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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仍是增长的关键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二十五期“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球最大制造及出口业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区内强大和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 

 

然而，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迅速冒起，现时贸易状况正经历突如其

来的变化。 

 

为了填补他们的需求，本来以出口为主导的国家逐渐转型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和依赖外国进

口货。 

 

长远来说，这对于北美洲和欧洲的出口商是个好消息，但短期效果不大。 

 

中国经济增长在领先世界各国多年后现正放缓，而其他主要国家现时基本上只扮演卖家的角

色。 

 

但随着北美经济的加速和欧洲终于开始站稳脚跟，在未来亚洲贸易无疑将会成为环球供应链

的主要动力。 

 

UFL 在亚太地区的所有主要经济体均拥有巩固根基，能为客户提供该地区的进出口货物运输

和物流服务。希望透过参考本时讯能对您有帮助。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reight 韩国办事处搬迁 

U-Freight 韩国在首尔的办公室已迁移至仁川机场，与空运部一并营运。 

 阅读更多 

U-Freight 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展 

U-Freight 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澳大利亚合作伙伴 Seaway Logistics Pty 与专业集装箱

运输团队 Wakefield Transport 最近签署了一项协议，收购了一家总部位于维多利亚的托特纳

姆码头和专门处理交叉配送的运输公司 ARL Logistics Pty Ltd 的大部分股份及业务。 

 阅读更多 

U-Freight 合作伙伴的小型会议 

位于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 UFL 合作伙伴最近在劳德代尔堡举行了区域销售会议，对空

运及海运的货运代理前景进行检讨。 

 阅读更多 

专业赛车队感谢 U-Freight 的支持 

由 U-Freight 塞尔维亚代理 Express Cargo 赞助的团队在赛道上不断取得成功。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医药行业的发展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拥有生物技术和医药成份的产品价值比起任何的空运货物更高。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内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欧盟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于今年六月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提到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互认在今年生效之前的最后一个步骤。 

 阅读更多 

德鲁里：集装箱运输市场 2015 年难以盈利 

运力过剩、需求疲软、激进定价的合力作用是 2015 年下半年班轮盈利的最大威胁。 

 阅读更多 

空运业增长持续低迷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的全球航空货运市场显示 5 月份的增长有持续放缓的迹象。对

比于 2014 年 5 月，今年 5 月份的货运吨公里（FTK）的增长率为 2.1％，为本年度最少的增

长，并被产能升幅(4.3%)超过了。 

 阅读更多 

ISO 37001 正草拟中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起草新的管理标准以涵盖贿赂罪行。 

 阅读更多 

新的埃及运河准备启用 

埃及的“新”苏伊士运河预计在八月上旬启用 

 阅读更多 

 

 

 

 

 



 

 

成立项目小姐研究新数据准则的影响 

来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监管机构组成的项目小组与 TIACA 的行政人员举行首脑会议，以尽

量确保新数据准则能增强安全性但不妨碍货物的正常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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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办事处搬迁                               返回目录 

 

合并后的办公室位于仁川机场内的物流园，是南韩空运业的心脏地带，同时亦靠近首尔的主

要国际空运枢纽。 

 

是次搬迁精简了本公司在韩国的运作，在这个便利的位置能为客人提供全面的物流服务，我

们期待继续为客人带来优良的服务。 

返回目录  



 

U-Freight 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展               返回目录 

U-Freight 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澳大利亚合作伙伴 Seaway Logistics Pty 与专业集装箱

运输团队 Wakefield Transport 最近签署了一项协议，收购了一家总部位于维多利亚的托特纳

姆码头和专门处理交叉配送的运输公司 ARL Logistics Pty Ltd 的大部分股份及业务。 

 

ARL Logisitcs 拥有 12,000 平方米并已通过检疫的仓库，设有 45 吨集装箱正面起重机，仓

库仅离墨尔本的斯万森集装箱码头约 5 公里 

 

该业务将被重新命名为 Seaway PortLink，而 ARL 创始人 Tom Heaney 将继续担任首席执行

官和其中一名主要的股东。 

  

 Seaway Logistics 成立于 1999 年，致力为农村地区提供空运出口服务并专注于工业、采矿

及回收行业。在 2012 年，Seaway Logistics 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颁发认证，这代表着该公

司拥有繁荣的空运事业。 

 

在 2009 年，Seaway Logistics 购入了位于米尔迪拉的 Wakefield Transport 的大部分股份。

Wakefield Transport 是一家当地主要的物流公司，专门提供铁路及公路上的运输和鲜活及干

货类的仓储服务。 

 

于 2012 年 11 月，Seaway Logistics 收购了 Intramar Freight 的业务及资产，并取而代之成

为 U-Freight 位于澳洲的合作伙伴。Seaway Logistics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共设有十二个办

公室，是两国五大海运代理公司之一。而新西兰的 Intramar Freight 仍然是一家私人拥有的公

司，并继续为 U-Freight 在该国的合作伙伴。 

                                                                                      返回目录 



 

 

U-Freight 合作伙伴的小型会议                           返回目录 
 

位于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 UFL 合作伙伴最近在劳德代尔堡举行了区域销售会议，对空

运及海运的货运代理前景进行检讨。 

 

为期两天的会议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来自三地的 U-Freight 成员交流最新的市场信息和增

强企业间的联系。 

 

由于对全球经济复苏的程度仍抱有一定的疑问，为此各代表聚集于劳德代尔堡以商讨进展和

规划来年的战略。 

 

分布在欧洲及美洲等地的 UFL 办事处和独家代理商均拥有当地的专业知识，从而形成一个无

与伦比的国际网络，给予我们信心去规划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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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赛车队感谢U-Freight 的支持                         返回目录 

由 U-Freight 塞尔维亚代理 Express Cargo 赞助的团队在赛道上不断取得成功。 

 

Branko Copic-Cuja 驾驶着印上 Express Cargo 标志的 VW Polo 1400 夺得金头盔奖，这是继

在 2012、2013 和 2014 年取得塞尔维亚第三类汽车(排气量介乎 1151cc 和 1400cc 之间)冠

军后，再获此殊荣。 

 

他在赛车手排名亦以 52 分夺取冠军，

远远抛离次名只得 46 分的对手。 

 

Express Cargo 的 Luka Milosevic 认为

Branko 在是次比赛赢得十分漂亮，是

当之无愧的总冠军。而最近在诺威萨赢

出的赛事中，赛车上印上了 Express 

Cargo 的标志(如左图)，像飞翔般的奔

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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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的发展                                       返回目录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拥有生物技术和医药成份的产品价值比起任何的空运货物更高。 

 

鉴于近期医药市场正蓬勃发展，空运承运人和物流营运商纷纷投资在相关设施以满足此该市

场的需求，特别是不断在亚洲增长的仿制药行业。 

 

U-Freight 一直密切关注医药市场，并同时在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建立我们的物流枢纽中

心，例如我们在上海的物流中心设有恒温仓储设施。 

 

我们了解医药企业面对的物流问题并已准备好完善的解决方案，协助他们应对面前的挑战和

预测未来的发展。 

 

我们的核心医药物流服务包括： 

  仓储和订单履行 

  运输管理 

  二次包装 

  具有温控的空运服务 

  具有温控的陆路运输服务 

  临床试验物流 

 

此外，我们能够提供供应链的分析和设计、采购、样品履行以及保护温度敏感的药物产品。 

正在寻求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制造商、批发商、药店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商、卫生部门、医院

供应公司或其它医疗机构将能够从 UFL 高规格的操作、高质量的标准以及承诺零缺陷的医药

物流链中受益。 

我们可信赖的和始终如一的药剂制品物流服务，确保符合全球政府机构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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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内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返回目录 

欧盟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于今年六月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提到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互认在今年生效之前的最后一个步骤。 

 

双方承认中国新的立法与欧盟海关法规是一致的，而他们将会进一步研究相关的技术工作以

促进贸易发展 

 

中国与欧盟之间的 AEO 互认是为《中欧海关 2014－2017 年合作战略框架》的其中一部分。

该战略框架的定义是以促进贸易和实施知识产权，来确保安全、保护公民和环境及打击商业

瞒骗为合作的重点和具体目标。 

 

联合声明内规定，在互认的决策实施前，中国海关总局对于中国企业信用管理推出的新措施

的执行方法的一致性上，仍然需要共同确认。 

 

双方均需设立相关的电子程序和进行联合测试，以确保在互认决策下能顺利进行数据的交换。 

 

中国和欧盟估计顺利完成以上的准备工作后，互认决策能于 2015 年 11 月内实施。 

 

对于 U-Freight 的子公司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独家合作伙伴而言，供应链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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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安全和更容易掌握。 

 

早前，UFL 台湾被台湾海关总署正式授权成为 AEO，而 UFL 荷兰公司、UFL 西班牙合作伙

伴(Tracosa) 、德国合作伙伴(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瑞典合作伙伴

(Conroute Air & Sea)也已正式被授权。 



 

 

UFL 美国公司于 2003 年第一次获得 C-TPAT 资格，并于去年重新通过认证，而 UFL 的海运

公司 U-Ocean USA 也获得 C-TPAT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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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里：集装箱运输市场 2015 年难以盈利                 返回目录 

运力过剩、需求疲软、激进定价的合力作用是 2015 年下半年班轮盈利的最大威胁。 

 

今年年初德鲁里曾预测集装箱航运承运人于 2015 年将会一共产生高达 80 亿的利润，但后来

更正为不少班轮公司在 2015 年年底将重回亏损。德鲁里指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解决

运力过剩问题，而低油价和低运营成本已经不足以让班轮公司改善状况。 

 

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的行业营业利润率为 8%，本来油价的下降能节省运营商的成本，但被同

时下降的运费抵消了。考虑到燃油成本的未来趋势持续稳定，航运公司将很难继续降低单位

成本以抵消同时下降的运费。  

 

德鲁里预计，2015 年全球集装箱运费将以 2011 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单箱收入最大跌幅

将达 10%。二季度的运价并没有得到提升，主要东西航线的贸易量同比下跌了 32%。与此同

时，每季度还有 10-15 艘超大型船进入市场并对市场产生严峻影响。 

 

于 2015 年的第一季度，全球平均的集装箱去程使用率下降至 83%，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引

致现货价的恶化。然而，这已被察觉的市场状况已令不少航运公司的主要贸易路线进入了价

格战争。除了跨大西洋的西行路线和亚洲至中东的路线，其余的主要路线的情况罕有地同时

间表现低迷。受着运营商害怕损失体积货物给对手的心态和即将推行的新交付方式的影响，

就亚洲至欧洲和亚洲至南美洲东岸的航线而言，现货运费已达至历史的低点。 

 

与此同时，每季度还有 10-15 艘超大型船进入市场，导致大幅上升船舶的吨位，这对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亚洲至中东的交易市场产生严峻影响。 

 

德鲁里集装箱航运部门经理尼尔德克尔表示，“市场上已没有位置容下超过 8000TEU 的船舶， 



 

 

若再把它们推出市场的话，会使到供求失去平衡，但船东还是不想闲置着这些贵重财产。船

舶订单已经开始失控，从 2015 年 1 月起，又有 110 万 TEU 的新订单加入。大量的大船下水

已经使几乎所有主要航线都遭遇运力过剩的拖累。我们正在进入由大型船舶主导的新时代，

所有的船东都需要去适应 80-85%的装载率，而不是过去的 90%以上。他们不能只是不断增

加的容量，而没有考虑对单位收益的实质影响。” 

 

U-Freight 利用其优秀的货运代理服务、运输系统、仓存及运输业务，提供从点到点的全球

海运服务给许多主要的经济体系。U-Freight 透过自己的集装箱货运站和专业的物流团队提供

拼箱和拆箱服务。除此之外，U-Freight 还提供专门的海运服务处理特大和项目性质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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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业增长持续低迷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的全球航空货运市场显示 5 月份的增长有持续放缓的迹象。

对比于 2014 年 5 月，今年 5 月份的货运吨公里（FTK）的增长率为 2.1％，为本年度最少的

增长，并被产能升幅(4.3%)超过了。 

 

从年初截至到现时为止，货运量较上年升幅约 4%，但大部分的增长出现于 2014 年的下半年

度。 

 

除了总部设在中东的营运商外，大多数地区都出现增长乏力甚至收缩的情况。总括来说，在

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航空公司表示，他们的在 2015 年 5 月的货运业务比去年 5 月份

较差。亚太地区的营运商亦受到进出口低迷的影响，出现增长放缓的情况。 

 

 “货运量增长无疑已经暂缓了。2014 年的增长已停止，而载客率亦正在下降。虽然部分经济

数值仍展望有回升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明白商业信心现正持平而出口订单正在下降。 

 

空运在全球的贸易上扮演关键的角色，35%的国际贸易货物都是经空运处理，航空货运的增

长放缓正反映着世界贸易也正处于放缓时期。空运业需要蓬勃起来，才能刺激全球经济复苏。 

 

就航空货运而言，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比 UFL 空运操作更好的选择。我们世界各地的空

运团队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化服务，包括空运进出口，特快专递和门到门服务。 

我们为进出口商提供定期的拼箱服务，并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可的服务水平, 让世界主要

工业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兑现我们的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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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7001 正草拟中                                   返回目录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起草新的管理标准以涵盖贿赂罪行。 

 

ISO 在其官网指出，行贿是国际发展和解决贫穷的最大挑战之一。它可能会对经济、基础设

施、卫生、教育、质量和安全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在过去的 15 年间，许多国家已作出国内及国际层面上作多方面努力，以打击贿赂罪行。 

 

然而，各国还需继续努力。在企业层面上，贿赂会影响投标和合同的执行，并增加成本和风

险。 

 

企业可通过实施反贿赂管理，相当于保持质量和确保安全等的措施，以减轻贿赂带来的影响。 

ISO 正在制定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 ISO37001，以帮助各类型企业包括所有国家的公营和私

营部门，防止贿赂和促进商业道德的文化。这标准规定了反贿赂的措施、控制和指导执行的

方法。 

 

目前该标准正在处于委员会的草案阶段，而来自 44 个国家的 80 多位专家正参与其发展。 

ISO37001 预计于 2016 年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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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埃及运河准备启用                                 返回目录 

埃及的“新”苏伊士运河预计在八月上旬启用。 

 

新运河将位于拥有 145 年历史的运河的一侧，使船舶的航行时间由约 22 小时缩短至 11 小时，

并允许大型船舶双向行使。 

 

与此同时，工程师在六月份开始展开巴拿马运河的扩建测试，使其将能容下更大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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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监管机构组成的项目小组与 TIACA 的行政人员举行首脑会议，以尽

量确保新数据准则能增强安全性但不妨碍货物的正常流动。 

 

该项目小组由包括运输安全管理局、海关和边境保护、欧盟、世界海关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

管理局等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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