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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增长带来信心 

欢迎阅读 UFL 2018 年第一份「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时讯。 

 

在 2017 年结束的同时，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测 2018 年空运行业将继续稳健发展。而

新一年的头一个月，我们遍布全球各地的办事处都已确切感受到这正面的讯息。 

 

正如下文第二篇文章提到，我们认为增长绝大部分会是由跨境电子商贸活动及其相关物流服

务的蓬勃发展所带领。 

 

UFL 在数年前已确认电商的潜力，并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技术和专业服务来迎接电商业务

带来的机遇，这使我们很多航线的空运量得到稳定增长。 

 

虽然 IATA 曾警告说，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和未来仍有潜在挑战，但自 1968 成立至今踏入 50

周年的我们对未来仍然保持乐观。 

 

希望透过参考本时讯能对您有帮助，祝愿您有一个开心、健康和丰盛的 2018 年。如想得知

更多本时讯内的详情，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 欢迎 Luxor Resolution 

随着我们积极参与电子商贸物流业务，我们欢迎最近签署关于跨境电子商贸的 Luxor 

Resolution，相信有助于这个正在全球贸易中迅速增长的行业的正面发展。 

 阅读更多 

UFL 认为电子商贸正在推动空运业务的增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近公布的最新航空货运需求统计资料也反映出这情况。 

 阅读更多 

UFL 重整美国西岸的架构 

在美国西岸，U-Freight 美国公司正在重整其在洛杉矶 City of Industry 地区的全资物流中心。 

 阅读更多 

更值得信赖的交易者状态 

UFL 在爱尔兰的长期独家合作伙伴 EFL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经过爱尔兰海关数月的广泛

审计后，获得了全面的授权经营者（AEO）地位。 

 阅读更多 

U-FREIGHT 在波兰的合作伙伴扩展业务 

UFL 在波兰的独立运输代理和长期代理 RGW Express 即将扩大业务。 

 阅读更多 

集装箱货运量持续增长 

凭借我们强大的海运服务组合，我们的海运货运量增长与全球集装箱货运量的增长同步，而

后者于 2017 年历史上首次突破 2 亿 TEU。 

 阅读更多 



 

中国废料进口的变化影响货运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新颁布的进口废料限制措施将对国际货运、物流和供应链等行业

产生重大影响 ， 特别是东西大陆间集装箱回程航运交易，虽然这些变化也有可能使包装材

料物价上涨，从而导致供应链成本上升。 

 阅读更多 

聚焦货物安全重要性 

我们很高兴得知全球供应链中货物装载和运输方式的安全问题将继续是改进的重点。 

 阅读更多 

协调制度(HS)成立 30 周年 

2018 年不仅是 UFL 成立 50 周年，更是标志着统一了世界不同语言交流的协调制度(HS)成立

迈向 30 周年。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UFL 增值服务 

虽然货物运输仍然是 UFL 的核心业务, 我们还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能让您对供应链进行更

大的控制。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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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 欢迎 Luxor Resolution                                         返回目录 

随着我们积极参与电子商贸物流业务，我们欢迎最近签署关于跨境电子商贸的 Luxor 

Resolution，相信有助于这个正在全球贸易中迅速增长的行业的正面发展。 

 

世界海关组织政策委员会通过的 Luxor Resolution 概述了解决八个跨境电子商贸关键问题的

指导原则，包括电子数据和风险管理、流程便利性及简化、安全和保安、费用征收、测量与

分析、伙伴关系、公众意识、外联和能力建设、以及立法框架。 

 

这能帮助海关和其他政府机构、企业以及跨境电子商贸供应链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更深入

的理解和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当前和新的挑战。 

 

在发展我们的电商物流服务过程中，我们一直致力解决 Luxor Resolution 提到的问题。 

在中国的跨境电商方面，我们被中国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认定为合资格的跨境电商企业和跨

境电商物流服务商。 

 

而关于电子数据和风险管理方面，我们拥有一套可以将电商企业/电商平台与海关联系起来的

系统，带来数据透明度。 

 

在外联和能力建设方面，UFL 不断投放资源在全球多个仓库的发展及开发更好的设备，以处

理不断增长的全球电商物流业务。 

 

电子商贸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对消费者（B2C）、甚至消费者对消费者（C2C）这些新的贸

易模式加强了消费者在交易中的角色，这使 政府和企业面对不少新的挑战，例如贸易便利

化、安全和保障、社会保护、准确高效的税款征收等。 

 

在开发电商物流解决方案时，我们不断尝试着解决 B2C 电商出货量增加及其时间敏感性而引

发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给所有电商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我们同意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 Kunio Mikuriya 博士的意见，认为通过 Luxor Resolution 将有

助于建立电子商贸标准框架和相关业务的实施计划及为其定下时间表，以支持跨境电商的发



 

展，同时有效地解决出现的挑战。 

返回目录 



 

UFL 认为电子商贸正在推动空运业务的增长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近公布的最新航空货运需求统计资料也反映出这情况。 

 

IATA 报告指出 2017 年 11 月以货运吨公里（FTK）计算的航空货运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 8.8

％，并高于 10 月份的 5.8％。 

 

虽然一般来说每年第四季的航空货运量都很强劲，但毫无疑问，目前的增长是受到全球跨境

电商的繁荣所推动。 

 

以中国为首的电商产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球电商交易的价值会随着互联网的渗透

和认同度的提高而上升。 

 

UFL 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技术和专业服务来支持电商业务带来的机遇，我们各航线的空运

量已录得不错的增长。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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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西岸，U-Freight 美国公司正在重整其在洛杉矶 City of Industry 地区的全资物流中心。 

 

该设施位于 16000 Phoenix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USA，占地 80,000 平方尺，

U-Freight 美国公司以此作为我们空运和海运操作的枢纽，连接我们全面及综合的物流服务。 

 

U-Freight 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 Rick Keller 表示：「UFL 在 City of Industry 的新综合物流中

心处于完美的地理位置，能为托运人提供一站式包括进出口业务和物流操作的完整供应链管

理。」 

 

「除此之外，City of Industry 设施亦是我们全球电商网络其中一个电商处理中心(EFC)。这

EFC 早前获得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评为中国其中一个最具价值北美市场海外仓，是

UFL 在跨境电商物流业务中的其中一项重点投资。」 

                                                                                   返回目录 



 

更值得信赖的交易者状态                             返回目录 
 

UFL 在爱尔兰的长期独家合作伙伴 EFL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经过爱尔兰海关数月的广泛

审计后，获得了全面的授权经营者（AEO）地位。 

 

AEO 计划是由世界海关组织策划的一系列措施之一，作为促进贸易的多层次方法的一部分，

同时使供应链更加安全和可控。 

 

EFL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认为得到 AEO 的认证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包括对货物进行

实物和文件检查的次数减少、需要检查时优先使用非侵入式检查技术、当安全性提高时，能

得到海关优先处理以及“Preferred Trader”资格。 

 

EFL 于 2017 年底获得认证并开始生效，涵盖海关的所有保障和安全措施。 AEO 计划为我

们在爱尔兰的合作伙伴提供质量标志，证明其内部控制、员工培训和程序是有效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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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L 获得此认

证。 

 

U-Freight 美国继早十余年前第一次得到美国海关商贸反恐联盟（C-TPAT）的认证后，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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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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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在波兰的独立运输代理和长期代理 RGW Express 即将扩大业务。 

 

该公司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设有办事处，正在迁往华沙的一个更大的设施，并将于

2018 年 2 月 1 日正式全面投入运营。 

 

新设施提供 700 平方米的仓储空间和两个装卸口，其中一个装卸口有一个液压坡道和一个地

面大门。而办公面积则增加了 100 平方米，达到 360 平方米。 

 

续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并提供全方位的专业物流解决方案，包括空运、海运和铁路货运相

关的合同物流、拼货、拼装和拆装业务。 

 

RGW Express 的董事总经理 Marcin Raczkiewicz 表示：「我们更大的新仓库将使我们能够继

续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并提供全方位的专业物流解决方案，包括空运、海运和铁路货运相

关的合同物流、拼货、拼装和拆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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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货运量持续增长                              返回目录 

凭借我们强大的海运服务组合，我们的海运货运量增长与全球集装箱货运量的增长同步，而

后者于 2017 年历史上首次突破 2 亿 TEU。 

 

这是早前海事研究咨询报告的预测，並獲得及后公布的港口贸易统计数字肯定此新纪录，而

2018 年的货量预测亦略有提高。 

 

德路里表示，全球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指数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如果忽略月度波动，继去

年温和增长后，2017 年的趋势无疑更为积极。箱运量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北美，增长 12.6%，

拉丁美洲增长 11.1%，中国增长 10.3%，增长最低为欧洲的 4.4%。 

                         返回目录  



 

中国废料进口的变化影响货运业                        返回目录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新颁布的进口废料限制措施将对国际货运、物流和供应链等行

业产生重大影响 ， 特别是东西大陆间集装箱回程航运交易，虽然这些变化也有可能使包装

材料物价上涨，从而导致供应链成本上升。 

 

中国去年 7 月份宣布，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进口纸板实施更为严格的质量限制，并禁

止进口包括塑料和混合纸在内的 24 种废旧材料，以便清理和整顿中国的环境。 

 

新质量标准意味着纸板几乎要在完全没有被其他废料污染的情况之下才会被中国接受: 污染

率必须低于 0.5％，而不是以前的 1.5％。 这代表着包含钉书钉或被污物污染的纸板可能会

被拒绝，并被送回到集装箱船上运回原产国。 

 

各国每年向中国出口数以百万吨纸板和其他废料产品进行回收利用，但部分或全部可能会因

新的标准而被拒绝。 

 

读者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全面禁止进口废弃产品，而是针对 24 种最肮脏和受

污染最严重的废弃物进口，包括家用塑料废物、未分类纸、再生纺织品、废渣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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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得知全球供应链中货物装载和运输方式的安全问题将继续是改进的重点。 

 

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多式联运欧洲会议上，有四个代表供应链不同部门的行业组织

促请注意货主和经营者需按照 CTU 守则提供符合运输要求的设备方面的责任。 

 

UFL 非常重视安全性，并承认这个组织一直致力于通过关注货物完整性来提高安全性，尤其

是促进更广泛地使用 IMO 认可的 CTU 守则来正确包装和固定所有运输途中的货物。 

 

CTU 守则要求托运人（负责指定适合装运货物的设备类型的要求）与集装箱操作人员之间进

行有效的沟通，提供符合这些要求的设备，符合相关整洁度、安全和制造标准。 

                         返回目录  

 



 

协调制度(HS)成立 30 周年                            返回目录 

2018 年不仅是 UFL 成立 50 周年，更是标志着统一了世界不同语言交流的协调制度(HS)成立

迈向 30 周年。 

 

HS 是贸易的多用途术语，是世界海关组织最成功的工具之一。HS 的公约有 156 个缔约方，

并由 200 多个国家、地区、海关或经济联盟使用。 这是世界各地海关关税和统计术语的基

础，约占世界贸易的 98％。 

 

作为全球应用的国际标准，HS 在促进世界贸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HS 被广泛地应用在

海关关税、贸易政策和配额管理、国际贸易统计和数据交换、原产地管制、贸易谈判例如

WTO 信息技术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受控货物监控例如化学武器前体、危险废物和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臭氧消耗物质和濒危物种以及许多海关管制和程序，包括风险评估和分析，电子

数据录入和匹配以及遵约活动; 和经济研究与分析。 

 

目前世界海关组织正使用第六版 HS，并正在编制第七版 HS（HS 2022）。 在 HS 生效期间，

共召开了 60 次协调制度委员会（HSC）会议，讨论了 4,144 个议程项目，提出了 10 个关于

实施 HS 协议的建议书、2,280 个分类决定和 871 个分类意见以统一分类。 

 

在世界海关组织成立三十周年之际，世界海关组织呼吁国际海关组织与国际贸易界合作，继

续积极主动地，特别是在应用和统一口译方面，努力发展和维护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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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增值服务                                       返回目录 

虽然货物运输仍然是 UFL 的核心业务, 我们还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能让您对供应链进行更

大的控制。 

 

海关联络和咨询--UFL 与国家海关当局紧密合作并可就清关过程、税率等提供广泛的意见， 

并提供全程报关服务。 

 

危险货物--许多国家的立法要求所有公司安排空运、陆路、铁路或内陆水道的货物运输时需

要有指定的安全顾问。UFL 能就危险品运输提供咨询服务, 以确保客户符合立法要求。 

 

财政服务--在必要时， UFL 能提供充分的财政代表、市场情报，并协助产品的采购和销售，

包括当中所有的文件处理。 

 

这些是我们能够提供的一些增值服务，使您能够完全安全、安心地将货物从寄运地运输到目

的地。 

                         返回目录 

 



 

注意事项                                            返回目录 

业界组织空运货物代理协会 (AfA) 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 (TIACA) 正在缔结成伙伴关系，一

同作为航空业的联合倡导者，并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在协会之间结成联盟。根据两者表

述，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是联盟的"第一阶段"。从现在开始, 协会计划将会更积极参与彼此的事

件、组织联合活动、交换相关行业活动和事件的信息、并就重要的行业议题上彼此咨询和合

作。 

 

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 (TSA) 最近宣布, 该协议将在 2018 年 2 月 8 日结束。TSA 成立

于 1989 年, 代表着太平洋海运货箱运输的利益。但近年来对关键贸易的运费拟定能力已逐

渐受到侵蚀。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准备为美国海关贸易反恐联盟 (CTPAT) 推出修订的安全标准，业界

正询问当局该修订如何与国家新建议的可信交易者方案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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