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专注亚洲，连接全球

我们利用深厚的亚洲地区专业知识，强大的网络，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和基于高新技术的个性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灵活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我们在物流，货运，仓储，增
值服务和电子商务领域的经验、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能够
有效地连接并调动全球和区域市场的共同发展。我们的网
络超越了我们自己国家的边界 ，延伸全球，我们是
IATA、WCA、GLA 和 GLN 网络的成员。

我们专业的团队、敏捷的思维和多模式的解决方案帮助客
户实现高效运营，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专注与核心工作。
环通物流正勇往直前地走在时代前沿，追求和改进物流在
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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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环通物流集团迅速成长为业内领先的物流和货运
服务供应商，目前在集团公司旗下的分公司里，新加坡总部员工已略
高于200名。环通物流在全球11个国家(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老
挝、韩国、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德国)拥有
19个网点的全球联系和区域网络，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和具有成本效益
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其中许多客户是跨国公司。

目前，环通物流在毗邻新加坡大士超级港区拥有总面积为700,000平
方英尺的旗舰企业大楼和现代化仓库。结合其余4个租赁仓库，环通
共管理着面积为150万平方英尺的庞大仓库空间，以更好地服务于多
元化的客户群体。

环通物流集团于2000年由林
世福先生在新加坡成立，从
一家最初仅有两名员工的货
运代理公司迅速成长为业内
领先的物流服务供应商。

关于我们

我们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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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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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在
新加坡成立。

增设运输部门以提高环
通物流的自主服务能力。

在上海成立货
运代理公司

在新加坡大士设
立3千平方英尺

的仓库。

获得ISO 9001-2000
认证。

获得新加坡海关颁
发的零税点仓库许

可证。

在马来西亚成立环通货运销售与代理
公司

荣幸成为马来西亚-汉莎航空一般销售
和服务代理(GSSA)

获得新加坡机场警察局颁发的RACA
（受监管的航空货运代理）资格

获得新加坡
国税局颁发
的第三方物
流计划认证

获得ISO 28000-2007 认证

在缅甸仰光成立环通缅甸分公司

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环通菲律宾分公司

在泰国曼谷成立
环通泰国分公司。

与铁路运营平台渝新欧公司共同出
资成立合资公司

在印尼雅加达成立环通印尼分公司

荣幸成为柬埔寨-汉莎航空一般销
售和服务代理(GSSA)

在德国杜伊斯堡成立YPL(欧洲)公司

荣幸成为马来西亚-瑞航世界货运一般
销售和服务代理(GSSA)

新加坡环通大楼正式落成
并投入使用

在老挝万象成立环通老挝
分公司

环通在韩国首尔
成立了办事处

环通（新加坡）覆盖
设施已拓展至8间，面
积共达140万平方英尺

仓储设施已获
得清真认证

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和AMZ集团在老
挝创办的合资公司



环通物流集团覆盖范围



YPL（德国）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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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PL（德国）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是环通物流集团自 2017 

年在德国杜伊斯堡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专门从事欧洲和

亚洲之间的多式联运和铁路货运业务。

• 我们位于德国杜伊斯堡，可以通过陆路、铁路和驳船通

往该地区所有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我们实现多式联

运。

• 我们依托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深入对接在欧洲、

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帮

助您节省成本和优化运输时间。 此外，随着中国-老挝

铁路开通运营，我们认为铁路服务极具潜力进一步向南

发展，延伸到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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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 我们目前的铁路服务包括东行/西行线路，我们

计划未来将覆盖南行线路

• 除铁路货运外，我们也提供空运和海运服务

• 我们的多语言团队 (普通话/英语/德语) 能够

为您提供有力的客户支持

• 提供完整的报关和货柜集散站 (CFS) 服务

• 根据需求，我们也可安排在欧盟和中国境内为

整箱 (FCL) 和拼箱 (LCL) 货运安排最后一英

里的提货、交货服务

YPL（德国）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环通物流集团铁路货运/多式联运网络



中国外运-环通（老挝）
物流有限公司

• 中国外运-环通（老挝）物流有限公司是中国外运股份有限

公司、环通物流集团和AMZ集团在老挝创办的合资公司。

• 随着老挝发展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枢纽，我们

合资公司专注于提供中国、中印地区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

铁路货运服务和多式联运服务。

• 我们目前在老挝参与的长期项目包括联合开发万象物流园区

（VLP）和在瓦岱国际机场建设新的航空货运站等一系列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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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营业执照(老挝)

我们通过邮政运输物品，也可以为客户提供较低成
本的解决方案。

获得该许可证，我们可以:

• 可向老挝境内外提供快递服务

• 为客户规划最后一英里的送货服务

• 有机会与电子商务行业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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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CZ)的货运及客运
总代理

2020年，中国南方航空(CZ)委任环通物流为老挝货运及客运的销售与服务总代理：

• 确保各项操作完全符合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和安全要求。
• 管理所有进出往返航班，确保满足航班准时性及货物最大装载量。
• 专门从事支线客货运输，与国家大型干线航空公司、政府、机场通力合作，开创互

通互融为目标的航空运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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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续任为新加坡-四川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委员会成员

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SSTIC）是
一个双边经济框架，旨在加强新加坡与四川
省的经济关系。

环通物流再次续任委员会成员，任期为3年
（自2020年9月至2023年9月）。

环通物流集团的目标是为参与和促进新加坡
与四川之间的双边合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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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设施



环通物流集团大楼
（新加坡总部）

• 环通物流集团总部毗邻新加坡大士超级港
口

• 在屋顶设有2层360度环绕海景的办公空间，
每层办公空间为2.5万平方英尺

• 拥有10万平方英尺的屋顶停车空间

• 七层总面积达到70万平方英尺

• 设有50万平方英尺的常温仓库和10万平方
英尺的开放式轻型货物储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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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集团大楼
（新加坡总部）

区域 承重（千牛/平方米） 层高（米） 面积（平方英尺）

1层仓库 50.0 8.3 100,000

2层仓库 50.0 8.6 100,000

3层仓库 20.0 8.6 100,000

4层仓库 20.0 8.6 100,000

5层仓库 20.0 8.6 100,000

6层露天停车场 15.0 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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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集团新加坡设施

Future Tuas Mega Seaport

Changi

Chin Bee

10 Tuas South 
Street 1

13 Tuas South Street 6
PLG HQ
31 Tuas 

South Link 4

30 Tuas South 
Street 1

73 Tuas 
South Ave 1



-

环通物流集团新加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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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 Bee 

Changi

PLG HQ
31 Tuas South Link 4

10 Tuas South Street 1

FUTURE MEGA PORT 
CITY

13 Tuas South Street 6

30 Tuas South Street 1

73 Tuas South 
Street 1

地址 Changi 31 Tuas South 
Link 4

13 Tuas South 
Street 6

10 Tuas South 
Street 1

Chin Bee
(第四方物流供应

商管理)

30 Tuas South 
Street 1

73 Tuas South 
Ave 1

设施类型 空海运输运营办
公室兼仓库

坡道式多层仓库
全球总部

常温仓库 常温和冷藏仓库 空调温控/冷藏/
冷冻仓库

常温仓库 常温仓库

许可证 机场自贸区 零税率仓库/保税
仓库

医疗设备 厂家货/普通货物
零税率仓库/保税
仓库

普通货物 普通货物 普通货物

面积
(平方英尺)

8,000 700,000 75,210 220,000 50,000 223,000 120,000

业务范围 空运、海运
陆路运输
关务服务
增值服务

旗舰总部 医疗设备 普通货物 高科技产品
电子产品
化学产品
冷链运输

普通货物 普通货物



环通物流集团业务概览



清真货物存储服务

仓库管理服务

我们提供的服务

项目物流服务恒温与冷链仓库服务

食品物流服务

环通物流货运服务 陆路运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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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物流

销售和服务总代理



铁路多式联运

我们的专业团队
将根据您的业务
需求，为您的企
业提供更具成本
效益的选择方案。海运

通过与顶尖船务公司
的合作，环通物流为
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
海运服务。此外，通
过最先进的 VMI 技
术，客户可以实时监
测货物的动向。

环通物流集团货运服务

陆路运输

我们提供灵活的货物
入库管理，关务代理
以及到库清关服务，
加快跨境运输的效率。

空运

环通物流的空运服
务经国际认可是，
IATA和 GLN的协会
成员，与业内各企
业伙伴保持着良好
关系并获得广泛的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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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运输管理系统

• 危险品、活体动物、化学品、集装箱载货/卸货以及普通货物运输
• 专业设备，重型起重机服务，超规格货物处理
• 短驳运输
• 交通护航服务
• 货运协调管理
• 冷链运输
• 循环取货
• 提供每周七天 24小时全天陆路运输服务
• 车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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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数量

小型货车 6

中大型货车 （8英尺，10英
尺，14英尺，24英尺）

22

18英尺和24英尺冷藏车 4

20英尺集装箱骨架半挂车 25

40英尺低平板半挂车 1

40英尺平板半挂车 4

40英尺集装箱骨架半挂车 22

40英尺篷布侧帘厢式半挂车 2

牵引卡车 6

总数 92

我们的卡车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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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和服务总代理

• 管理航空公司的政策、关税和规章制度管
理航空公司的货运/客运业务

• 开发新的业务和市场，扩大航空公司的业
务和市场份额

• 管理和监控航空公司的航班和地面运营，
以实现所有航班的最佳空间和座位利用率
并促进平稳运营

• 代表航空公司讨论与其业务和交通/着陆权
有关的事项

• 通过与政府、机场当局和业务合作伙伴建
立密切的关系来提升航空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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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管理服务

• 库存和采购订单管理
• 越库配送
• 常温、空调、清真储存服务
• 成套配送和拆分服务（生产线给料/MRO渠道集成）
• 装配与简单修复工作
• 配备高架起重机，窄巷道托盘货架系统，普通叉车和前移式叉车
• 零税率和保税仓库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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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与冷链仓库服务

主要特点：

• 先进的仓库管理系统（WMS），用于管
理所有货物动向和处理服务

• 冷冻、冷藏、空调和常温储存设施

• 温度监控与记录系统

• 通过精心设计的布局加快货物周转时间

• 无缝衔接的冷链系统

• 用于储藏各种温度敏感物品，如药品，
食品，电子产品等

我们的空调仓库位于新加坡
Chin Bee，配有 24小时全天
保安系统。我们的空调仓库的
日常操作由经验丰富的员工团
队和使用包括冷藏车，卡车和
前移式叉车等车辆在内的车队
共同完成。

我们的综合服务范围包括仓储，
仓管，配送网络管理，国际货
运代理，海关检查安排，本地
和海外运送（通过陆运，海运
或空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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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为提升高价值货物的超级项目提供精确的规划和相互协
调。我们在处理和运输重载货物方面的专业能力严格按照
QHSE 标准执行。

我们处理的货物类型：
• 散装货物
• 项目货物
• 超标货物

我们的服务范围还包括以下内容：
• 有盖仓库和存储服务
• 楔垫与绑索固定
• 钢铁除锈和润滑
• 模板漆印和标记
• 动员及复员服务

项目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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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搬运服务

对于企业而言，搬运机器既耗时、压力重重又需高成本。聘请合格且经验丰富的
合作伙伴来管理安排您的全套搬迁项目则至关重要。

环通的专业团队能够熟练地对复杂的机器进行拆卸和重新组装，并将整个机械设
备进行吊起、旋转、精确定位等操作，最终重新安置到全岛任何所需位置。

• 灵敏设备的搬运，精准机械定位

• 完整机械设备的搬迁服务

• 拆卸与退役设备处理

• 细致的精准调平服务

• 重型设备和机械的搬运和索具吊装操纵

• 安装和重新调试服务

• 运输服务

• 仓储与贮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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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物流服务

环通物流集团的多功能性和多种服务
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端到端食品物
流服务提供商。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
货运业务方面的丰富经验来管理您的
货物，无论是通过空运、海运、铁路
还是多式联运，我们都能完善处理所
有必要的清关和文书工作。

我们拥有配备齐全的食品运输和储存
方案，可以有效处理各种食品及其温
度敏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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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集团为满足利基清真市场的快速增长供需迎接了挑战，特别是在清真食品行业
方面。我们的仓库现已通过清真认证，可为企业提供端到端清真物流解决方案。

环通仓库管理专业团队致力于通过严格管理清真物流业务流程，在运输，储存以及货物
处理方面都将按照伊斯兰教法原则，确保清真货物的完整性。

清真仓库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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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
• 敬业且经验丰富的团队来安排处理整个过程
• 现场联络服务（如果情况允许）
• 自己的车队以进行有效的运输，且能够更好地控制交付和收货时间安排
• 特殊项目小组以支持大型或重型展品的包装和运输处理服务
• 海关TIB计划以及/或者零税率仓库，以暂停征收活动运输的消费税
• 定制的解决方案/运输处理以及/或者特殊处理要求
• 为复杂的设置提供后续的货物交付服务
• 铁路货运服务作为我们空运和海运的补充，是另一种多式联运选择

凭借环通物流集团的丰富经验以及遍布多个国家的网络分
布，我们公司团队能够以其奉献精神和专业知识为客户提
供综合一站式展会与活动物流服务。

我们的展会与活动团队将为您精心策划，热诚协助活动的
开展执行，让您在活动策划中尽享畅通无阻的卓越体验。

会展物流



内部增值服务



个性化增值服务

• 重新包装与打托

• 气密（USA）化学泡沫包装

• IPPC 认证热处理

• 分类储存

• 标签制作 & 使用

• 分拣，贴标与交付

• 个性化定制木质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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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和喷砂

我们的喷漆车间配备烘干设备，能够加快工作
效率，减少油漆干燥所需的处理时间，满足客
户的 KPI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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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缩包装解决方案

环通物流提供工业热缩包装服务，作为货物、工
业器械、飞机、车辆/机动车、设备以及大型机
械装运过程中或存储时的外层保护。

热缩包装技术适合用于：

• 需在室外覆盖存储的货物

• 作为室内储存的附加保护措施

• 不需要木箱包装但在运输过程中需要遮挡，避
免雨水或灰尘污染的货物

优点：

• 外形美观

• 易于包装

• 防晒保护性好

• 具防水性能

• 节约成本

• 通过拉链门方便进行货
物的售后服务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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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包装新方案

在备用纸箱上启用企业徽标主
题自定义设计

防护措施解决方案：

(A) 吸塑包装设计理念

(B) EPE 泡沫激光预模切

• Tripe “S” 摄像图片处理
方案+ 物联网服务平台(由
环通开发)

• 物料搬运项目的联合协作

• TUV SUD PSB 实验室关于纸
箱质量和性能的测试报告

零件备件的内箱保护措施：

• 单层或多层吸塑热封包
装

• 应用厚度大于25.4mm的
白色 EPE 泡沫，4至6面
作为墙面保护层，可在
人工操作过程中吸收外
部冲击

• 自定义预冲切模具在EPE
上可有效固定住产品

• 带有条形码，QR码和密
封贴的包装保证

条码，二维码
和密封

• 符合ASTM D4169-
16“掉落测试”标
准

• 符合ASTM D4169-
16“压缩载荷”产
生偏转作用标准

• 证明包装产品能够
承受人工操作期间
发生的风险

• 证明包装产品能够
承受车辆运输过程
中的压缩载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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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集团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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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咨询

环通物流集团（樟宜办公室）

9 Airline Road Unit 02-28, 
Cargo Agents Bldg D, P.O. Box 740,
Changi Airfreight Centre, Singapore 819827

环通物流集团（总部）

PLG Building, 

31 Tuas South Link 4
Singapore 636834

新加坡办事处：联系我们: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

PacificLogisticsGroup

PacificLogisticsGroup

+65 6335 0020 (总部)
+65 6542 2168（樟宜办公室)

sales@plg-logistics.com

plg-logistics/corporate-video

mailto:sales@plg-logistics.com
https://youtu.be/Fqug7DormZQ


谢谢

plg-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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