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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 

 

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二十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最近的一份报告总结指出，由于许多产品在美国的本土需求仍然停滞不前，美国制造商更需

要发展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市场。 

 

另一方面，报告预料近几年已存在于消费品和机械设备市场的出口机会并不会于短期内减少。 

 

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 IBISWorld 估计，在 2008 到 2013 年间美国对中国出口以平均每年

12.2%的速度增长，达到 1242 亿美金。 

 

IBISWorld 是一家全球性的商业智能公司，其行业研究分析师 Omar Khedr 指出，“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并将继续增长”。 

 

他补充道，“这将为美国制造商尤其是在高科技及一些较高门坎的行业带来一个庞大的机会”。 

 

中国国内需求增长如此之快，IBISWorld 已经界定了一些预期能于产品出口到中国时进行得

特别顺利的美国产业。 

 

鉴于 UFL 在中国和美国市场都有着显着的发展，而且我们于跨太平洋贸易中能提供非常有竞

争力的空运及海运服务，因此这些分析对 UFL 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欢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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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实力加强 

透过委任 Rex Cargo 为 UFL 在中美洲国家的独家合作伙伴，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实力得以加强。 

 阅读更多 

UFL 伦敦公司的两个项目 

UFL 英国公司正在处理两个特别的运送项目。 

 阅读更多 

Tracosa 对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 的贡献 

在二月下旬，西班牙举行了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而 UFL 的长期合

作伙伴 Tracosa 处理了几乎全部进口及转口操作项目。 

 阅读更多 

UFL 在瑞典的合作伙伴获得 ‘TRUSTED TRADER’资格 

Conroute Air & Sea 为 UFL 在瑞典的独家合作伙伴，已获瑞典海关当局在联合海关简化/安保

和安全证书类别内认可为授权经营者（AEO-F），而 AEO-F 在目前三种 AEO 认证中水平最高。 

 阅读更多 

UFL 泰国公司新的任命 

UFL 泰国公司任命 Thawatchai Kunadilokrit 为总经理，负责泰国所有的销售和运营业务。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与 UFL 在市场驰骋 

UFL 集团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了一系列供应链解决方案，以帮助制造商和供应商实施更精简，

更高效的供应链，从而支持新产品的发展。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德鲁里指全球巨型箱船串联将损害南北贸易 

最近由伦敦德鲁里海事研究公司发出的一篇报告显示，由于运价持续波动，集装箱航运业陷入

「恶性循环」。尽管新型的超大型箱船可带来较低运输成本，市场供求仍未取得平衡。 

 阅读更多 

空运市场继续复苏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公布的全球空运市场数据指出本年 2 月同比增长 2.9%。 

 阅读更多 

东盟国家呼吁理顺海关和贸易规则 

据路透社网站报道，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成员国一直敦促加快建立共同海关程序，并

协调其贸易规则以显着提升这个有 6 亿人口的区域的贸易。 

 阅读更多 

 

 

 

 



 

 

TAPA EMEA 要求更多协作 

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于其 201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其犯罪事件记录增加了 66%，而平

均案件损失达 23 万 5 千欧元，因而呼吁与欧洲执法机构加强合作以打击日益严重的货物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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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实力加强                                返回目录 

 

透过委任 Rex Cargo 为 UFL 在中美洲国家的独家合作伙伴，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实力得以加

强。 

 

Rex Cargo 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均设有办事

处。Rex Cargo 与很多主要的空运服务公司签订了服务及销售协议。同时，Rex Cargo 亦遵

照 BASC 安全标准，在各地的货运站提供专门化的货物处理服务。 

 

Rex Cargo 还提供各类型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包括陆运及海运、24 小时散货报关、门到门

的派送服务、货柜拖运及本地卡车运输，以及仓储配送。 

 

这是一间充满着活力的货运代理公司，更曾被评为中美洲五大航空货运公司之一。 

 

UFL 会继续致力加强现有的海运、空运及海空联运的服务范围，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以

及北美和欧洲国家与增长中的南美市场紧密地连接起来。而其中不少南美国家正从国际主要

生产地区进口制成品，以满足其不断增加的国内需求。 

 

我们的海空运操作提供定期拼装服务，直接从亚洲各港口跨越太平洋到美国西岸港口，然后

藉由空运服务把货物转移到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的主要进出口枢纽。美国东岸的服务则会

通过迈阿密进入拉丁美洲。 

 

UFL 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合作伙件包括位于阿根廷的 Lynx Cargo International、巴西的

Yamaneco Yacon Carga Aerea、智利的 Sosertrans、墨西哥的 Mexico Air Cargo Systems、

巴拉圭的 Inter America Group、秘鲁的 Beagle Shipping 和乌拉圭的 SAF Sea Air 

Forwarders。               

返回目录  



 

UFL 伦敦公司的两个项目                               返回目录 

 

UFL 英国公司正在处理两个特别的运送项

目。 

 

第一个项目是运送一台飞机机身到中国新

港，它将会被转换成为飞行仿真器。 

 

货物在威尔士的 RAF St Athan 进行装载，被

运到港口后再装载到一个板架集装箱上。 

 

另一个则涉及运送数件货物，其中最主要的

是用平板车辆运送一卷重 5.5 吨的电缆，然后

在港口装载到一个集装箱内，最后运到里约

热内卢。 

 

 

 

 

 

                                                                                      返回目录 

 



 

 

Tracosa 对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 的贡献   

返回目录 
 

在二月下旬，西班牙举行了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而 UFL 的长期合

作伙伴 Tracosa 处理了几乎全部进口及转口操作项目。 

 

这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行业展，吸引了 85,000 名参加者去见证全球超过 1,800 家公司最新

的移动技术。 

 

Tracosa 管理是次大会超过 800 项的海关及运输业务，当中包括展台物料、产品目录、产品

样本等等的空运、海运、进口和转口操作。 

                                                                                      返回目录 

 



 

UFL 在瑞典的合作伙伴获得 ‘TRUSTED TRADER’资格     返回目录 

Conroute Air & Sea 为 UFL 在瑞典的独家合作伙伴，已获瑞典海关当局在联合海关简化/安

保和安全证书类别内认可为授权经营者（AEO-F），而 AEO-F 在目前三种 AEO 认证中水平

最高。 

 

继 UFL 荷兰公司(2012), UFL 西班牙合作伙伴(Tracosa)(2012) 和 德国合作伙伴(Alpha 

Trans Luft- und Seefrachtspedition) (2012)之后，Conroute Air & Sea 正式被授权。 

 

成为授权经营者后，Conroute Air & Sea 能从中获益，包括减少在货物上和文件上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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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得到

‘Preferred Trader’的资格。 

 

UFL 的行政总裁 Simon Wong 说，“对 UFL 全球公司和我们在各地的独家合作伙伴来说，供应

链的安全性仍然是关键所在。 

 

 “当从事国际贸易时，在欧盟的授权经营者，例如我们的荷兰公司、在瑞典、西班牙、德国

的伙伴，将能从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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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用 AEO 制度的同时，欧盟正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推出的类似措施保持一致。此计

划让合法企业得到质量认可，以证明它们的内部管理、员工培训和运作程序是有效和规范的。 

 

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人员对 UFL 香港公司全面重检后，UFL 美国公司的海关贸



 

易伙伴反恐（C-TPAT）状态亦已重新得到确认。 

 

UFL 美国公司于十年前第一次获得此资格，七年前即 2006 年该资格生效，同年 UFL 的海运

公司 U-Ocean USA 也获得此资格，这次是十年后 CBP 对 C-TPAT 的重新验证。 

                                                                                      返回目录 

 



 

UFL 泰国公司新的任命                                 返回目录 

UFL 泰国公司任命 Thawatchai Kunadilokrit 为总经理，负责泰国所有的销售和运营业务。 

 

Kunadilokrit 从 1992 年开始为 UFL 泰国公司服务，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假之后，这任命标志

着 Kunadilokrit 再为 UFL 效力。 

 

UFL 不断扩大在东南亚的物流网络，过去的十年内，在泰国、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

坡、韩国和菲律宾已开设了许多新的设施。 

 

所有在亚洲的发展除了代表 UFL 作出了重大的投资外，也是我们给亚洲的托运人提供全面并

具竞争性的货运和物流服务的明确指标。 

                                                                                      返回目录 



 

与 UFL 在市场驰骋                                  返回目录 

UFL 集团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了一系列供应链解决方案，以帮助制造商和供应商实施更精简，

更高效的供应链，从而支持新产品的发展。 

 

我们的服务包括入境服务的物流管理，生产线零部件的配送，包括库存融资和采购的库存服

务，配置和准备部件装配设施，以及生产厂房内的零部件运输。 

 

此外，UFL 集团还能够提供跨洲货运管理服务和零件市场业务，包括提供备件，经销商网络

和售后服务业务。 

 

UFL 的目标是我们的 IT 服务同样使汽车行业的企业受益，可使用 UFL 计算机化的库存管理

工具帮助优化及时性操作。 

                            返回目录  



 

德鲁里指全球巨型箱船串联将损害南北贸易               返回目录 

最近由伦敦德鲁里海事研究公司发出的一篇报告显示，由于运价持续波动，集装箱航运业陷

入「恶性循环」。尽管新型的超大型箱船可带来较低运输成本，市场供求仍未取得平衡。 

 

其第一季度 Container Forecaster 报告的结论强调该行业情况仍将持续向下。而不断交付的

新箱船正使情况加剧并延长。 

 

这全球性的情况正伤害着南北贸易的平衡。 

 

报告指出，其中一些航线就货量而言并未达到期望中的数字，而不断投入市场的载货量至少

8 千 TEU 的箱船使运费显着下降，这情况在亚洲至南美洲东岸的航线尤其明显。 

 

虽然更大的箱船可为箱船公司带来更低的成本以尽力保持市场份额，然而在供求不平衡的情

况下， 这只会削弱各服务供货商的整体盈利能力。 

 

这解释了为何业界把重点放在降低成本上而马士基公司仍然领导航运业。 

 

报告预测 2014 年全球供应量会增长 5.7%，而明年在多达 115 个超大型集装箱船 (ULCV) 和

大量载量在 8 千至 1 万 TEU 箱船交付下，全球供应量将提高到 6.7%。 

 

对于今年预计为 4%的全球需求增长，德鲁里分析师的结论是在 2016 年前并没有看到行业复

苏的机会，而这仍依赖于订单量的变化。 

 

虽然废钢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但按照未来 24 个月的箱船交付量而言，运营商的综合费率上涨

附加费(GRI)举措将继续损害它们的营利。 

 



 

 

分析师亦指出在承包服务方面，有传言很多东西方航线的合同价格定位在 2013 年的、甚或

是更低的水平。 

 

首席研究员 Neil Dekker 指出，航运业今年将主要面对合同以及现货生意两大竞争，而现货

市场的活跃表明价格波动将会持续。 

                            返回目录  



 

空运市场继续复苏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公布的全球空运市场数据指出本年 2 月同比增长 2.9%。 

 

2014 年头 2 个月已经看到了比上年同期的整体需求改善 3.6%，自 2013 年下半年开始持续

加强货运市场。 

 

货运量的增长绝大部分发生在中东和欧洲的航空公司，2 月的同比增长分别为 11.9%和 5.5%。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说，2013 整年间需求增长只有 1.4%，而今年

前两个月已显着加强到 3.6%，这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对 2014 年货运行业的前景作乐观预测。 

 

然而，有一些负面的趋势为行业带来不明朗因素。 

 

很多公司持续把生产供应链移到国内，去年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经济体比 2009 年时多推行了

23%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预视国内生产值增长 5-6%而不是国际贸易增

长。目前贸易和国内产量的增长大致相同，而世界贸易组织去年年底在巴利岛签订的协议有

望鼓舞世界贸易，但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信守他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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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呼吁理顺海关和贸易规则                       返回目录 

据路透社网站报道，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成员国一直敦促加快建立共同海关程序，并

协调其贸易规则以显着提升这个有 6 亿人口的区域的贸易。 

 

路透社援引菲律宾财政部长 Cesar Purisima 指，有争辩说东盟不太可能于 2015 年前实现整

合其十个经济体，但假如创建一个经济共同体，它有潜力成为亚洲贸易中心。 

 

他又指出 2010 年至 2012 年间，东盟内部贸易增长 18%，这远远超过全球贸易增长。 

 

UFL 在东盟地区大部分国家均设有办事处，我们欢迎东盟对于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及加强

该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目标。 

 

我们亦关注国际社会在东盟十个国家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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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 EMEA 要求更多协作                              返回目录 

运输资产保护协会（TAPA）于其 201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其犯罪事件记录增加了 66%，而平

均案件损失达 23 万 5 千欧元，因而呼吁与欧洲执法机构加强合作以打击日益严重的货物罪

案。 

 

TAPA EMEA 的事故信息服务（IIS）取得 2013 年 1,145 宗针对高价值、高风险货物并发生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供应链的个别盗窃案数据，而发生在欧洲的占绝大多数。 

 

在 2013 年，TAPA EMEA 记录了超过 165 宗损失价值超过 10 万欧元的主要罪案。这记录是

基于协会成员提供的资料、EMEA 地区执法机构提供的数据和媒体报道。 

 

TAPA EMEA 地区主席 Thorsten Neumann 说，”我们知道制造商及物流服务供应商采用

TAPA 的安全标准作为他们的供应链安全计划的一部分而遭受货物罪案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然而，货物罪案正在增加这趋势是明显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供应链为目标，袭击亦变得

越来越精密和暴力”。 

 

去年十宗最大的盗窃案总计损失超过 5 千 5 百万欧元，盗贼目标为钻石、金、银、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货币、电子用品、香烟和自行车零件。药品、金属、服装、化妆品、食品及饮

料产品等也是犯罪团伙的主要目标。 

 

TAPA 指出超过一半的罪行涉及车辆盗窃，该协会正积极与 ESPORG（欧洲安全停车机构）

在欧洲推动更多的安全停泊地点。TAPA 亦表示罪犯登上正在一般道路甚至公路或高速公路

行驶的卡车偷货，以及对停放拖车的袭击都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他的犯罪手法包括从设施

盗窃、欺诈提取货物、假冒警察拦截岗位及暴力劫持事件等。 

 

 



 

 

Thorsten Neumann 说，“在 EMEA 地区的警方支持下，业界正作出反击。2013 年间，警方成

功地逮捕和起诉并瓦解一些牵涉货物罪案的犯罪集团，并取回大量赃物。TAPA EMEA 得到

荷兰与比利时警方的强力支持，与协会分享案件的数据以助我们的会员了解案件发生的地点、

牵涉的货量以及犯罪分子的犯案手法。我们与欧洲刑警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也有良好的对话

与合作。这对规划一个坚韧的供应链时是十分重要的经验。” 

 

 “我们正积极鼓励其他执法机构与我们合作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而我们也正联手与其他

组织不断向政府和监管机构提出货物犯罪问题。我们正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标准和培训，帮

助 TAPA 成员有效打击犯罪。但统计数据显示，我们不能自满。 2008 年，货物罪案平均损

失刚超过 5 万 8 千欧元。去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至 23 万 5 千欧元。罪犯正在不断证明他们

会尽其所能于供应链犯案，所以业界、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更为迫切。” 

 

UFL 决心在货运及供应链安全的发展中积极协助，我们的目标是保持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保

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每个货运设施的完整性，在运输的各个阶段均能保护我们客户的资产。 

 

TAPA 认证加强了我们目前的保安规范并让我们以一个全球公认的标准保障我们运输的货

物。 

 

今年年初，我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附近的旗舰物流中心获得并加强了 TAPA 认证并把服务

范围覆盖至“仓库和储存的一般货物”而不只是“一般产品”的范围。 

 

这新的 TAPA 认证是继 UFL 香港空运进口仓库和物流中心以及我们在新加坡樟宜物流中心和

樟宜航空货运中心的设施后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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