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通（印尼）运营和物流公司



公司简介：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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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专注亚洲，连接全球

环通物流连接着亚洲和世界，为国家，企业和人民共创美好
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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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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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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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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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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物流大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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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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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环通(印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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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印尼)公司提供的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印尼本地及跨境地区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环通
（印尼）分公司于2016年成立。我们的标志于2022年正式注册并获批
为商标。

我们公司为印尼以及全球的国际公司提供根据客户需要的物流服务，
这其中包括了运送成品和提供专属服务，以满足企业客户的特定物流
需求。

我们为位于印尼各地区的项目货物提供专业和多样化的项目物流服务，
包括对于偏远地区的货物运输项目服务，以及在运送过程中需要采取
特殊条件、设备和专业手段的物流服务。

我们的专业物流团队将持续为客户提供24/7全天候支持。

EGLN # : 113370WCA # : 15262



环通物流印尼简介 | 10

空运服务

• 进口/出口货运代理

• 普通货物和特殊货物的处理

• 项目物流货物处理

• 海关清关

• 海关报关业务代理

• 包装和托盘码垛

• 卡车运输

• 仓储和分拨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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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服务

• 国际多式联运、海空联运、海运以及海陆联运

• 整箱/拼箱及常规服务

• 海关报关业务代理

• 一般/危险/超大及贵重货物的处理

• 货物保险

• 熏蒸/包装/仓储/其他增值服务

• 海关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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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报关业务代理服务

• 完整处理所有海关手续

• 进出口报关流程

• 关税和税率评估

• 进口货物约束和限制评估

• 装运前的货物预检

• 海关舱单和进出口报关单

• 与海关的电子数据交换

• 处理特殊文件，如FLAGT、进口许可证、单证签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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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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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PT. Pacific Integrated Logistics 
Indonesia

Griya Sejahtera Sunter Icon Blok B9 
Sunter Agung – Tanjung Priok
Jakarta Utara 14350

环通（印尼）办事处:

+6221 2937 6335

+6221 2937 6335

elvia.hidayat@plg-logistics.com

plg-logistics/corporate-video

欢迎与我们联系:请关注我们:

PacificLogisticsGroup

PacificLogisticsGroup

plg-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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