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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尊敬的商业合作伙伴

4⽉份是我们的21周年纪念，⾮常感谢你们多年来坚定的⽀持。在这
21年的打拼中，我们为环通物流集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常骄傲。
这段旅程就犹如参与⼀场⻓跑⻢拉松⽐赛，⼀路⾛来的确不容易。

因此，持有正确的思维模式和⼼态是必不可少的。

新加坡⼤⼠港⼝即将开放，环通物流集团正为未来⼤量的物流需求

做好迎接的准备。如今，我们正如⽕如荼地进⾏业务扩展及提升服

务⽔平，同时使新加坡更进⼀步巩固全球枢纽港的地位。

除此之外，为了将环通物流集团推向物流⾏业的尖端，我们还利⽤

多⽶诺⻣牌效应的战略优势推动了⾰新理念及数字化的发展来提⾼

运营效率。

我们的员⼯在运营中依然扮演着⾮常重要的⻆⾊。为保持与⾏业技

术化的发展步伐⼀致，他们还参与了提⾼技能的计划进⾏提升⾃

我。此外，我们还在环通物流集团总部有幸接待了⼈⼒部部⻓杨莉

明，并简要分享了我们在招聘和培训⽅⾯配合政府所采取的⼀些措

施。

环通物流集团正为未来的新发展和新项⽬做好准备，我们也很期待

未来下⼀个21年的发展即将带来的成果。

林世福先⽣

环通集团公司创始⼈兼董事⻓

 董事⻓致辞



我国海事业从2020年到2024年预计可吸引到
200亿元的投资，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外交部兼交通部⾼级政务部⻓徐芳达在国会拨

款委员会辩论交通部开⽀预算时，分享海事业

未来的发展作为国际海事业枢纽的地位，⿎励

海事企业把海事法律与仲截、船舶管理、海事

保险等业务拓展到本地。

徐芳达透露，⼤⼠港⼝将如期在今年底完成第

⼀阶段填海⼯作。第⼀阶段⼯程占地约400公
顷，21个泊位运作全⾯投⼊运作后，每年可处
理2000万个标准箱。⼤⼠港预计2040年竣
⼯，⾯积相当于两个宏茂桥市镇，每年可处理

6500万个标准箱，⽐我国⽬前的能⼒多50%。

政府也将发展⼤⼠南，在接下来20年⽤⼯作业
⽤途。当局将为员⼯探讨可⾏的交通选项，并

与国家发展部合⼒增加我国西部的公共住屋选

项在。

交通部⻓王⼄康说，海事业在疫情中保持强劲

有⼒，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只⽐2019年少1%。
政府对海事业今年的展望也持审慎乐观态度。

外交部兼交通部⾼级政务部⻓徐芳达在国会拨

款委员会辩论交通部开⽀预算时，提到新加坡

将进⼀步巩固国际海事枢纽的地位，并透露⼤

⼠港⼝将如期在2021年底完成第⼀阶段填海⼯
作。这⼀系列的宣布不但显⽰新加坡对海事业

的重视与展望，更为海上运输业、物流业打下

⼀剂“强⼼针”。

环通物流集团⼤厦离⼤⼠港⼝仅100⽶的地点
优势，在运输、配送等物流服务可缩短⾄30分
钟内完成。这优势将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提

⾼业务效率。环通物流集团会继续为21年来与
我们合作的客⼾们争取并创造更多的价值。

环通物流集团凭
借⼤⼠港⼝的开
拓优势提升物流
运营效率及实现
成本效益



《Business APAC》
亚太商务杂志之刊登

我们的创始⼈兼集团董事总经理——林世福先⽣於
《Business APAC》杂志中分享了环通物流集团
的起源，同时也分享了多年来公司的发展趋向及⾄

今如何转变成为全世界及亚洲的纽带焦点。

在这⼀期刊登中，他还强调了环通物流集团如何朝

着多元性及敏捷性的业务⽬标来适应冠病疫情期间

的市场需求及挑战。 
“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及
专业的知识⾜以⽀持物

流、货运代理、仓储、增

值服务及电⼦商务等⽅⾯

的业务进⾏发展，同时还

可将全球海内外的市场连

接起来。”

查看全⽂: https://www.businessapac.com/business-
apac-unified-logistics-companies-2020/

https://www.businessapac.com/business-apac-unified-logistics-companies-2020/


强⼤、多元化、准备就绪的团队组织

在环通物流集团，我们通过战略性招聘各

个业务部⻔和技能组的⼈员，加强了我们

在新加坡的业务范围，并扩展到国际市

场。

正如李总理在2021年2⽉新加坡预算案之
前早在2021年2⽉早些时候恰当地指出的
那样，“当阳光明媚时，我们必须准备好抓
住新的机会。”

在我们最新的媒体宣传中，环通物流集团

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中都受到关注。加倍我

们对新⼈才的招聘和管理是迈出第⼀步，

使⾃⼰做好准备，并在出现新机遇时加以

利⽤。

如同《People Matters》, 《联合早报》,
《Singapore Business Review》, 《海
峡时报》, 和  《今⽇报》. 中的内容所刊登。

点击这⾥了解更多内容

https://www.plg-logis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PEOPLE_MATTERS_.pdf
https://www.plg-logistics.com/news/zaobao-translation-suzanne/
https://www.plg-logis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SINGAPORE_BUSINESS_REVIEW_.pdf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jobs/ex-tanker-driver-starts-new-career-at-local-logistics-firm
https://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weeks-after-losing-fb-job-single-mother-secured-logistics-sector-role-aided-jobs-growth
https://www.plg-logis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E5%81%9A%E5%A5%BD%E7%89%A9%E6%B5%81%E4%B8%9A.pdf


新加坡物流及供应链产业的基础

建⽴于本⼟的转⼝貿易资产根源

上。新加坡在经历了各种的历史

篇章，如今已变得更强⼤并且还

可以加强及重申其国际贸易和运

输枢纽的战略优势。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期的影
响，将再次挑战新加坡作为国际

贸易和运输枢纽关键的地位和战

略趋势。

东南亚周边国家正在蓬勃地发展

其运输设施，进⽽提⾼竞争⼒。

为了维持新加坡的贸易和运输枢

纽在竞争中⼀直获得领先的地

位，环通物流集团拟定了三个关

键要素来⾯对挑战。

将新加坡国际贸易和运输枢纽的优势强化

坚持数码化的发展

全球的发展动态⼀直不断地在进

化中，这将引导我们应如何加强

及塑造未来的竞争趋势。

为保持我们对数据化发展的承

诺，我们将提⾼信息技术的能⼒

并拟定⼀个特定领域的⻓期计

划，同时也相信该计划在未来能

促使我们的贸易枢纽拥有更好的

展望。

我们涉及仓库基础架构的⾰新

化、⾃动化和强化的科技优势来

增强我们的效率和成本绩效。

培养新⼀代的领导者
为了坚持数字化的发展及提升我

们主要贸易和运输枢纽的地位，

我们严格招募了合格且具丰富经

验和技能的⼈才加⼊公司。

另外，为配合这个瞬息万变的时

代，公司还提供了各种培训课程

进⽽加强员⼯们在相关⾏业的新

技能与新知识能⼒。

我们相信，物流领域将在未来的

10⾄20年间产⽣巨⼤的变化。

环通物流集团积极参与新加坡的

⼤专⽣课程计划并协助培养未来

的栋梁成为新加坡下⼀代的物流

专家或领导⼈。

除此之外，通过精⼼设计的继承

计划，环通物流集团得以专注并

成功保留住为企业组织⻓期贡献

的⼈才。环通物流集团还可以成

为强⼤的联系点，同时吸引各国

组织及企业加⼊，以促使新加坡

拥有更多通往新机会的途径。

随时把握新机遇

李总理在评论《2021年预算》中
曾表⽰：“当阳光再次照耀时，我
们必须随时准备好把握新机

会。”这⼀⾦句即将为新加坡未来
的国际贸易建设及运输枢纽开拓

带来⼀定的分量。

另外，环通物流集团的灵活性、

响应能⼒、功能性以及动态发展

资源将引导本地及海外的办事处

成⽴更强⼤的基础架构。这也为

我们提供了先⾏优势，并得以顺

利地抓住各种机会。

因此，可⻅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中已抓住了“⼀带⼀路”的商
机。⽬前，环通物流集团正在

开拓越南新兴市场、⽼挝物流

园区及⽼挝航空货运码头的项

⽬等。

为不断扩⼤新加坡在国际贸易

的影响⼒，环通物流集团持续

与GLN和WCA等国际贸易协
会成为合作伙伴。

环通物流集团利⽤在东南亚和

亚太地区的经营⽹点引导了更

⼤规模的货物服务，同时借由

新加坡处理相关业务流程。⼀

旦准备就绪，我们便可随时采

取⾏动并迎接机会的到来。

团结奋进

环通物流集团将会以更好的

措施继续向前迈进及强⼒⽀

持各种价值链的整合能⼒，

以协助新加坡持续应对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全球

变化。持续的发展是商业策

略之⼀，这与新加坡未来的

发展⽅向⼀致。我们利⽤全

新的能⼒以确保巩固及加强

新加坡从今往后的贸易和运

输枢纽的战略地位。

能顺利地将世界各地的商品和

服务结合是新加坡在国际上作

为运输中⼼点的重点优势。

数字化领域能够使我们了解更

多潜在的挑战与未开发的机

会。



我们的公司地理位置座落于⼤⼠港⼝附近，能够

为货物提供更⾼效率的运转及更快速的搬运服

务。

⽬前的扩展计划希望有助于扩⼤我们的业务，以

利于⽀援⼤量来⾃港⼝的货物。

多年来不断地扩展和改善服务并成为全能

解决⽅案的物流供应商，环通为此感到⾮

常光荣。我们为客⼾——GE repair
solutions 解决⽅案公司带来的服务，
如：从提供⽊箱鸽⼦笼进⾏安全转移他们

的涡轮叶⽚，再到有能⼒做多轴联运将他

们的货物储存和运送到港⼝。

我们 "能⼲"的态度不仅驱使我们能够⼀路
接受不同的挑战，还可为各个⾏业领域提

供更多的物流服务。

运输X光机

环通物流集团为了⼤⼠港⼝第⼆阶段的开

发，特地安排了项⽬团队进⾏卡⻋运输、

集装箱拆装和交付X光机的准备⼯作。

多轴运输

我们的项⽬



活动

环通物流在我们的总部

接待⼈⼒部部⻓杨莉明

我们很荣幸在⼤⼠南区的总部接待了

杨莉明部⻓和国会议员朱倍庆。我们

带领他们参观了我们的内部设施，也

分享了部分公司未来的计划。

为了⽀持我们的扩张计划，环通借由

各种政府计划来协助公司进⾏招聘来

⾃各界⾏业的⼈才和提升⼯作技能。

环通物流集团创始⼈兼集团常务董事林世福在访问中提到："我们聘⽤的新雇员拥有其他
⾏业背景的相关经验与技能，他们的背景也相当符合我们公司正在探索的⼈才，这些正

是我们环通团队⽬前所缺乏的领域技能，如海外业务。招聘奖励计划不仅给了我们信

⼼，也在疫情期间壮⼤了环通的团队。"

祝贺环通物流集团21周年⽣
⽇快乐！

环通物流（中国）有限公司进⾏了环通21周年
纪念的庆祝仪式。环通物流集团⾃2000年成
⽴⾄今，已可称之为是⼀场⻓跑⻢拉松⽐赛。

经过20年不懈的努⼒，造就了环通如今的地
位，为此我们感到⾮常骄傲。过程⼀路⾛来的

确不容易，但是毅⼒使我们更坚持、更⼒求上

进。未来我们还会更发奋努⼒继续往前冲刺，

同时启动更多的新挑战，并朝着”百尺竿头更进
⼀步“的精神不断向前迈进。

新加坡⼈⼒部--新加坡劳
动⼒局合⼒在万吉市场举

办的招聘会

为我们的⼈⼒资源部⻔欢呼，近期参加了

万吉市场的招聘会，为环通物流迎来热⾎

沸腾的⼈才加⼊环通家族。我们将继续参

加新加坡劳动⼒局组织的招聘会，并感谢

所有申请者表⽰有兴趣加⼊环通物流。



共同与未来新⼀代领导者奋勇向前

在过去⼏个⽉间，⾮常荣幸能与来⾃新加坡理⼯

学院⼀年级的学⽣⼀同⼯作，同时在12⽉时得以
⻅证学⽣学成的过程。这⼀段旅程都为彼此带来

了振奋⼈⼼的喜悦感。

我们⾮常感谢学⽣们的努⼒付出，他们的表现也

相当出⾊。从中即可看出他们具有⽆限的潜能，

并且令⼈赞叹不已！因此，我们希望借由此活动

项⽬能够提升他们对本地物流⾏业的理解及兴

趣，特别是更深刻了解许多有关⼤⼠港⼝的项⽬

⼯作。

在未来，我们依然期待与各⼤专院校建⽴更多的

合作机会，共同培养下⼀代领导者并让本地物流

⾏业更上⼀层楼。

“⾰新技术驱使物流
业的发展。”

“培植本地物流⼈⼠
的未来是我们的热

忱。”



我们正在招聘 !

3级和4级司机
仓库助理

客⼾服务

欢迎加⼊我们的成⻓团队！

随着环通集团公司的迅速发展，我们为有意向

的各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为合格的候选

⼈提供诱⼈的薪酬和优秀的职业发展机会。

提供的全职岗位如下： 



联系我们：marketing@plg-logistics.com
或发送电⼦邮件给我们，以接收我们每⽉的企业通讯。

微信搜⼀搜

PLG 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打开“微信/发现/搜⼀搜”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