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戶更快獲取信息 降低成本
UPS推新可視化解決方案
美國聯合包裹（UPS）昨日在香港舉行

以 「科技推動物流發展」 為主題的2012年
亞洲科技高峰會，並宣布推出新的可視化解
決方案，計劃今年推出專為司機員設計的新
一代流動手提電腦DIAD V。DIAD V中的
2D成像器能加速上傳包裹信息至UPS網絡
，實現雙向資訊溝通，令客戶更快獲取貨件
信息。

實習記者 王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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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設備將於今年首先在日本、台灣、新加坡、
澳洲、泰國、越南市場推出，而香港、韓國和內地市
場的DIAD V計劃於明年推出。

UPS 亞太區高級副總裁兼首席信息官戴夫巴恩斯
表示，UPS的可視化解決方案，具有三大功能：包括
實時績效標準的多功能控制能力、預測供應鏈突發狀
況的預測能力以及降低成本、增強客戶體驗的能力。

每年科技投資10億美元
戴夫巴恩斯稱，UPS每年用於科技投資達10億美

元，目前在亞洲地區不斷發展壯大，現已建成深圳轉
運中心，並將持續投資中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目前
，UPS在亞太地區擁有超過353個現場庫存點（FSL）
，其中 121 個設在中國，每個現場庫存點都擁有成千
上萬個存儲地點。

戴夫巴恩表示，物流雲系統簡單便捷，以移動裝
置為載體，將供應商、顧客、海關等環節緊密銜接。
全球供應鏈需要科技來實現複雜的可視化工具，UPS
的可視化解決方案包括實時績效標準的多功能控制能
力、預測供應鏈突發狀況的預測能力以及降低成本、
增強客戶體驗的能力。

UPS 亞太區資訊部副總裁克特魯索稱，UPS 在科
技方面的創新推動了全球 2%的 GDP 增長，改善了世
界環境、促進了社區建設作。科技的應用為UPS在業
務增長、成本管理和客戶服務方面均帶來了利益。

UPS 每天處理約 3210 萬在線信息追蹤請求，而
DIAD V中的2D成像器能加速上傳包裹信息至UPS網
絡，實現雙向資訊溝通，令客戶更快獲取貨件信息。
此外，第5代DIAD外觀更小巧、更堅固耐用，並且可
應用高速 Wi-Fi 下載培訓視頻，讓內部操作更迅捷流

暢、減少成本和紙張使用，實現了可持續發展。

明年10萬部DIAD V面世
新一代的DIAD有GPS系統，能預先查詢路況，

降低塞車的風險，提高到貨速度，同時減少漏件情況
，至 2013 年，全球共有 10 萬部 DIAD V 面世。UPS
補充，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利用科技改善物流的
發展，尤其是在醫療物流上。

UPS 亞洲區總裁德瑞克伍德沃德表示， 「隨着移
動技術的持續發展，追蹤解決方案也愈顯創新，這點
在亞太地區尤為明顯，因為新加坡、澳洲、香港以及
中國城市地區的智能手機使用率均高於美國」。UPS
的手機物流網站擁有12個市場的地方語言版本，能為

客戶提供移動接口、貨運狀態查詢、匯率計算、發送
電子郵件提醒與追蹤號碼等即時服務。另外，UPS的
技術解決方案以電子數據替代紙質，令產生延誤的可
能減少了 41%，並且確保了公司的合法經營。他說，
「科技助力反向物流，正確的技術使得回郵流程更加

有效。同時，科技改善存貨管理，幫助消除存貨差異
，根據地域評估關鍵零件存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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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形成兩主力機隊
新加坡航空香港區總經理謝能達昨日表示，新航波

音747客機今年內全部退役後，未來的主力客機之一將
是777-300ER客機。而全球巨無霸的空巴A380型飛機
總共19架，最後一批4架，將於今年內交付，構成該公
司兩支主力客機機隊。

新航今年淡季推出一條新航線，由香港經新加坡至
澳洲達爾文。該線在新加坡至達爾文航段由新航姊妹航
空公司勝安航空負責，雙程來回經濟艙機票只須 2100
港元，但稅項燃油附加費須 3900 港元，典型的票價低
稅項大。公關經理初君柱解釋，達爾文在澳洲北領地，
自然風貌為主，港人過去很少可以以兩程機直達，今次
是讓旅客在旅遊點選擇上有更便捷的航空服務。

凱富石油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馬達加斯加南方石油
公司最近成功開採馬國3112油田，在對油田進行油氣
開採和測試作業後，據專家現場觀察和所採集的數據
顯示，油氣品質優良，儲量亦極為理想。

凱富石油主要業務是對其所擁有的油田進行石油
、天然氣的勘探、開採、經營和石油、天然氣、化工
產品的國際貿易業務。

凱富石油透過全資附屬擁有馬達加斯加共和國
3112 石油區塊 100%股份權益。馬國 3112 油田佔地面
積為9290平方公里，凱富石油擁有該油田的石油為期
30年、天然氣為期35年的勘探、開採、經營權和合同
約定的油氣分成權益。

馬國3112油田MHB-1油井，由雲南開元石油天
然氣鑽探工程公司承包打井開採工程作業，於2011年
7月初正式開鑽，2011年9月8日成功完鑽，完鑽油井
井深2799.95米。

鑽探進展到 1780 米至 2799.98 米段發現和取得了
18層極厚的重大石油儲層，完鑽前又發現和遭遇到強
烈的天然氣，地下天然氣的氣壓非常強大，並出現了
油井大量油氣持續高壓自然井噴的情況。

油氣品質優良
在開元石油完成和具備投棒射孔開採油氣和測試

油氣的各項準備工作之後，於 2011 年 9 月 24 日 23 時
零 5 分開始對油井投棒射孔進行油氣開採和測試作業
，至 25 日凌晨 4 點 20 分，高壓油氣強勁噴出，馬國
3112 油田 MHB-1 油井投棒射孔進行油氣開採和油氣

測試作業取得了圓滿成功。根據專家現場觀察和所採
集的數據顯示油氣壓力強勁，油氣品質優良，顯示馬
國3112油田的油氣品質和儲量均極為理想。

馬國3112油田MHB-1油井投棒射孔開採油氣和
測試油氣作業取得圓滿成功，對探明區內地層油氣品
質和油氣儲藏量其作用重大，MHB-1 油井所具有的
優質油氣和可觀的油氣儲量，為馬國3112油田油氣的
工業性生產造就了極為重要的有利條件。馬達加斯加
共和國政府對馬國南方石油所取得重大的油氣開採成
果表示熱烈祝賀。

部署五大配套
乘馬國3112油田鑽探取得重大油氣成果的東風，

凱富石油集團正在部署和實施一系列的配套項目：
（一）為油氣生產和銷售作出系統的安排。（二）利
用馬國3112油田的油氣生產條件，將與馬國政府合作
，共同創設經營工業園區、保稅區，招商引資，引進
生產加工企業，特別是大型耗能企業。（三）利用馬
國3112油田的油氣產品，建立供油供氣站，為馬國當
地的加油站提供油氣供應，為當地住宅社區提供管道
天然氣。（四）利用馬國3112油田的油氣產品，建設
以油氣為燃料的發電廠，為工業園區以及當地城鎮提
供電力供應。（五）繼續進行打井開發工程，為油氣
商業規模生產創造條件，安排完成油田探明儲量和油
田資產的評估，為油田資產和油氣生產銷售創造上巿
經營條件。

凱富馬國油田成功開採

武裝對抗海盜最有效
【實習記者陳曦報道】 「香港航運周」昨日進入第

2天，會議主題是航運業風險管理。與會者主要就如何
解決日益猖狂的海盜問題進行研討，除討論了海盜贖金
問題之外，還就選擇保安服務供應商須留意的事宜進行
探討。倫敦海上保安公司 Protection Vessels Int'l 主席
Dom Tee 表示， 「建立武裝防衛隊是解決海盜問題最
有效的途徑」。

C-Level Maritime Risks 創 辦 人 Michael Frodl、
Rubicon Resolutions（UK）總裁 John Davidson 等 6 人
參與是次會議。經過一番激烈討論，他們認為對抗海盜
有3種解決方法：一是完善立法，呼籲能在國際海事組
織（IMO）的支持下建立相關立法機制，以此國際公約
推動武裝防衛隊的發展。二是加強溝通，船東、保安服
務供應商與保賠公司間的溝通與合作非常重要。三是聘
請武裝防衛隊保駕護航。

武裝防衛隊一般由船東向私人保安公司聘用，一組
4名武裝警衛上船保護商船。武裝防衛隊不僅僅是攜帶
裝備的武裝人員。這些經培訓後具有專業技能的人士在
IMO 相關規定的指引下，將在通過保險審計和公司審
計程序之後取得必要的武器使用證以及相關執照，方可
在船舶運輸過程中盡職盡責。他們亦作為顧問，為船東
們提供完善的客戶服務和航運的智力支持，並致力提高
自身服務的質素和可靠性。Dom Tee強調， 「一切以
船上人員的安全為優先，這是不容妥協的」。

另外，武裝防衛隊的武器要較海盜強大，才能有效
地防止海盜登船，危及船員安全。而海盜在面對有武力
的商船時，也不敢輕舉妄動，冒險登船。數據顯示，擁
有武裝防衛隊保護的商船還未有被海盜挾持的紀錄。

然而，建立武裝防衛隊對抗索馬里海盜這一策略卻
在執行的過程中遇到不小挑戰。首先，海盜問題不斷升
級，海盜劫持人質事件不斷增多，海盜收繳的贖金數額
亦成倍增長。僅在去年，索馬里海盜就令航運業和政府
機構損失高達 69 億美元。其次，西亞和北非地區自去
年以來政局頗不穩定，波斯灣地區敘利亞等國動盪局面
不斷升級，這令得武裝防衛隊的實施更加缺乏政府支持。

◀油氣在排放管口燃燒，
烈焰奔騰

中石化航煤適航申請獲受理
中國民用航空局日前正式受理了中國石化提出的生

物航空煤油適航審定申請。
生物航空煤油是以可再生資源為原料生產的航空煤

油，與傳統航空煤油相比，具有較好的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的作用。為了減少碳排放，多個國家的航空公司正在
嘗試生物航空煤油的商業飛行。

中國石化此次向中國民用航空局提出適航審定申請
的產品──1號生物航空煤油，是中國首個自主開發成
功的生物航空動力新產品。自己成為中國首家擁有自主
生物航煤生產技術，並具有批量生產能力的企業。中國
石化是中國最大的一體化能源化工公司之一，是世界第
二大煉油生產商。目前中國石化的航煤產量約佔中國產
量的73%。

中國石化研發的生物航煤，以多種動植物油脂為原
料。目前，該公司還在研發以餐飲廢油和海藻為原料的
生物航煤技術。

中國民航局一位負責適航審定的官員表示，空中沒
有停車場，對航煤的要求苛刻。如果航煤出現問題導致
「空中停車」，將產生災難性後果。接受中國石化提出

的適航審定申請後，中國民用航空局將根據國際通行的
檢測標準，進行一系列審定，確保航煤的安全。適航審
定通過後，生物航空煤油方可獲准用於商業飛行。

中國民用航空局副局長李健 28 日在北京表示，中
國已成為年消費量近 2000 萬噸的航空燃料消費大國。
預計，2020 年中國航空燃料消費量將超過 4000 萬噸。
屆時，預計生物航煤將佔航油總量的30%。

A.P.莫勒─馬士基集團下屬馬士基航運北亞區行
政總裁施敏夫昨日在港反覆強調，班輪運輸業的可持
續發展、恢復運費升至合理水平和提供客戶優質服務
，是航商經營的最根本理念和實質。他指出，3月1日
在亞歐航線調高運費將是航商對客戶承諾服務的一次
「試金石」，成敗關鍵將對日後營運好壞產生深遠影

響。該公司將於3月1日在亞歐線每標箱加770美元。
施敏夫昨日聯同集團兩位新的公司高層行政人員

在港會見內地與香港傳媒，談回顧與展望。他指出剛
公布的集團業績有好亦有缺失，在五大核心業務中，
集箱運輸及油運錄得虧損，在石油勘探、後勤補給和
港口碼頭錄得盈利。特別是眾人熟悉的集箱運輸虧損
高達6億美元，僅去年第四季單一季度已錄得虧損7億

美元。
他指出，全球經濟低迷，市場蕭條，消費不振，

海貿運輸競爭白熱化，船噸嚴重過剩，燃油價高等，
加上運費去年一直在低位徘徊，眾多因素綜合起來，
是造成虧損的主因。因此，馬士基航運針對種種現象
，提出在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航商不可能長
期處於虧損情況經營，必須將運費恢復到一個合理水
平。關於它們的想法與要求，已基本上獲得客戶理解
，需要及時糾正，該公司將於3月1日在亞歐線每標箱
加770美元，4月份再加400美元，即使在原基礎運價
加上兩次加費，該航線運費也不過在2000美元以下，
與09年最高峰時的3000美元，仍然有一段距離。

施敏夫強調，今年亞歐航線仍然是船噸過剩，估

計會有不少大型貨櫃船投入服務，一般預測估計今年
運量新增在 4-5%，但運力估計增 8-9%。馬士基在亞
歐線上要減9%的運力，因此，恢復運費、增加盈利不
僅僅是一句口號，是有實際需要支持，這種做法不是
說要與增加市場份額有關係，但與船公司要形成一個
規模經濟的效益是完全有必要的。

亞歐線減9%運力
談到推出 「天天馬士基服務」計劃，施敏夫稱該

計劃出台至今還不到兩個季度，如此早來下結論，還
言之過早，但整體而言，表現不錯，最新情況是平均
訂艙率達到90%，準班率在98%，比其他聯盟或個別公
司的準班率80%明顯要高。

他強調，今年市場不景氣和馬士基對市場的悲觀
評論只是反映基本事實，但不影響馬士基的 「天天馬
士基計劃」服務的決定，儘管去年有虧損和削減亞歐
線運力，但這些都是短期現象，不會動搖計劃長期執
行的決心。，至於馬士基與法國達飛輪船的合作，只
是在地中海線，並非 「天天馬士基計劃」的內容。

現金流動情況佳
在整個談訪過程中，施敏夫至少二十多次以 「恢

復盈利」來強調加運費的必要性。對於去年第四季度
集箱運輸嚴重虧損是否意味着推行 「天天馬士基計劃
」是不可行的講法，他不認同此講法，認為日班與周
班服務的不同，是它的操作難度過大，系統協調兼容
性更複雜，成本投資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並未有影響
到馬士基航運的現金流動情況，整體現金流動情況是
好的。

但他證實一點，馬士基在韓國大宇造船及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訂造的1.8萬箱超大型貨櫃船，其中外加選
擇10艘船的意向已取消，只保留最初的訂造20艘的訂
單執行。他表示，馬士基在市場需要做出成績和穩步
前進。 「20艘船已足夠矣！」

馬士基亞歐線今起加費

◀馬士基航運北
亞區行政總裁施
敏夫（右）與新
任南華區總裁古
達瑋（中）和丹
馬士物流北亞區
行政總裁泰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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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富石油集團董事局主
席許智明（右）與副主席
尼爾．布什在一起

▲打井採油工程現場

▲UPS2012亞洲科技高峰會上，克特魯索示範
UPS新科技 本報攝

▶UPS流動通訊手提電腦系列，最右端為小巧耐
用最新一代DIAD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