世界

各地，越来越多的航线已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其中就包括上海航线，从 2014 年 11 月起

加入这一行列。 

 

「尽管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以帮助航空物流企业转型，但业界的思维模式已发生重大变化。

通过业界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现在可以展望并实现其他航空货运文件的数字化。」汤彦麟先

生表示。业界的目标是在 2015 年实现 45％的电子航空运单，2016 年则达到 80％。 

 

全球药品货运处理标准将是航空货运取得每年 600 亿美元医药物流市场的重要一环。这个

行业需要满足客户对于货物完整性的期望，同时符合各国和地区有关监管部门的法律法规。 

 

为帮助航空物流企业提升竞争力，国际航协已推出新的举措——独立医药物流验证中心

(CEIV 医药)。 CEIV 医药评估和验证冷链流程，并提供培训，以保证航空物流企业符合所有

适用的标准和法规要求。 

 

锂电池的安全运输仍是行业重点关注的问题。健全的法规和指导业已存在，但并非所有的货

主都在认真遵守和执行。中国是锂电池最大的生产国和重要的市场。国际航协已拟定中文的

锂电池运输指导意见，希望提高业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知，但政府主管部门也需加强管理。 



 

 

监管机构需加快步伐。虽然行业已积极行动，但如果没有监管，以及在必要时强制执行，货

主或许不会严格地遵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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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预计商品高速公路将在中国形成                     返回目录 

全球能源和金属行业顾问公司 Wood Mackenzie 表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沿海资本

和人员向内陆流动，会形成新的商品高速公路。这新的高速公路将影响能源贸易在中国国内

及透过新丝路向其他国家的流动性，并使中国东西部连接及向中亚地区延伸。这代表着中国

西部将有显着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Wood Mackenzie 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Cynthia Lim 就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解释，「因为中国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接近成熟，该已经展开的计划常被吹捧为中国确保长期 GDP 增长的灵

丹妙药。沿海省份将需要提升其产业到例如服务业等的更高附加值的行业，同时目前行业将

迁往内陆。这正转移国内需求中心和供电区域的分布，这影响在未来二十年将变得更加明显。

这将形成重要的商品高速公路。」 

 

Wood Mackenzie 并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亦隐含着中亚这新市场将会打开，通过西部

边境有利能源进口到中国。中国正计划两个主要途径，分别是透过陆路运输的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从中国东南部通过中国南海至西亚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要中国的西部地区实现其增长潜力，对能源生产和运输基础设施等作出显着的投资是必要

的。」 

 

UFL 在成都和重庆设有全方位服务办事处，扩展中国西部的业务发展。 

 

两个办事处都提供了全方位的国际海空运进出口业务和物流业务。 

 

而在中国国内的主要贸易枢纽，UFL 网络及设施已完善并能为不同行业提供优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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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 公布货运罪案数字                                返回目录 

根据运输资产保护协会 (TAPA) 事故信息服务 (IIS) 的 2014 年度报告显示，在欧洲、中东

和非洲 (EMEA) 地区每天平均发生三宗针对高价值货物的盗窃案，平均每宗损失牵涉

205,624 欧元。 

 

2014 年 EMEA 地区共发生 1,102 宗货物盗窃案，当中 3 分之 1 有申报失窃金额，全年有关

损失接近 7,500 万欧元。 

 

除了罪案数字和损失金额外，TAPA EMEA 指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暴力犯案情况持续上升，

比去年同期增长达 4.5%，单在法国、意大利和南非等地劫持卡车案件便有 102 宗。 

 

数据显示 2014 年牵涉货值最高的 10 宗案件的损失金额共 3,247 万欧元。而总体而言，全年

共有 15 宗于设施和车辆发生并损失超过 100 万欧元的盗窃案，罪犯的目标广泛，从刮刮卡、

化妆品、消费电子产品、服装和鞋类，以至烟草产品、医药、食品、饮料、汽车零部件轮胎

和现金都有。 

 

TAPA 响应业界要求，致力于消除货物罪案及协助其成员利用安全标准、培训、智能化和网

络化提高各自的内部保安方案，以加强供应链的韧性。结果分析表明，TAPA 成员遭受货物

罪案的风险低三倍。 

 

UFL 是 TAPA 的积极参与者。在 2014 年，我们邻近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旗舰物流中心加强

了 TAPA 认证，服务范围现已覆盖「仓储和一般货物的储存」而不只是「一般产品」。 

在这之前，我们在香港的进口和物流枢纽设施，以及我们在新加坡樟宜的物流中心和航空货

运中心均已获得认证。



 

 

TAPA 认证补充了我们现有的运输安全制度和使我们的货物在全球公认的安全标准下运送。 

 

UFL 决心在货运供应链安全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致力于维护一个安全的环境及在世

界各地的货运设施的完整性，以保护我们客户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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