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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UFL 集团第二十二期 “Service without Boundaries” 时讯。  

 

最近，我们在台北举行了年会并庆祝 UFL 台湾公司成立 30 周年。 

超过 150 名来自我们各地分站的资深经理和合作伙伴出席，共同商讨大家对于专门服务、信

息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 

 

这为期两天的活动是一个让各单位互相交流最新市场信息和加强连系的宝贵机会。 

 

由于对全球经济复苏仍抱有一定的疑问, 为此代表们聚集于台北以商讨在未来12个月的发展

和战略计划。 

 

 

- Worldwide Conference 2014 台湾 

 



 

 

本届年会适逢台湾政府决定让该国的货运代理经营多个目的港的出口拼装，这能使 UFL 台湾

公司和其他台湾代理进行整合和转运，然后再出口货物到多个海外国家。 

 

我们欢迎此决定，这能帮助台湾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物流枢纽之一。 

 

我们于年会中讨论了其影响性，各代表们亦表达了对于全球网络的投资、跨太平洋服务发展、

现有货运管理系统的提升及专门业务的发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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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L 台湾庆祝成立 30 周年 

UFL 台湾庆祝成立 30 周年并在上月举办了 UFL 集团的年度全球销售会议。 

 阅读更多 

扩展 UFL 香港的业务 

我们在扩大香港的物流业务同时，亦把我们的进出口业务集中在同一地点。 

 阅读更多 

强化了的拉丁美州实力 

除了早前 Rex Cargo 确认成为本公司的中美洲独家合作伙伴外，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新加

入的代理商更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实力。 

 阅读更多 

UFL 欢迎台湾决定允许多目的港出口拼装 

UFL 欢迎台湾方面允许货运代理经营多目的港出口拼装，这能使 UFL 台湾公司和其他台湾代

理进行整合和转运，然后再出口货物到多个海外国家。 

 阅读更多 

西班牙的合作伙伴正计划年度会议 

我们在西班牙的合作伙伴 Tracosa Aduanas，将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巴塞罗那举

行年度会议。 

 阅读更多 

 



 

行业信息聚集 

增值服务 

UFL 的专业技能会使全球供应链的客户感到我们服务的与众不同。货物运输仍然是我们的核

心业务，而为了支持这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我们提供一系列相应的操作，使您能够更大程度

地控制您的供应链。 

 阅读更多 

 

 

注意事项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UFL 集团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基于反映两国相对物价调整的购买力平价

(PPP)，例如最近在中国购买某产品相对会比在美国购买较为便宜，表明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上。 

 阅读更多 

航空货运领导呼吁加强合作 

最近国际航空货运协会（TIACA）的航空货运论坛（ACF）指出航空货运业必须与监管机构紧

密合作。 

 阅读更多 

空运复苏增强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了全球航空货运市场 2014 年 8 月的数据，航空货运量呈现持

续强劲增长。 

 阅读更多 

 

 

 

 



 

 

中国与欧盟合作海关联合行动 

中国海关与欧盟海关合作进行一项代号为“SNAKE”的联合行动，针对低估申报价值的货物。 

 阅读更多 

美国扩大 C-TPAT 至出口商 

在 2014 年 10 月 13 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宣布扩大海关贸易伙伴反恐计划

（C-TPAT）至出口实体，让只进行出口贸易的公司利用其贸易便利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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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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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台湾庆祝成立 30 周年并在上月举办了 UFL 集团的年度全球销售会议。 

 

自 1984 年，UFL 台湾公司显著发展 并成为在台湾举足轻重的物流供货商和货运代理公司。 

 

如今，UFL 台湾分别在三个台湾城市设有办公室和仓库设施，提供货运代理、仓储和多式联

运组合的物流服务。        

返回目录  



 

扩展 UFL 香港的业务                                   返回目录 

我们在扩大香港的物流业务同时，亦把我们的进出口业务集中在同一地点。 

 

在青衣的物流仓库，我们由现有的 40,000 平

方尺扩展至 80,000 平方尺，主要针对零售业

物流服务及电子货物的拣货和包装操作。 

 

除扩大青衣的物流仓库外，联邦物流将会完

全占用位于葵涌、占地 21000 平方尺、配备

空调系统的仓库，而其主要服务对象为电子

行业。 

 

扩充了的仓库空间能增加我们全方位服务的实力，对货主在货运操作中所需的室温条件监控

而言也是一个重要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外判物流工序予专业公司的趋势仍快速增长。而我们持续投放资源在专门处

理物流业务的仓库，正好证明我们一直致力于满足货主寻找完整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的需

求。 

 

除此之外，香港空运进口部门现已迁移至空运出口部门的仓库。地址为 : 香港荃湾柴湾角街

66-82 金熊工业中心地下 B 座。 

 

我们空运进出口的汇集能带来协同效益，使我们能够简化业务和提供更高效的空运整合和进

出口服务。 

                                                                                      返回目录 

- 桥汇 – 青衣, 香港 



 

 

强化了的拉丁美州实力                                 返回目录 
 

除了早前 Rex Cargo 确认成为本公司的中美洲独家合作伙伴外，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新加

入的代理商更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实力。 

 

在哥伦比亚，Servade Logistics 是一家相当具影响力的物流公司并拥有超过 10 年经验，通

过遍布全国的七个办事处提供货物装卸和灵活的海关过境等方案。 

 

在厄瓜多尔，我们的新合作伙伴为始创于 1989 年的 Ecuador Cargo System，提供专业的物

流、空运、海运、陆运以及多式联运服务，并处理各类型的干货、危险品和鲜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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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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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欢迎台湾决定允许多目的港出口拼装                 返回目录 

 

UFL 欢迎台湾方面允许货运代理经营多目的港出口拼装，这能使 UFL 台湾公司和其他台湾代

理进行整合和转运，然后再出口货物到多个海外国家。 

 

台湾当地的货运代理过去只能从不同集装箱中拼装到相同目的地的货物。 

 

新法例使货物能在台湾整合并出口至欧洲和美洲，这个做法能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亦使 UFL

台湾目前的货运枢纽操作变得更具竞争性。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佳时机回馈我们的宝贵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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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合作伙伴正计划年度会议                       返回目录 

我们在西班牙的合作伙伴 Tracosa Aduanas，将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巴塞罗那举

行年度会议。 

 

Tracosa Aduanas 表示活动旨在帮助员工建立新技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互相交流意见和

明确地传达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 

 

本次活动的参加者将会是不同岗位的员工，包括空运及海运操作部、营销部、销售业务部等，

进行各种内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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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返回目录 

UFL 的专业技能会使全球供应链的客户感到我们服务的与众不同。货物运输仍然是我们的核

心业务，而为了支持这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我们提供一系列相应的操作，使您能够更大程度

地控制您的供应链。 

 

报关、联络和咨询 - 在每个重要的货运市场，我们都与国家海关当局建立密切关系。这种密

切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广泛和及时的清关建议、税率、以及提供完整的清关服

务，简化货物跨境手续。 

 

危险品 - 我们为所有客户提供一流的危险品咨询服务，以确保它们符合当前的立法和监管要

求。 UFL 引以为豪的是通过我们的网络为您的货物安全作出指引，以符合航空、公路、铁路、

远洋或内陆水路的货物配送的要求。 

 

财政咨询服务 -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财政咨询服务、最新的市场资讯、采购上的相关协助，

包括单证的准备。这些支持服务，让您高枕无忧地通过我们 UFL——世界领先的货运代理之

一，安全地将您的货物从原产地运送到最终目的地。 

 

以上只是我们部分的支持服务，我们全方位的服务能使你安心并顺畅地把你的货物运到目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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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L 集团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基于反映两国相对物价调整的购买力平价

(PPP)，例如最近在中国购买某产品相对会比在美国购买较为便宜，表明中国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上。 

 

美国自 1872 年超越英国开始一直是全球的领导者，但现在已经失去其地位。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价值已达 11 万亿英镑，而美国只有 10.8 万亿英镑。 

 

各界预测中国的领导地位将会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中国经济在 2019 年的价值将为

16.7 万亿英镑，但预测美国只约值 13.8 万亿英镑，这表示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约 20%。 

 

如果没有调整生活成本，中国经济仍然比美国少 6.4 万亿英镑。 

 

虽然现时是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但专家认为中国在 150 年后超越美国已是全球经济中极具

象征性的时刻。中国在全球经济衰退前的三十年间均维持两位数增长，虽然近年已放缓，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在今年及明年依然会保持 7.4%及 7.1%的增长。 

 

读者们可以透过世界各地任何 UFL 办事处，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以及我们提供的

多式联运货运代理和广泛的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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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货运领导呼吁加强合作                             返回目录 

最近国际航空货运协会（TIACA）的航空货运论坛（ACF）指出航空货运业必须与监管机构

紧密合作。  

 

TIACA 联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世界海关组织（WCO），在为期三天的论坛和博览

会的开幕式上承诺将会有更密切的合作。 

 

TIACA 主席 Oliver Evans 说：「这个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必须一起面

对。」 

 

「协作是关键。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它能使人兴奋和自豪。」 

 

ICAO 秘书长补充：「空运业是连接全球的重要推动者，但我们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合作伙伴

关系和解决方案。」 

 

WCO 秘书长 Kunio Mikuriya 指出：「能在较早阶段甚或在装载前提早获取货物信息，是决定

处理高风险货物的方法的关键。这就是我们已开始与业界和国际民航组织紧密合作的原因，

我们正努力协作以避免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工作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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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复苏增强                                         返回目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了全球航空货运市场 2014 年 8 月的数据，航空货运量呈现

持续强劲增长。 

 

与去年八月相比较下，以货运吨公里(FTKs)计算出的增长为 5.1%。运力则自去年起上升了

3.4%，增长稍为放缓。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强劲升幅，去年七月同比增长为 6.1%。 

 

各地区的运输业均录得货量的升幅。紧贴着世界交易及经济活动的增强，位于中东、北美和

亚洲的航空公司亦同样录得强劲的增长约 5 至 8%。但由于巴西经济疲软和欧盟对于俄罗斯

企业的制裁，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长只约 1 至 1.5%。 

 

IATA 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说：「航空货运的前景显然是越来越好。然而，一些因素限

制了潜在的收益。航空货运需求增长慢于全球经济活动。虽然各企业表示对未来有更大的信

心，但政治和经济风险却缓和其实际的行动。」 

 

与此同时，波音预测在未来 20 年内航空货运量将有 4.7％的年增长率。在 2033 年，全球航

空货运量更预计增加一倍以上。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市场营销副总裁 Randy Tinseth 说：「经过几年的停滞后，我们看到了航空

运输的强劲复苏迹象，航空货运市场的增长已渐回复长期增长率水平。」 

 

航空货运增长较往年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世界经济低迷和表现欠佳的贸易增长，特别是透

过空运的传统商品。 

 

波音最新的预测显示亚洲北美和欧亚路线将继续成为世界最繁忙的航空货运市场。在未来 20

年，亚洲区内、中国境内和亚太北美市场预计将有着最快的增长速度。 



 

 

UFL 有着强大的网络贯穿以上提及的市场，并提供了专业的空运整合服务、大量的急件快递

选择和全面的航空物流业务。 

 

详细的 2014/2015 世界航空货运预测，请到: 

http://www.boeing.com/boeing/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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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与欧盟海关合作进行一项代号为“SNAKE”的联合行动，针对低估申报价值的货物。 

 

欧盟和当局在由欧洲反欺诈办公室（OLAF）协调的海关联合行动（JCO）中防止超过 8 千

万欧元的关税亏损。 

 

在 1 个月时间内，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和参与的海关当局发现超过 1,500 个集装箱的申报价值

被严重低估，包括商品的虚假说明、错误的重量和数量以及仿冒品。 

 

此外，海关当局成功确定几个所谓的失踪贸易商和不存在的进口商，引发一些国家的刑事和

行政调查。 

 

欧盟委员会指出，进口货物价值低估造成巨大损失，导致欧盟和各成员国的预算逐年增加。

进口到欧盟货物是根据产品的实际价值受特定的关税管制，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以欺诈手段

对自己的商品报称一个较低的值以增加他们的利润。 

 

是次行动专门针对这类欺诈行为，加强情报收集，扩大跨境合作，以更有效地作出打击。 

 

行动最主要的阶段发生于 2014 年 2 至 3 月，而所有参与官员则于 9 月 4-5 日于欧洲反欺诈

办公室设在布鲁塞尔的总部举行了会议，为联合行动的最终结果作出报告。  

 

而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海关总署打算继续进行这种协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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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扩大 C-TPAT 至出口商                              返回目录 

在 2014 年 10 月 13 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宣布扩大海关贸易伙伴反恐计划

（C-TPAT）至出口实体，让只进行出口贸易的公司利用其贸易便利化的好处。 

 

直到现时为止，按照 CBP 与日本及欧盟各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协议 (MRAs)，C-TPAT 进口商

的出口业务也有资格获得与该国的出口优惠。 

 

美国出口商将从与 CBP 签署 MRA 的国外合作伙伴得到便利。 

 

CBP 指出其好处包括减少受检率和时间、优先处理、得到一位 C-TPAT 供应链安全专家的支

持和参加 C-TPAT 培训和研讨会的资格。 

 

它亦指出处理整票货物在同一集装箱或拖车的出口商将能获得贸易上的便利。 

 

读者们可以透过世界各地任何 UFL 办事处，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在美国的业务以及我们提供的

多式联运货运代理和广泛的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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