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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 展望未来 

 

在 2014 年三周过去后简单回顾下去年所发生的事情，对国际货运及物流行业来说绝不是不

景气的一年。 

 

2013 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多数贸易形式和路线的货运量趋帄稳，而年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公布的空运量呈好转迹象。 

 

2013 年许多公司在供应链服务中积极采取主动，旨在不断变化的商业世界增强自己的地位。 

 

为了提高业绩，一些服务得以重组。虽然仍在美国和欧盟经历严格的审查，2013 年提出的三

方联盟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目的在于提高船舶的利用率。 

 

这一年中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持续争论，很可能对货运代理业务造成影响，这里仅举几例；

包括集装箱称重，航空安全收费，网络攻击，船东财团集体豁免的检讨，欧盟海关现代化，

欧盟代码通过法律等。 

 

希望我们的新闻时讯和网站在 2013 年为您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并将在 2014 年一如既

往。希望本期内容同样丰富，并对您的日常工作有所帮助。 

 

最后，提前为我们新闻时讯的所有读者送上最好的祝福。 

 

 

 

 

 

 

 

 

 

 

 

 

 

 



 

 

 

 

 

 

 

 

 

 

 

 

 

 

 

 

 

 

 

UFL 第 10 次中国会议 

 

UFL 在刚过去的 1 月 16 及 17 号在上海举行了第 10 次中国会议，超过 70 名 UFL 各站代表

出席并就销售及操作事项进行讨论。UFL 各站点的代表在会上分享了各自于 2014 年的计划，

大家也承诺要成为全面的物流方案及服务供应商。 

 

 



 

本公司最新消息 

UFL 2014 新合作伙伴 

UFL 欢迎斯里兰卡科伦坡的 Care Logistics (PVT) Ltd 成为我们全球网络的最新合作伙伴。 

 阅读更多 

香港质量保证 

香港 U-Freight, U-Ocean and U-Freight Logistics 公司品牌通过“劳氏注册质量保证”

(LRQA)四天半的审核，获得 ISO9001:2008 质量保证证书的重新认证。 

 阅读更多 

上海物流中心获得安全认证提升 

我们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旗舰物流中心的 TAPA 认证得以提升，现在的服务范围涵盖了

“仓储一般货物”，而不仅限于“一般产品”。 

 阅读更多 

奶粉在上海的配送 

由我们在新西兰的合作伙伴 Intramar Freight (新西兰) 有限公司发运的第一批为中国儿童特

制的配方奶粉目前已在中国上市销售，并已成功交付给在上海的客户。 

 阅读更多 

C-TPAT 资质在美国获得再次验证 

针对 UFL 美国公司的 “海关贸易伙伴反恐（C-TPAT）” 状态，最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人员对 UFL 香港作出仔细及广泛的重新验证。 

 阅读更多 

新的任命 

UFL 菲律宾(宿雾)公司近期任命 Raymond Migabon 为销售经理，任命 Jessica Butalid 为财

务经理。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UFL 奉献于绿化我们的世界 

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对货物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货运代理公司提供了新的挑战。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BIMCO 指出航运的巨大挑战 

根据国际航运协会 BIMCO，由环境、海上安全、新船订单达到“令人担忧”的境况致使供需

失衡所引起的监管负担，是现在和未来航运业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阅读更多 

海运运费将在新年上涨 

根据 Alphaliner 的预测，今年全球透过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将上升 4.2%，而同时今年的舱位也

将达至新纪录。 

 阅读更多 

日本新的进口舱单规则 

各位读者需要注意，日本将于 2014 年 3 月 8 号开始生效对集装箱货物运输的提前舱单规则，

需要货物在出发港装载之前预先提交运输明细以进行安全检查。 

 阅读更多 

香港将成新中国自贸区 

媒体报导指出一个已提交国务院有关新中国自贸区的计划将包括香港、广东及澳门，并很可

能获批准。 

 阅读更多 

航空货运继续温和复苏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的数据显示空运需求在 2013年 11月同比去年有 6.1%增长(按吨

公里或 FTK 测量)，而 10 月的同比增长只有 4.4%。这延续了在 2013 年疲弱的空运市场的增

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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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 2014 新合作伙伴                                 返回目录 

UFL 欢迎斯里兰卡科伦坡的 Care Logistics (PVT) Ltd 成为我们全球网络的最新合作伙伴。 

 

Care Logistics 是一家不断变化发展的货运代理公司，很快就获得斯里兰卡货运界的认可。它

于 1977 年在科伦坡成立，提供全方位的货运代理服务，包括空运、海运、报关、仓储、供

应链管理、物流项目和超限运输。 

 

2009 年 5 月该岛国结束内乱后，斯里兰卡政府一直雄心勃勃利用和帄红利。关键优势在于斯

里兰卡横跨印度洋，我们相信在未来数十年它将不断发展。 

 

2009 年内战问题解决后，斯里兰卡政府计划到 2015 年实现每年 GDP 增长百分之八或更多，

并将政府债务从 80 ％降至 60％ 。实际在过去的四到五年内，已经健康增长百分之五。自

内战以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口数量正支持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强劲增长，创造对商品的需

求。经济学家并指出了斯里兰卡处于通往中国和印度主要航线的有利位置。 

 

作为其恢复和帄常态的一部分，科伦坡政府正在建立居民职业培训和提供低息融资，并开始

在全岛重建道路和桥梁。大型连锁零售业成立的同时国际和国内银行正在复苏，这极大促进

了进出口业务和相关的货运代理服务。我们打算通过与 Care Logistics 合作发展该业务。 

返回目录 

 



 

香港质量保证                                   返回目录 

香港 U-Freight, U-Ocean and U-Freight Logistics 公司品牌通过“劳氏注册质量保证”

(LRQA)四天半的审核，获得 ISO9001:2008 质量保证证书的重新认证。 

 

销售和信贷控制、空运进出口、物流、海运、人力资源和客服等所有部门都进行了审计。 

 

该认证进一步实现了 UFL 集团对服务质量的承诺，多数子公司和独家代理合作伙伴都具备

ISO9001：2008 认证。 

 

ISO9001：2008 认证与 TAPA 会员和 C-TPAT 认证，展示了我们对专业化服务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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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流中心获得安全认证提升          返回目录 

 

我们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旗舰

物流中心的 TAPA 认证得以提升，

现在的服务范围涵盖了“仓储一般

货物”，而不仅限于“一般产品”。 

 

这次上海最新的 TAPA 认证提升是

在 UFL 香港的进口部和物流中心，

以及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物流中心和

空运中心的设施获得认证之后。 

 

上海是 UFL 在中国地区的货物运输

和物流业务的总部，这次认证是在

经过“劳氏注册质量保证”(LRQA) 的审计评估后所做出的，确保安全操作、管理系统和相

关的卡车运输业务符合最新的 TAPA 要求。 

 

TAPA 的认证以及会员资质验证了我们现有的安保措施，并提供了一个旨在保护货物运输的

全球公认的标准。 

 

UFL 决心在供应链安全运输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的目标是维护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保

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货运设施的完整，以确保在运输的每一个阶段都能保护我们客户的

资产。 

返回目录 

 



 

奶粉在上海的配送                    返回目录 
 

由我们在新西兰的合作伙伴

Intramar Freight (新西兰) 有

限公司发运的第一批为中国儿

童特制的配方奶粉目前已在中

国上市销售，并已成功交付给

在上海的客户。 

 

这批由一个 40 英尺海运集装

箱运输的奶粉在抵达港口后，

由中国检验检疫（CIQ）的官

员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查验。 

 

我们同 Intramar Freight 已就奶粉进口到中国一事努力了一段时间，这次进口的第一个 40 英

尺集装箱的货物也经过了中国检疫检验的严格的查验，他们打开了所有的包装纸箱（共计

2,998 个） ，并对每个包装纸箱内的每一罐奶粉都做出了检验。 

 

客户通过网站下订单，“钻石配方奶粉”即可自动经由 UFL 做出分拣，包装和发货。 

 

这种 Taimana 1/2/3 阶段的奶粉配方是由总部设在新西兰皇后镇的“钻石奶粉”公司专为中

国儿童研发，该公司是在新西兰食品安全局注册的出口商。 

 

这三个阶段的奶粉配方都通过了中国当局严格的测试并获准上市销售。在中国，所有的奶粉

进口商需向中国当局申请注册，最近消息显示 2014 年 5 月 1 日之后将不再接受新的注册申

请。 

 

这此由 Intramar Freight（新西兰）有限公司和 UFL 合作完成的运输，充分展示了新西兰的

奶粉出口商可以轻松地依赖 UFL 将他们的产品安全且高质地配送到消费者手中，货物从新西

兰发运，然后送抵 UFL 在上海超现代化的库房里，货物由始至终都在我们的直接掌控和精心

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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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AT 资质在美国获得再次验证              返回目录 

针对 UFL 美国公司的 “海关贸易伙伴反恐（C-TPAT）” 状态，最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人员对 UFL 香港作出仔细及广泛的重新验证。 

 

检查员一行会见了 UFL 的资深经理，包括规范专员 Mr. Ben Leung，他这次也随行到香港，

为这次重新验证提供了专业意见，并与来自 CBP 的官员一起查验了出口仓库和操作流程。 

 

这次是对 C-TPAT 的重新验证，UFL 美国公司于 10 年前第一次获得此资质，7 年前即 2006

年该资质生效，同年 UFL 的海运公司 U-Ocean USA 也获得此资质。 

 

对于 UFL ，供应链安全仍然是首要的重任，这也是为何集团全力支持 UFL 美国公司的

C-TPAT 验证。这意味着客户可以直接从中受益，因为符合 C-TPAT 的货物被查验并因此延

误的机率会低 4 到 6 倍，即便被抽检也享有优先查验的便利，在可能和可行的情况下，C-TPAT

的集装箱会优先于非 C-TPAT 的货物（无论它们已经等候多久）得到查验，这一点就可为 UFL

的客户节省相当可观的费用。 

 

与此同时，UFL 在欧洲的合作伙伴也在努力争取获得 AEO（授权经营商）的资质。2012 年

以来，美国和欧盟都彼此承认对方经过信任认证的贸易商，此举被称为托运人制度，UFL 完

全支持这样的举措。已获得欧盟 AEO 资质的包括 UFL 荷兰公司，西班牙的 Tracosa 和德国

的 Alpha Tr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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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命                 返回目录 

UFL 菲律宾(宿雾)公司近期任命 Raymond Migabon 为销售经理，任命 Jessica Butalid 为客户管

理专员。 

 

他们将负责我们宿雾公司的销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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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奉献于绿化我们的世界           返回目录 

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对货物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货运代理公司提供了新的挑战。 

 

UFL 高兴地加快步伐，以帮助提供一个更加碧绿的世界。 

 

再生能源产业相关的货物主要不同之处是厂区位置往往不再是传统工业或城市中心。 

 

那些经常是珍稀和被保护的边远地区正逐步成为涡轮、风能和替代能源的生产场地，也正是

这里提供了绿色能源和国家电网的输电线路之连接。 

 

UFL 正为运输新一代可再生能源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实现专业化。 

 

例如，处于供应链上端和下端的高性能硅太阳能电池和模块的制造商或从事新、旧资本设备

以及原材料、成品的物流管理的，正转向 UFL 洽谈如何为他们的项目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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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CO 指出航运的巨大挑战           返回目录 

根据国际航运协会 BIMCO，由环境、海上安全、新船订单达到“令人担忧”的境况致使供需

失衡所引起的监管负担，是现在和未来航运业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在其新出版的“Reflections 2014”报告中，协会强调 “全球经济的稳步改善砥砺航运的前景，

而随着需求的上升和船队的扩充冷却下来，市场基本面有望改善，并有望带来可持续的盈利。 

 

“但在资源有限，并在那些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诉求下，监管方面带来的压力对于行业成本

来说仍然是重大挑战，包括硫含量限制、船舶效率、压舱水处理和 NOx 调控等”。 

 

在其“Reflections 2014”的序言中， BIMCO 总裁 John Denholm 说，“对已经供过于求的

世界船队舱位来说，订货数量的增加令人担忧，这必将影响到供求关系的帄衡，并会延迟大

家期待已久的市场复苏”。 

 

“雪上加霜的是，不断增加的监管要求所带来的巨大成本使我们这个行业难以承担。” 

 

“海盗的情况是动态的，尽管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流域的攻击日益减少，但形势可能会逆转，

航运业一定不能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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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运费将在新年上涨             返回目录 

根据 Alphaliner 的预测，今年全球透过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将上升 4.2%，而同时今年的舱位也

将达至新纪录。 

 

尽管如此，各大集装箱船公司在未来几个月都一心想提高不同航线的运费，即便一般预期这

在短期内将无法实现。 

 

许多人认为，集装箱船公司在努力通过慢速航行及船舶共享结盟等手段控制成本的同时，本

年将继续录得亏损。然而，它们都已经宣布了多项于一月及二月加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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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的进口舱单规则             返回目录 

各位读者需要注意，日本将于 2014 年 3 月 8 号开始生效对集装箱货物运输的提前舱单规则，

需要货物在出发港装载之前预先提交运输明细以进行安全检查。 

 

这一举措正在世界各地不断推行，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这将在所有贸易国生效。 

 

日本继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国家后通过应用这新的规则，UFL 理解到如果不在装运说明中包

含所需的信息的话，该票货物将会被当地海关拒绝进口。 

 

美国率先在 2002 年年底开始推行 24 小时提前舱单规则，而欧盟则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开

始生效。 

 

日本将要求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按照规则的详细要求对其每票海运分单进行申报，以便清晰

所有进口货物的托运人及收货人。 

 

UFL 同时理解到，在日本的申报将不可以透过船公司代理，需要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自己做

出申报安排，这跟美国及加拿大的操作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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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将成新中国自贸区             返回目录 

媒体报导指出一个已提交国务院有关新中国自贸区的计划将包括香港、广东及澳门，并很可

能获批准。 

 

报导亦表示该提案是部分基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于 12 月中旬提交国务院，而相对于上海

的自贸区，新的广东、香港、澳门自贸区将更具创新性及更为开放。 

 

新自贸区把重点放在制造业、物流业、国际贸易、维修、研发及国际贸易结算。 

 

假如有关新自贸区的报导正确，UFL 认为它将有助于促进广东、香港及澳门地区的经济一体

化，而 UFL 在这些地区正提供全面的货运及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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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货运继续温和复苏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的数据显示空运需求在 2013 年 11 月同比去年有 6.1%增长(按

吨公里或 FTK 测量)，而 10 月的同比增长只有 4.4%。这延续了在 2013 年疲弱的空运市场的

增长趋势。 

 

除了拉丁美洲及非洲地区以外，所有地区都录得增长。表现最好的是中东地区，航空公司报

告录得 16.5%增幅。而占市场额 40%的亚太区航空公司则录得 4.9%，比 10 月份的 1.8%增

长超过一倍。 

 

正常的市场需求加上舱位的缓慢增加都有助于提高帄均装载率至 49.2%，这比去年 11 月高出

0.7%。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说，”11 月份的结果令人鼓舞，特别是对亚太

地区的运营商而言。这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借着中国改善的经济前景以及亚洲贸易路线的整体

提升而来，并是弱势市场发展的利好消息。 然而总体量在季节性因素调整下依然比 2010 及

2011 年的高峰期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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