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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和巴西等国家还未
曾象现在这样如此受到青睐。而德国许
多人穿的衣服均为土耳其或者印度制
造，冬季吃的新鲜水果来自巴西。所有这一切都
是物流的功劳，物流将远在各国的企业紧密联系
起来，让商品在最短的时间内跨越数千公里抵达
消费者手中。
但是，只有与称职而且网络建设良好的合作伙伴
进行合作，才能安全可靠地运输商品。德国地处
欧洲中心，周边有九个邻国，一定有适合运输您
的商品的物流服务提供商。出色培训的专业人
才、坚持不懈的质量管理和高效的作业流程可保

证您的商品顺利而且完整无损地抵达消费者手
中。我们是联邦政府倡议成立的德国物流联
盟，将在本册中向您介绍德国物流服务及其优
势。我们的宗旨是协助
您可在德国物流联盟
您选择合适的物流服务
成员中找到适合于运输
提供商，将您的商品运
您的商品的合作伙伴
往德国或者其它欧洲国
家。您可在本册末尾找
到德国物流联盟所有成员的一览表，其中简要介
绍了这些成员的服务范围。若有更多问题，我们
随时为您解答。
德国物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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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欧洲的大门

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其货物运输地位非其它国家可比。高度发达的基础
设施、创新物流服务和经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才可保证货物迅速、可靠
并且高效地抵达目的地。

照片：corepics/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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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8060 万

首都：柏林

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
2010：24960 亿欧元
2011：25930 亿欧元
2012：26440 亿欧元

照片：fotogestoeber/Fotolia

面积：
357,121.41 平方公里

人均 GDP（名义）：
2009：29000 欧元
2010：30500 欧元
2011：31700 欧元
2012：32300 欧元
来源：联邦及各州统计局，德国外交部

将

商品进口到德国，就是落脚在
欧洲的心脏地带。德国周边共
有九个邻国（丹麦、波兰、捷
克、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比
利时、荷兰），是邻国最多的欧洲国
家。联邦德国已发展成为欧洲头号物流
基地，丝毫不令人奇怪。根据联邦物流
协会 (BVL，一个德国物流网络) 的数
据，物流业在 2012 年实现了 2250 亿
欧元的营收。BVL 预测 2013 年将会达
到类似的水平。因此物流业是德国第
三大经济支柱，并且是最为重要的雇主
之一。
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联邦德国所取得
的成绩出类拔萃。根据 Fraunhofer 研
究所的数据，在欧盟所有 27 个成员国
加上挪威和瑞士的国家中，德国物流业
实现了最高营业额。营收总额大致与位
居第二的法国和位居第三的英国的总和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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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网络化的基础设施
发达的基础设施是物流基地得以成功
的根本。230700 公里的跨地区公路
网络、38000 公里铁路、7730 公里水
路、36 个港口及将近 30 个机场，可保
证各种运输工具畅通无阻，并且能够连
成网络，有助于环境保护和提高效率。
公路货物运输占据运量的最大部
分。2012 年境内载重汽车货运量超过
29 亿 吨 。 载 重 汽 车 和 牵 引 车 在
2012 年初就已占据机动车保有量的
9%。此时在德国已注册了 2.5 百万量载
重汽车和 2 百万量牵引车。
2012 年作为仅次于载重汽车的运输工
具，铁路货运量达到 3.66 亿吨。海运
位居第三位，达到 2.95 亿吨。内河
航 运 量 在 这 期 间 达 到 了 2.23 亿
吨。2012 年飞机空运量为 4.3 百万吨。
联运在德国具有重大意义。所涉及的是
多式联运的一种特殊形式：半挂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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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德国名义 GDP 在欧洲

照片：[M] Zoran Kolundzija/iStockphoto ( ), Juergen Priewe/Fotolia ( )

GDP 中所占的份额*

德国：
27358 亿欧元

29%
德国：
27358 亿欧元

21%

欧元地区：
96120
亿欧元

欧盟 28 国：
131630
亿欧元
*来源：欧盟委员会/
联邦统计局预测

其它载货单元，如集装箱或者可卸货厢
通过铁路或者水路进行长途运输。仅仅
在通向铁路或内河船舶的路段、以及从
火车站或港口运送到最终目的地的路
段，还需要使用载重汽车短途运输载货
单元。优点：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运输工
具，部分可以通过 CO2 排放较少的火车
或内河船舶来替代载重汽车运输。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0 年总计
以联运方式运输了 2.707 亿吨货物。其
中 2180 万吨为内河航运，7170 万吨
为铁路运输。海运的联运总量最高，达
到 1.772 亿吨。
凭借专有技术胜出
不仅在基础设施方面，而且在就业
数字上也可看出物流对于德国的意
义：2012 年单单承运与物流服务提供商
就雇用了总计约 517613 名员工。德国
4150 万就业人口中共有约 280 万人受

雇于物流业，涉及物流服务提供商以及
所有行业贸易与工业企业的物流部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业人员的培
训：高校和大学的许多专业以及多种多
样的二元制培训职业可保证物流服务均
由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完成。
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企业自身的研发成
果可保证复杂的物流过程不断得到改
进。但重要的不仅仅是以更高的效率安
排运输。内部物流的创新解决方案也是
经济学家们的课题。将先进的运输技术
和物流系统、高度发达的软件和自动化
系统与高素质的员工相结合，就能以最
佳方式组织企业场地内的物流，并且以
更快速度安排作业流程。这些高效率的
流程可保证德国境内的物流成本比其他
国家的低 70%，例如同印度或者中国的
物流成本相比。
众多的地区性和跨地区合作与物流网络
可保证最佳组网效果。主要在零担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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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型系统合作伙伴已经成功联合
起来，可以按照 24/48 小时节奏提供
隔夜运输服务。最先进的 IT 技术、快
速直达连接的主中转仓库 (HUB) 与地区
中转仓库相结合，使之得以实现。

使用环保包装材料一样，同样有助于改
善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气候平衡。
不同的要求
这些解决方案可用于对物流服务有不同
要求的各种行业。在汽车物流领域主要
涉及采购链、运输、增值服务以及零件
配送和合同物流。想要在该领域施展拳
脚必须以国际化视野思考问题，并且必
须提供具备海滨、内河及内陆汽车码
头、通过公路、铁路和水路进行汽车运
输的网络以及技术服务。德国物流服务
提供商能够凭借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
胜出。
在纺织品物流方面，物流服务提供商面
临着不一样的挑战：纺织品行业的流行
趋势瞬息万变，产品寿命周期极短。从
创意直至将货物送入各个门店，通常只
有几周时间。因此必须以很快速度运

可持续性和环保
当今全球物流业引起的 CO2 排放占据
5.5% 强。鉴于这一原因，德国物流服
务提供商确立了为实现气候保护和可持
续性发展作出贡献的目标。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就是采用油耗少并且降低 CO2 排
放的先进汽车技术。许多企业还十分注
重驾驶员的培训，前瞻性智能驾驶方式
同样有助于降低油耗。结合运用远程通
信系统有效规划路径并且避免空车行
驶，就能实现极大的节约潜力，对环境
有利。可持续的物流不动产能提高能
源、水和材料使用领域的资源效率，与

1.0

全德各种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

运输工具：
2005 年总计
64.1

0.8

563.2

95.4
运输工具：
2000 年总计

66.5

402.7

496.3
82.7
1.6
346.3
运输工具：
2010 年总计

62.3

605.2
107.3

434.0
Lkw
载重汽车

Binnenschiﬀ
内河运输船

Eisenbahn
铁路

Flugzeug
飞机

数据单位为十亿吨公里
来源：德国经济研究所，柏林；Intraplan 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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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DHL

照片：BLG

输货物。此外，服装的主要产地在亚
洲，因此供应链相对较长且更复杂 –
由于专业人员均经过特殊培训，而且采
用了能够进一步优化流程的 IT 解决方
案，因而能够对此驾轻就熟。德国物流
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范围同样也包括附
加服务，例如纺织品免皱运输或衣架
回收。
与纺织品物流相比，食品和鲜货物流领
域对速度的要求更高。此外在运输和仓
储过程中还要保证鲜货产品的特性和状
态。除了优化运输路径之外，测量和监
控装置以及智能软件解决方案还可保证
食品物流过程符合很高的法定要求，并
且保证货物在新鲜、完整无损的状态下
抵达消费者手中。
电子设备和高科技设备的配送需要进行
精确规划、高度谨慎小心，并且要防止
冲击、灰尘或者湿气引起损坏。例如可
以使用特殊的运输容器来防止受损。
无论是汽车、食品和纺织品物流还是物
流业的其它领域，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
均能保证货物以安全、环保的方式准时
抵达目的地。

德国位列欧洲第一
223

“EU-29”*：
9790 亿欧元营业额
128

34

96
ᷯ

86



34
73

61

㈰

ゴ



ܟ

嚞



➝

㷤

Ί

ᆼ

ܟ

憑

㴰

㫝

坔

ؚ

㉆
ؐ

⌒

ፐ

35

43

来源：Fraunhofer，
“2012/2013 物流业前 100 名”
*欧盟成员国，挪威，瑞士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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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中国的牛仔裤或者来
自巴西的芒果 – 全球化
趋势愈演愈烈，可以用
便宜的价格购买全世界的产品。这
就推动了国际商品交换：世界贸易
在过去20 年中增长了大约四倍。
全球网络化使得市场变化更加迅
速。产品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产品
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同时运输链
变得更加复杂。这就需要可靠性
和精确的规划 – 这正是德国物流
联盟成员的核心能力。
德国地处欧洲心脏地带，是世界贸
易中心之一。从中得益的并非只有
国内企业，因为联邦德国同时也是
国际货物的中心枢纽：德国物流服
务提供商可将货物运往全球，并且
能保证运输链顺利运作。

一手包
揽全球
业务

,2

4 870

31.07

3.160

巴西：
对温度敏感的新鲜食物
（例如来自巴西的芒果）
均为典型的空运货物。

10

710,7

出口：重量（吨）

31
12.4

中国：

照片：[M] Home Photographics/Fotolia （海船），createur/Fotolia （载重汽车），T. Michel/Fotolia （飞机），资料图片 （地图）

来源：联邦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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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29

通过海船运往德国的
门到门运输（例如服装）
通常需要六至七周。

进口：重量（吨）

7,5

7.951 17

德国

印度：
印度外贸的90%均
通过该国的200 多个
港口进行。
,4

2.789 620

,0

1.625 375

5,2

1 00

4.57

2.667

411,1

土耳其：
德国已经与土耳其就
所有第三国公路货运
事宜约定了最大的双
边审批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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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 地安全运往 B 地：
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负责您的运输组织

前期短途运输
在收到运输订单并且确定了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之后，物
流服务提供商协调各参与方和交接事宜 – 很复杂的任
务。这里正是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用武之地：他们值
得信赖，并且始终保持着总览能力。物流服务提供商利用
承运人的运输能力，通过载重汽车从委托人运往转运码
头。码头运营商负责从载重汽车转运到海船上。

长途运输
从前期短途运输转为长途运输需要完成精确的协调工
作：一方面必须检查海港码头转运集装箱的可用性和可行
性。另一方面还必须及时委托一家海运公司，并且必须保
证有海船来完成长途运输。由受到委托的海运公司执行长
途运输任务。

恰到其时
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按照“适时反应”原则制定准确的
需求计划，以使得货物恰好在需要的时刻准时抵达收货
人手中。这样不会产生仓储费用。

货物跟踪
运输流程变得更加复杂，通过跟踪系统追踪货物显得越
发重要。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可保证其客户不间断了解运
输进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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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Ralf Beier/Fotolia （背景），createur/Fotolia （载重汽车），Dmitriy Rumyantsev/Fotolia （海船），ufotopixl10/Fotolia （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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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方要求差异越来越大，运输距离也在增大。因此多环节运输日趋重要。多环节运输过程中
通过转运过程变换运输手段。如果也变换运输工具，这就是人们所述的多式联运。运输链
通常由长途运输、前期短途运输及后期短途运输。洲际运输链通常需要利用多种不同的运
输工具，因为只能使用海船或者飞机进行长途运输。而前期与后期短途运输则多数以载重汽车公路
运输方式完成。
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在洲际运输链中起到运输组织者作用，也就是作为发货人与收货人之间的中
介。负责承接运输订单，以及全盘规划前期短途运输、长途运输、后期短途运输以及信息流。因此
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负责整条价值链上的全部规划和组织工作。究竟包括哪些任务，以及德国物流
联盟成员可提供哪些服务，请看这里：

后期短途运输
跨境运输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报关手续：德国物
流公司能处理国际货运，还可全权处理进出口报关
事宜。报关咨询和报关管理服务均为德国物流企业必
备的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制作用于报关的发票、申请
专用报关单证以及保税仓库。

运输组织者及早开始规划后期短途运输。包括与转运码头
运营者协调境内运输事宜。承运人从这里负责最终用载重
汽车将货物运送给收货人。经常由铁路运营者执行后期短
途运输，通过铁路将集装箱运送到货运中心。然后货物从
这里通过公路抵达收货人手中。

仓储物流
仓储、拣选、包装 – 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不仅可以组
织运输，而且还可提供与运输订单相配的各种增值服
务。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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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2012 年 德 国 机 场 的 货 物 转 运 量 为
430 万吨。境外运输量的 71% 均为洲
际运输，其中大部分运往亚洲。

+

与其它运输工具相比，飞机能以特别快
的速度运输货物。此外还有运输频率高
和安全性高的优点。因此主要适合于运
输贵重货物以及体积不太大而且必须快
速抵达目的地的货物。与船一样，通常
使用飞机作为长途运输的多式联运环
节。

铁路
2012 年在德国境内利用铁路运送了大
约 3.66 亿吨货物。尤其在大型港口的
内陆运输过程中使用铁路作为运输手
段。

+

铁路货运适合于运输大宗货物或者距离
超过 300 公里的多品种货物。

内河运输船
2012 年在德国境内利用内河运输船总
计运送了 2231.70 亿吨货物。

+

内河运输船适合于长距离运输大宗货
物。内河运输船进行运输的优点是环
保、成本低而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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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重汽车
2012 年在德国境内公路上利用德国和国
外载重汽车运输了超过 33.11 亿吨的货
物。此外很多物流服务提供商还提供不同
欧洲国家中的公路货运服务。

+

公路货运特别适合于门到门运输和 24 小时
大范围货物配送。载重汽车运输具有运输
任务和调度灵活性高的特点。中短距离所
需的运输时间相对较少。因此在国际运输
链中多数将载重汽车用于后期短途运输和
内陆运输。

四通八达：
公路、铁路、
水路或者空中

海船
2012 年德国海港转运了大约 2.95 亿吨
货物。其中 6 千多万吨转运货物来自亚
洲：大约 2300 万吨来自中国，370 万
吨来自印度。汉堡是德国最重要的货物
转运海港。

+

尤其可以利用船舶长距离运输大量货
物。因此海运特别适合于洲际运输。海
船也是适合于大宗货物运输、笨重货物
以及油气之类的危险品的运输工具。此
外运输成本比较低，也比较环保。

15

照片：DHL (左上), BLG (右上), Volker Emersleben/Deutsche Bahn (中), duisport (左下), Hapag-Lloyd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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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emaria/Fotolia (上), Otto Durst/Fotolia (中), Scanrail/Fotolia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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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德国境内约有 230700 公里跨地区交通公路可用于运输货物。
德国还拥有 12819 公里高速公路，是世界上最为密集的高速
公路网之一。2012 年德国公路货运量为 33110 亿吨。
联邦长途公路对于德国运输业务的意义重大：
德国地处欧洲的中心位置，是位列第一的转
运国。

众多线路经过德国 ...
发达的基础设施是德国物流服
务提供商赖以可靠并且准时运输
货物的根本所在。无论货物的目
的地是否在德国或者仅仅过境 –
密集的交通网络可以让任何一
种运输工具畅通无阻。

水路
德国水路网共有 7700 公里长的联邦内河
航道。这些水路航道构成相互连通的网
络，将大型海港与公海、内陆以及最重要
的工业中心相互连接起来。2012 年经由水
路运输的货物将近 2.23 亿吨。联邦德国的
多数大城市均拥有水路码头。德国的最大
的几个内河港口均分布在莱茵河及其支流
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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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货运列车可以在德国 37700 公里铁
路网上行驶。尤其在海港的内陆运
输方面，铁路可以提供最佳运输衔
接：例如经由汉堡港的所有进出口
长途集装箱运输约有 70% 通过铁
路运输。2012 年德国铁路总计运
输了将近 3.66 亿吨货物。

运输链 | 解决方案

... 并且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运输枢纽 – 德国
由于地处欧洲中心位置并且有很多知名的大型交通枢纽，德国也是非常热
门的货运中转地：
诸如法兰克福机场这样的大型空运枢纽都能运输来自世界各地的货
物。此外德国还有庞大的港口网络，这对于世界贸易来说很重要。这些
港口是全球化经济的支柱，并且是欧洲境内市场交换货物的枢纽。例如
汉堡港的集装箱码头 Altenwerder 就是欧洲最先进的集装箱转运场
所之一。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通过德国这一运输枢纽将货物安全运抵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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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D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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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
物流基地的
十大理由
德国 ...
1. ... 是欧洲经济中心，并且是全球第四大国民经济体。
2. ... 地处欧洲中心，是所有跨欧洲轴线的交点，
周边有九个邻国。
3. ... 方圆 500 公里之内生活着将近 2.5 亿消费者。
4. ... 是欧洲的大门：欧洲境内最具吸引力的货物配送基地。
5. ... 拥有全球最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
6. ... 有众多的高效物流基地，可作为欧洲和全球物流的基地。
7. ... 拥有众多灵活机动的物流服务提供商，
具备物流业所有分支领域的行业解决方案和专家经验。
8. ... 拥有经过良好培训的灵活专业人才。
9. ... 是众多跨国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家乡。
10. ... 是欧盟最大的物流市场。

18

十大理由 | 物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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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德国专业人才始终为您服务

物

学习物流吗？
在德国有很多可
供学习的机构：
27 所大学
93 所应用科技大学
3 所双轨制高校
5 所职业学院
（来源：studienwah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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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业复杂、紧张并且富有
挑战性。该行业的从业者
需要具备分析天赋，出
类拔萃的沟通能力，能说多种外
语，此外还要具备所需的物流专业
知识。
对员工的要求有虽明确定义，但是
并没有行业入门规定。积极性高的
转行者、年青有活力的学徒或者定
向培养的学生和毕业生均可进入该
行业。恰恰是这种多样性可保证高
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以及全能型人
才和具有物流业背景的管理型人员
能够不断得到补充。
许多物流企业均未雨绸缪，对其未
来员工的培训舍得投入。“德国的
双轨制职业教育综合了在岗培训和
职业培训，可保证理论与实践完

美结合”，德国货物承运与物流协
会 (DSLV) 负责职业培训和进修的
Elke Schneider 说道。这种将理论
和实践培训结合的方式使得德国
教育体系别具一格，也赢得了国际
认可。
学以致用
年轻人将来的任务变化多端，其职
业选择途径也是多种多样。企业有
针对性地促进青年男女的兴趣和
技能。此外还可让他们对将来的工
作做好准备。无论他们是作为承运
与物流服务商人、空运商人、港口
海员或者作为 IT 专业人员开始其职
业生涯，通常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三年教育时间结束之后，就会拥
有所需的知识。

德国物流专业
人才均受过极
好的教育。原因
就在于多种多样
的优质职业教育
和高校课程。因此

照片：corepics/Fotolia (左), Thomas Wieske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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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给 Thomas Wieske
的三个问题
Wieske教授领导着
不来梅港大学的风险管理与物流法学院。
德国高校的物流教育有多
好？
水平很高，从国际认可度就能
看出。来自德国的毕业生在国
外很吃香。我们的学生中有很
多人在香港、悉尼、上海、苏

这些专业人才与

黎世或者底特律。

其它国家相比

您在学生的教育方面注重什

能够胜出。

通识教育。以这种方式传授经

么？
济、IT、技术方面的知识，辅
之以法律和外语之类的专业。
然后您的学生就会开始顺利
走入职业生涯 ...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只有”三年教育背景的学士毕业生通常都很年
青，年龄大约 21 或 22 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很好的机会。因为他
们均经过良好教育。通常在第六学期的实践阶段就已进入职业
生涯。此外我们的学生中大约有 25% 的人拿到学士学位之后还会攻读
硕士学位继续深造。

照片：DHL

照片：BLG

没有专业人才的物流业将会停滞不前

高校教育并不逊色于职业教育。目
前有 200 多个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
国高校为学生们提供不同的物流
课程，以使他们学成之后顺利走上
职业生涯。慕尼黑工业大学物流输
送技术专业的教席主任 Willibald
Günthner 教授对课程质量很有信
心 – 他的理由如下：“在德国可以
在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物
流：职业学院、应用科技大学和科
研高校/大学。此外还提供企业经济
学和工科专业或者特殊物流专业的
课程。有十分多样化的教育课程可
供选择，涵盖面向应用教育直至理
论研究。”
多数大学特别注重向年轻人传授
方法能力。“可使得学生们能够有
条有理地分析复杂的新问题、建立

模型并且开发新的方法和解决方
案”，Günthner 说道。这些大学毕
业生均能在很短时间内适应物流
业的不同要求，没有任何问题。
联系实际的双轨制学习
多数应用科技大学和职业学院的学
习课程设计均比较注重实际。“双
轨制学习将企业实践阶段与双轨
制高校或者职业学院中的讲课时间
相结合。最近数年中已真正兴盛起
来”，Elke Schneider 说道。越来
越多的物流公司也提供双轨制学
习名额 – 并且经常将名额给予成
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Tübingen 大
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通常恰恰是这
些毕业生多半决定参加双轨制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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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
德国物流行业大力投入研究。
该行业始终在寻求新创意和更
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客户可

照片：DHL

获得量身定制的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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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流对于德国来说就如同 IT 和硅谷对
美国的贡献。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一
机遇，必须对其加以利用，有的放
矢地进行研究和改进”，Fraunhofer 物流研
究所 IML 的 Bettina von Janczewski 说道。
IML 自从 1981 年成立以来就已从事这项工
作。目前该研究所有 190 名科学家以及

研发 |物流解决方案

250 名博士研究生和准硕士在车间、实验室
和服务区域的同事协助下每年对大约 700 个
项目进行研究。
IML 并非是唯一从事综合物流、企业内部和
外部物流研究的公司。相反：很多知名的集
团公司以及中型企业也始终在（通常以合作
形式或者与客户和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寻求

新的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在物料流系统、物
流业、交通运输和环境之类的领域不断进行
研究。
其原因在于：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地带，这对于
运输和物流服务而言是一项决定性的地理区位
优势。但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需要进行
研究和开发。这早已受到责任方的欢迎。“德
国物流行业是全球创新推动者”，Bettina
von Janczewski 说道。借助为客户量身定制
的创新解决方案，服务企业还可长期保证自
身的业绩 – 并且节省成本和时间。
例如由于采用了所谓的穿梭车技术：可以行
驶的各个穿梭车能够实现周转箱自动在始发
地和目的地之间运动，是一种真正可替代传
统输送技术的方案。特别是可以在不同的应
用情况下使用，不需要大幅度调整机械系统
和控制系统，可使得当今的几乎所有输送设
备制造商也能提供穿梭车解决方案。此外还
有越来越多基于穿梭车的仓库投入使用。
智能规划运输路线
适合于市中心和人口稠密地区交通情况并且同
时能减少 CO2 排放的解决方案比以往更受欢
迎。SmartTruck 是一种未来的智能投递车
辆，在其中结合运用了可连续调整路线规划
的创新技术模块：动态路线规划系统，用于自
动监测负载状态的射频识别系统 (RFID)，用于
定位汽车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导航技术以
及关于当前交通情况的远程通信数据。除此
之外，还可将关于交通密度和类似障碍的最新
交通数据用来预测市中心堵车状况。由于采
用了高效率的路线规划，SmartTruck 也有利
于环境。除了减少车辆的 CO2 排放之外，也
能降低油耗。
同样智能：实时监控和检测敏感货物状态的
传感器。除了能显示所在地之外，也能显示
温度波动、振动、空气湿度和光线变化。用
户不需要自己添加硬件，因为能够将智能传
感器收集的信息无线传输给基于网络的系
统。设备很小，可将其包装到发运货物之
中，并且能将所有信息实时发送到相应的门
户网站。

许多物流服务提供商大力投入研发

实时货物信息
但是众多项目和创新也要考虑到公路运输
量日益增长的形势 – 交通基础设施面临瓶
颈。需要新的解决方案：铁路和水路能够克
服运输量的增长。但是迄今为止联运规划需
要预先了解情况，并且耗费的时间太多。借
助目前尚在项目阶段的在线门户网站，将来
应可简单迅速地组织这些运输任务。目的是
更好利用现有的交通，以环保的铁路和水路
运输工具为基础建立新型交通，从而减轻公
路基础设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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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义务 –
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对此深有体会

质量管理也意味着定期检查所有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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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证的质量管理
“即使在物流领域，Made in Germany
也是毋庸置疑的质量标志”，多特蒙德
Fraunhofer 物流研究所 (IML) 的研究
员 Olaf Vieweg 这样认为。将近 5 万家
企业通过了 ISO 9001 质量管理标准
认证，由此可见该国企业对此有多重
视。法国或者英国都没有达到相近的可
比数字。主要是物流行业普遍拥有认证
证书。服务提供商都在努力赢得大客户

的订单，如果没有这一标志，则几乎没
有任何机会。“所有人都理解质量管理
的重要性”，专家 Olaf Vieweg 总结道。
无差错物流的先行者始终是汽车行
业：例如所有大型德国制造商通常均
不断评测承运商的服务并且使之透明
化。货物准时并且按照所需的量到货了
吗？货物有缺陷或者损失吗？运输时
间多长？所有这些指标均可通过门户网
站供服务提供商使用 – 并且通常还使

照片：德国铁路（两张照片）

准

时的德国人 – 这并非是陈词
滥调，而是确实如此。在最新
的一次调查中，十位公民中的
九位均认为准时性、可靠性和秩序一如
既往的重要。尤其当涉及货物和人员运
输的时候，德国的成绩可圈可点：德国
境内 95% 的信件可在下一天到达收件
人手中，93% 的火车能够按照行车时刻
表准点进站 – 这在很多其它国家是人
们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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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际认证证书并且以无差错工作为
目标的德国企业可保证其物流服务满足
很高的标准。

用信号灯予以显示。绿色表示：全部准
点、快速而且没有错误。红色表示：物
料流停滞，需要加以改进。这样一眼就
能看清物流作业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趋势：每个行业各自建立其质量
管理标准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今天使
用国际标准进行工作”，Fraunhofer 研
究员 Vieweg 解释说。例如为食品行业
运输货物的许多承运商目前正在努力获
得 IFS 物流标准认证，该标准包含许多

规定：涵盖货物的完整可追溯性、卫生
规定直至仓库中的害虫防治。保证最高
质量，细节不容忽视：按照 IFS 物流标
准工作的企业仅允许使用有护罩的白炽
灯泡，使得碎片不会污染食品。
医药物流业的高标准
医药物流业必须一如既往保证零缺陷。例
如在该行业中，托盘上只有一个泡罩包
装并非稀罕事。因为内部不允许将包装

单位掺混，以防止发生拣选错误。从明
年开始，这在许多物流服务提供商那
里将会变得更加精细，因为此后将会采
用良好流通规范（Good Distribution
Practice / GDP），这是全球最为严格的
质量标准之一。例如：即使不必对其冷
藏的药品，以后仅允许在绝对恒定的环
境温度下进行运输。这意味着从药品制
造商直至药店的整个供应链中必须保
持例如 20 摄氏度，以电子手段进行控
制，并且通过计算机进行记录。
例如想要满足 IFS 标准的公司就必须
投入大量资金。即使是小型的运输企
业，也会很快产生五位数的认证费
用，而且每年都有。最后还必须定期充
实员工的知识，并且也要通过审核员反
复进行检查。尽管如此，许多物流公司
仍然有信心再上一个台阶。“质量管理
通常意味着：有条不紊地做应当做的
事”，学者 Vieweg 微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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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流 –
经济并且环保

若要使物流服务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则并非仅仅以比较环保的方式，
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也要以比较经济的
方式进行工作。

德

国人喜欢绿色：该国 94% 的人都说环境保护
对于他们而言很重要，欧洲没有哪个国家中
会卖出比这里更多的有机食品。但是对生态
的关注早已不再局限于碗中的食物。越来越多的人也
对物流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界已对此作出
了反应：消费品工业和零售业中三分之一的企业目前
已准备为环保的运输服务支出更多资金。这些数字表
明：德国正在成为绿色物流的国际先驱者。

照片：DHL

以环保方式邮递的信件和包裹
已经开始从最小的邮件做起：目前在德国境内正在以
环保方式邮递每一封信件，也就是不会由于运输而产
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很多邮政和快递服务公司已经购
置了电动汽车，有一些甚至购置了自行车，以使得本
已拥堵不堪的市区不再遭受更多排放污染。此外：没
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一样有如此多的环保型载重汽车行
驶在公路上。在收费公路上奔跑的车辆超过三分之二
是满足严格欧五标准的商用车。这些车辆现在更加清
洁，因为自从 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只有发动机符

26

合欧六标准的载重汽车才会得到注册，这些车辆排放
的碳烟微粒比旧式车辆再减少三分之二。
小型承运商是德国物流业的支柱，目前也能为其客户
提供环保的运输服务。为此必须进行精确核算：计算
机程序首先检测载重汽车所走的路线、是否必须克服
上坡以及货物有多重。据此算出行驶过程中产生多少
温室气体。在第二个步骤中，受委托的环保代理商负
责在地球上的另一个地点消减所排放的这些 CO2，例
如在新兴国家安装风电机组。虽然这种补偿措施会使
得客户的每公里运输成本贵几分钱，客户可以问心无
愧地说：我们以不增加 CO2 排放的方式交付我们的产
品。目前主要是环保行业本身采用绿色物流。光伏系
统制造商以环保方式将集热器运输给客户。
利用可再生能源
减少自身的 CO2 足迹 – 物流业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将
此作为目标。对此有众多的调整措施：可以将太阳能
电池安装在仓库上，可以培训驾驶员的节能驾驶方
式，更好的调度可使得放空车程减少。寻求保护自然资
源的方式事无巨细。巴符州的一家承运商利用盥洗池
的废水冲洗载重汽车。为了使生态努力不松懈，业内的
许多企业均自愿满足一项特殊标准 (DIN ISO 14001)。
绿色物流的含义远不止更省油的载重汽车。专家们期
待多式联运（也就是使用多种运输工具）能够给环境
带来很大的好处。如果将供应链从公路转移到铁
路，所产生的有害环境的气体就会少四倍；如果转
为内河船运，则更加有利于气候平衡。鉴于这些数
据，目前很多公司开始重新安排其供应链。一家大
型德国汽车集团目前甚至通过铁路给其中国的生产
厂供货，因为铁路运输比集装箱船快两倍。这些示
例表明：绿色物流不仅有利于环境，而且也有经济效
益。

可持续性和效率 | 物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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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德国花园
中点缀着大约

德国 22 座机场
每年起飞大约

115 万架飞机

2500 万个
陶俑小矮人
年平均温度为

9 摄氏度

数字
位居第 2

德国是全球
的生态产品市场，仅次于美国

德国家庭均
有一部手机
德国足球联盟有
将近 7 百万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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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每公里高速
公路的建设成本为
2680 万 欧元

1.47 亿

旅客 2011 年
在德国住宿
德国家庭能上网

德国

德国将近
增加值产生于服务领域

70%

每个德国人平均每年吃掉
65.6 公斤 新鲜水果
（包括热带水果）

照片：Denis Junker/Fotolia (左上), bloomua/Fotolia (左中), Paul W. Brian/Fotolia (左下), Markus Marb/Fotolia (右上), Ildi/Fotolia (右中), apfelweile/Fotolia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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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德国行驶的货运载重汽车排成一列有

15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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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物流联盟

德国物流联盟现已运作
两年。目标：向外国出口
行业代理商介绍德国物流
服务提供商的核心能力。

物流 – 德国制造
居于领先地位的物流服务提供商，在行业物流、网络
物流、运输物流、合同物流、采购物流、配送物流等
领域具有核心竞争能力，无论何种运输工具。

+
欧洲领先的物流基地，条件十分理想，适合于寻求进入
欧洲和世界市场的所有行业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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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纺织品或者汽车物流、港口
或机场、跨国企业或者中小型
企业 – 德国物流联盟 (LAG)
联合德国所有物流服务企业。作为公
共合作伙伴倡议，2011 年初成立了
LAG。 德 国 物 流 界 以 促 进 协 会 形 式 成
为联邦交通及数字基础设施部的合
作伙伴。该促进协会目前有将近 50 个
成员。单单 2013 年就有 11 家新企业
和协会加入。
成员可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德国物流联盟有各种各样的目标。并
非单纯介绍德国作为拥有优秀基础设

照片：BGL

德国物流联盟 |物流解决方案

联系方式
SissiLiu
电话： +49 30 58 58 4 58 – 65
传真： +49 30 58 58 4 58 – 68
手机： +49 176 55 53 26 28
yl@logistics-alliance-germany.de

WeiWei
电话： +49 30 58 58 4 58 – 66
传真： +49 30 58 58 4 58 – 68
手机： +49 179 74 12 88 7
ww@logistics-alliance-germany.de
www.logistics-alliance-germany.de

施、适合于所有运输工具的顶级物流基
地。LAG 以“物流德国造”为口号，在
国际上宣传高素质物流服务企业的核
心能力。德国物流联盟的成员能够为
所有物流领域提供专为客户特殊需求
量身定制的快速、灵活、可持续的解决
方案。众多大中小型企业及其训练有素
的雇员使之成为可能。
目标地区亚洲和南美
自从成立两年以来，德国物流联盟将这
段时间用来为德国物流服务提供商定位
重要的目标市场。LAG 重点关注亚洲地
区、南美和土耳其。例如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PPP Initiative）的代表参加展览
会、大型活动，在各个目的国组织旅行
考察，与当地出口业的代表接触。由于
LAG 的协助，每年可以联系到 400 个
新业务联系，带来 20 个实实在在的询
盘。汽车、食品和纺织品物流领域的
物流服务尤其受到青睐。
此外，德国物流联盟在 2012 年 5 月开
始采用一种新的活动形式：邀请相关合
作伙伴国家的代表来德国直接联系德
国物流服务提供商。

德国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
... 准备将产品销往欧洲市场的外国发货人。
... 已在欧洲市场立足并且寻求通过德国进入市场的外
国发货人。
... 已在欧洲市场立足并且迄今为止没有与德国物流服
务提供商合作的外国发货人。
... 寻找德国合作伙伴的外国物流服务提供商。
... 海港、内河港口或机场之类物流枢纽的外国运营商，
而且对德国物流技术转让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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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a. hartrodt
a. hartrodt 在 运 输 和 物 流 市 场 已 有
126 年的辉煌历史。 公司自从 1887 年
5 月 1 日在汉堡仓库城中心位置成立
以来，一直秉承面向国际的经营战
略。 a. hartrodt 现今已在 46 个国家立
足。 共有 140 多个办事处，1800 多名
有能力、有事业心的员工，能够针对客
户的要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完美运输和物
流解决方案。 始终注重快速、质量和安
全。 126 年以来，a. hartrodt 一直为私
人拥有。 作为一家中型企业，我们深知
人际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业务的重要因
素。 唯有与客户打成一片，才能拿出最
合适的解决方案。 我们融合了这两种因
素： 直接面向客户，在全球各地提供广
泛的服务。a. hartrodt 能够向客户提供
完整的运输和物流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
海运、空运、陆运、项目物流、包裹和
快递服务、仓储物流以及这些领域的特
殊运输： 食品和饮料、油气和船用备件

运输。 a. hartrodt 已经为将来做好了充
分准备，今后也会坚持就近服务于客
户的方针，以全面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
求。

行业： 物流
企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1887
员工： 1860
联系方式：

+49 (0)40/2390-0
ah_ham@hartrodt.com

www.hartrodt.com

协会概况
德国商用机场联合会 (ADV)
作为德国最古老的民用航空协会 – 德国
商用机场联合会 (ADV) – 在超过 65 年
的时间里代表着德国机场的利益。 ADV
同时也与奥地利和瑞士的机场紧密合
作。 机场联合会 ADV 致力于在德国打
造出色且有竞争力的航空交通以及现代
化高效率的机场。 使当地居民和机场保
持良好的关系是 ADV 特别美好的愿
望。 机场联合会 ADV 支持所有合理的
举措，这些举措实现了机场的按需扩
建，保证了当前机场容量的最佳利用
率、支持国际多式联运以及促进了航空
交通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 机
场联合会致力于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代
表旗下成员的全部利益，并协助联邦政
府处理双边航空谈判事务。 作为享有
盛誉的专业协会，ADV 进行科学的调
研，在当前经济、技术和业务挑战面前
使用政治和行业手段。 在所有法律和经
济事宜方面，ADV 都是经济、政治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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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咨询顾问和合作伙伴。 专业工作包
含航空安全、建设场地开发和交通规划
联网以及环境保护和飞机噪音防护等领
域。

行业： 航空业
协会所在地： 柏林
成立时间： 1947 年于斯图加特成立
成员： 22 座国际机场，16 座地区机场和停机
坪，8 座奥地利和瑞士的机场
联系方式：

+49 (0)30/310118-0
info@adv.aero

www.adv.aero

公司概况 | 物流解决方案

公司概况
ANC 航空网络咨询公司（ANC Aviation Network Consultants
机场区位的国际化进程、市场开拓、区
位形象建设和网络开发（集群）是中长
期保证经济区位国内和国际竞争能力
的战略行动领域，也是 ANC 航空网络
咨询公司的服务范畴。 机场、经济区
位、航空公司、整合商和物流服务提供
商的国际区位开发项目的设计和监理以
及网络建设和具体市场营销措施的实施
均属于 ANC 的服务组合。

行业： 咨询
企业所在地： 汉诺威，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成立时间： 2014
员工： 2
联系方式：

AP Udo Sass，总经理
US@ANC-Germany.de
+49 (0)511/977357792-0

www.ANC-Germany.de

公司概况
BLG 物流集团
BLG 物流集团是一家国际化的物流服务
提供商。 公司在 100 个场所有业务参
与并提供着 16000 个工作岗位。 实际
业务范围涉及汽车物流、合同物流和集
装 箱 物 流 。 2012 的 总 营 业 额 达 到
11.4 亿欧元，税前利润达 4900 多万欧
元。 除了远洋、大河和内陆的汽车集散
站之外，还提供轨道运输、陆运、和水
运的运输服务以及技术服务。 包括
530 辆 汽 车 运 输 车 的 车 队 定 期 为 欧
洲 7000 家经销商提供服务。 BLG 自有
的汽车列车来往于制造商的工厂与 BLG
集散站之间。 在莱茵和多瑙地区使用
七艘汽车运输船运输汽车。 2012 年
运送了 675 万辆汽车。 可以说，BLG
是欧洲市场上的领头羊。 合同物流业务
部在汽车零件物流、工业物流和产品物
流、经销和配送物流以及海港物流领
域内研发了按客户定制要求的物流系
统。 BLG 的客户不乏大牌厂商，诸如宝

马、梅赛德斯奔驰、大众、博世、西门
子、智宝、柯尼卡美能达和宜家。 最
新的业务是海上风能设备的物流业
务。 BLG 旗下的合资公司 EUROGATE
也是欧洲市场上的领头羊。 经营网络覆
盖不来梅港、汉堡、里斯本、乔亚·塔
乌罗（Gioia Tauro）、拉斯佩齐亚（La
Spezia）、拉韦纳（Ravenna）、萨累
诺（Salerno）、卡利亚里（Cagliari）、丹
吉尔（Tanger）、威廉港（Wilhelmshaven）及乌斯特-鲁戈（Ust Luga）。
2012 年转运了 1330 万个标准集装箱
(TEU)。

行业： 物流
企业所在地： 不莱梅
成立时间： 1877
员工： 全世界总数 16000 名
联系方式：

Holger Föh
+49 (0)421/3983484
communications@blg.de

www.bl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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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概况
货运物流与废料清运联邦协会
BGL 是德国陆路货运、物流和废料清
运方面管理的核心组织。 它代表维护各
州立协会组织旗下约 1 万家运输物流公
司的行业利益。 该协会主要涉足陆路货
运、物流、运输、仓储及废料清运等领
域。 BGL 通过其旗下公司的会员协会跨
地区跨国境地在所有重要商业政策范
畴内代表这些公司的利益。 该协会代表
处位于柏林和布鲁塞尔，且设有负责交
通安全、环境、危险品和废料清运、经
济原则问题、国际交通、法律和保险问
题、社会福利政策和职业教育、技
术、公司管理信息系统和电子数据处
理 (EDV)、公关工作和经济观察等各方
面职能的部门。 此外，BGL 还设有一个
服务于运输物流公司的合作交易所。 供
货商和需求方可以在那里免费在匿名平
台上协商长期合作。 感兴趣的公司可在
主页 www.bgl-ev.de/web/kooperation/
index.htm 下找到 BGL 合作交易所。

行业： 运输物流
协会所在地：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成立时间： 1947
员工： 40
联系方式：

+49 (0)69/7919-0
bgl@bgl-ev.de

www.bgl-ev.de

公司概况
Buss
Buss Port Logistics 在汉堡和其它六处
地方经营着九个高效益的多用途集散
站。 在汉堡的 Buss Hansa 集散站上凭
借现代化的贯通式双轴起重技术可装
载重达 280 吨的货物。 该地点是理想
的近海交通中心，特别针对通往南欧和
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的近海
航运。 Buss 致力于提供多种专业的港
口服务。 集散站转运集装箱、项目货
运、单件货物和大宗货物，还通过大量
自身的港口服务得以支持： 装卸、搭接
和固定，如同集装箱货运站 (CFS)。 子
公司 Securitas 海运包装公司专门为大
宗重货物和项目货运业务范围提供包装
解决方案。 此外，Buss 还伴随项目货
运的整个运输链提供定制的物流解
决方案。 公司还设计研发新的港口设
备。 作为海上风能物流服务商，Buss
Port Logistics 在 Eemshaven、Sassnitz
和 Stade 提供有港口基地、生产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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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港口或者集散站。 服务涉及近海物
流、设备的转运和仓储以及预装配。

行业： 港口服务、运输和物流
企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1920
员工： 400
联系方式：

+49 (0)40/3198-0
info@buss-ports.de

www.buss-ports.de

公司概况 | 物流解决方案

公司概况
CargoLifter
没有道路，没有桥梁 – 太高，太远 –
地基一塌糊涂！ 您希望拥有盼望已久
的“空中吊钩”！ 我们使用轻于空气
(LaL) 的技术，将空间作为吊运物体的
途径。 CargoLifter 气球系统能够飞得
更高、更远并且更易于操作，即使在
地形艰难和偏远的地区，也能应付自
如。 如果常规技术无法解决问题，或者
只能在花费巨大的情况下才能解决问
题，那么就来联系我们吧。 我们将会
研究您的问题，并且拿出一种解决方
案。 首先对您的情况进行分析，尔后研
究使用 LaL 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我们
的系统甚至能够使得您迄今为止的作业
流程得到显著改善，并且能够为您开辟
新的途径！ CL MK 250 “AirHook”是
入门级产品，主要适合于那些使用常规
设备难以实现或者无法实现的施工或
维修作业。 CL BCS 1 “AirCrane”或
者“AirBridge”能够提升重达一吨的货

物，可以在陆上作业，同业也可以从船
上卸货到陆地 – 不需要港口，直接将
货物运送到所需的地方！ 组合运用各
种系统就能实现不同的水平或者垂直
运动。 我们可根据需要搭建更大的系
统，能够吊起重达 60 吨、高度达到
200 米 的 货 物 ， 或 者 运 送 距 离 达 到
50 公里。 如果您还没有找到其它解决
问题的方法，请联系我们！

行业： 特殊物流/特殊起吊作业（艰难地形或
者偏远地区）
企业所在地： 柏林
成立时间： 2005
员工：
联系方式：

+49 (0)30/89564260
传真： +49 (0)30/89564257
info@cargolifter.info

www.cargolifter.com

公司概况
德铁信可物流 (DB Schenker Logistics)
德铁信可物流作为一体化物流服务提
供商是业内的顶级专家。 专家团队将服
务项目模块整合入复合价值链中。 德铁
信可物流支持工业和商业的全球货运交
换： 涵盖陆路运输、全球航空货运和海
路货运以及合同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全
球范围内约 130 个国家 2000 个公司
所在地的约 62200 名员工在 2012 年
为公司取得了 153.89 亿欧元的营业
额。 作为欧洲陆路运输业的专家，德铁
信可物流凭借其致密、计划有序的班次
交通网络，将欧洲 40 多个国家的主要
经济区通过公路和铁路连接在一起。 公
司同样提供航空货运和海路货运以及
所有相关物流服务的全球解决方案。 联
结全球物流业的一体化物流中心实现
了所有运输工具之间的高效联结，并产
生了多种增值业务。 德铁信可物流在
汽车、高科技和消费品以及博览会货
运、特种交通和大型体育活动服务等领

域提供顶尖服务。

行业： 运输/物流
企业所在地： 埃森
成立时间： 1872
员工： 62200
联系方式：

+49 (0)201/8781-0
info@dbschenker.com

www.dbsche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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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德国邮政 DHL
德国邮政 DHL 是世界领先的邮政和物
流集团公司。 集团品牌德国邮政和 DHL
提供一套独一无二的业务组合，涵盖物
流 (DHL) 和通讯（德国邮政）。 集团既
为客户提供简易操作的标准产品，也提
供从对话营销到工业供应链的定制创新
解决方案。 475000 名员工在 2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张全球网，全心
专注于提供服务、质量以及可持续性发
展。 集团公司通过其在环保、灾难管理
和教育等领域的项目承担社会责任。 我
们保留德国的邮政事业并将物流公司推
向世界。 我们想让客户、员工和投资者
均取得成功 – 不折不扣的成功。 两项支
柱业务：邮政和物流具有核心意义。 在
邮政方面，我们重点关注质量和电子通
讯新产品的推介。 DHL 这方面，我们
与商业领域紧密结合，以最佳方式满足
客户的严苛要求。 DHL 客户解决方案
和创新部门支持我们将创新的理念更好

地转化为市场化解决方案。 此外还加大
力度研发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特
殊行业如生命科学或技术。 2012 年德
国邮政 DHL 的营业额突破了 550 亿欧
大关。
行业： 邮政、物流
企业所在地： 波恩
成立时间： 1995 （德国邮政股份公司成立）
员工： 约 475000 名
联系方式：

+49 (0)228/182-0

www.dp-dhl.de

公司概况
Deutsche Möbelspedition (DMS)
Deutsche Möbelspedition (DMS) 是德
国一家在运输、搬迁和物流领域提供全
球化服务的公司，其前身是 1968 年首
先由 21 位合伙人创立的合作网。 根据
Fraunhofer 研究院的“100 家顶级物
流公司 (2011)”调查显示，DMS 是世
界范围内搬家和物流服务的领先提
供商。 DMS 的服务范围很广，从个人
和企业搬家的核心技能到物流特殊服
务，如运输和安装所有类型的高科技设
备以及医疗和技术设备。针对任何需求
随时都可准备最佳的方法解决，提供抗
震动的装货箱和定制生产的特殊包装用
于谨慎的安全运输。 特殊的货车系统为
系统化的图书馆或档案室搬迁提供保
证，同时在运输艺术品和古董时，DMS
也提供大量的技术和处理工作，以防止
货物受灰尘、潮湿和振动的影响。 无论
是博览会物流或物品搬迁和工厂迁址
的整套解决方案、员工搬家和迁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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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内和国际陆路货运、海外运输和
航空货运运输，以及带分拣的仓储物
流、内部仓储、集装箱租赁系统和集装
箱销售，DMS 项目团队都制订基于针
对每个订单按照需要量身定制辅助计
划的项目解决方案以及灵活的迁移概
念。

行业： 物流
企业所在地： 柏林 Adlershof
成立时间： 1968
员工： 7545 名（72 家自主运营的合营企业），
其中 DMS 中心有 15 名员工
联系方式：

Kerstin Deppe
总经理助理

+49 (0)30/677986812
deppe@dms-logistik.de
www.dms-logistik.de

公司概况 | 物流解决方案

协会概况
DSLV 德国货运与物流联合会
作为物流服务行业的顶级组织，DSLV
代表着约 3500 家业内企业，份额占全
行业 790 亿欧元总营业额的 95%（联
合会自行计算： 2011)。它作为德国货
运运输业领导机构已有着 130 多年的传
统。 除了作为交通政策发言人的传统角
色，DSLV 是旗下企业的顾问和服务提
供商，并开展实践经验技术交流。 主要
的目标是加强培训和进修以及宣传
德国的物流基地。 作为 16 家州立协会
的直接成员，企业可从其雇主联合会的
职能中获益，并共同制定费率政策。 此
外，各州立协会举办多种专业的研究
班、论坛和研讨会。 DSLV 通过柏林的
代表处维护同政界的关系。 其在国际上
作为欧洲货运联合会 CLECAT 和国际
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FIATA 会员的身
份，让 DSLV 与全世界联网。 DSLV 参
与交通政策研讨会并代表其旗下企业
参与法律规划、计划规定和准则的制

定。 针对货运经济和运输工具，DSLV
同时代表者行业利益。 注重实践的专业
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致力于着重分析
物流、法律、组织和企业管理问题，以
及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
行业： 货运、物流
协会所在地： 波恩
成立时间： 2003
员工： 24
联系方式：

+49 (0)228/91440-0
info@dslv.spediteure.de

www.dslv.org

公司概况
杜伊斯堡港，duisport
duisport – 是欧洲最大的内河港 –
260 万标准箱的转运量使其成为德国内
陆主要的物流中心。 港口通过物流服务
网为当地企业提供通往全欧洲进行工
业和商业供货和废料清运服务的最好条
件。 凭借其直接、多式联运的国际货运
网，使其成为通向欧洲市场的门户。 该
多用途港口具有基础设施和港口上部结
构的优势并提供增值服务，在这一地区
从事业务的企业可从中获益。 九个多模
式的集装箱集散站，超过 360 条每周一
班的联运航线可联结 80 多个欧洲和世
界上的目的地，以及货栈和仓库的容量
都在当地与面向市场和客户的服务相挂
钩。 特别是针对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包装
服务通过一体化的货运服务和合同物流
解决方案得以互补。 此外，港口为感兴
趣的企业提供周到的安置管理服务，直
至开发和建造直接可用的货栈和仓库用
地。 duisport 最后还提供关于港口基础

设施和上部结构进一步发展、内陆连接
的建设及物流中心联网的咨询服务。 世
界各地的政府、港口运营商和投资商都
在采纳这些内容丰富的专家建议。

行业： 物流
企业所在地： 杜伊斯堡
成立时间： 1926
员工： 约 1000 名
联系方式：

+49 (0)203/803-0
mail@duisport.de

www.dui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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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Emons 货运公司
Emons 从 1928 年于科隆成立的家族
企业，发展成一家世界闻名、成功的
运输及物流公司，拥有 1950 多名员
工。 今天，总部在科隆的 Emons 货运
公司在保加利亚、中国、德国、意大
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罗
斯、瑞士、捷克、土耳其、乌克兰、白
俄罗斯设有 70 多个基地，并在全球拥
有多家有实力的物流合作伙伴。 Emons
在全球提供可靠灵活的服务，涉及物
流、陆路运输（陆路和轨道运输）以及
海路货运和航空货运等领域。 这种多样
化服务的基础是建立在德国、欧洲和东
欧构建的运输网以及专业子公司的基
础上的。 作为一家信誉卓著的中型独立
家族企业，Emons 货运公司提供德国为
数不多的中小型私营物流网。 在单件货
运方面，Emons 入选了德国十佳单件货
运服务提供商（2007 年评）。 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服务质量、服务定位和对

有积极性的和受过培训的员工的能力要
求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 Emons 的长
期战略目标着眼于物流业务的持续发
展，扩充国内、欧洲和东欧的物流网
络，以及拓展海路货运和航空货运的业
务。 此外，强化全面的海关服务也是目
标之一。

行业： 运输 & 物流
企业所在地： 科隆
成立时间： 1928
员工： 1950
联系方式：

Ali Aktug
市场和公共关系

+49 (0)221/983510
ali.aktug@emons.de

www.emons.de

公司概况
Engel & Völkers Commercial
物流、批发或者自身生产的不动产解决方
案 – 我们拥有全面的专业知识，您可以
从中受益。 Engel & Völkers Commercial
是一家国际商业不动产咨询中介公
司。 网点遍布德国境内，设有 45 个以
上的商业办事处，我们的物流和工业不
动产专家能够针对您的业务流程找到
最佳区位与合适的不动产。 我们将根据
详尽的需求分析，拿出我们的组合服务
项目来满足您的要求，并且按照您的请
求以保密方式向业主和项目开发商询
盘。 我们将在物业考察过程中收集基本
的工程和经济数据，并且为您提供关
于基础设施和区位开发情况的有用建
议。 当然，我们也会在合同处理过程中
为您提供指导性建议 – 为您将来顺利
开展业务奠定完美的基础。 除了物流和
工业领域之外，我们的咨询人员也乐意
在办公室和店铺用房以及酒店、居住和
投资性不动产方面积极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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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需求分析
详细市场和区位分析
选择不动产和考察
租赁/买卖合同条款
不动产中介
行业： 物流不动产咨询和中介
企业所在地： 汉堡（总部） +
45 个德国境内基地
成立时间： 1977
员工： 300
联系方式：

Jan Kotonski
业务拓展支持部

+49 (0)40/36131366
Jan.Kotonski@engelvoelkers.com
www.engelvoelkers.com

公司概况 | 物流解决方案

公司概况
Sassnitz/Mukran 渡船港
Sassnitz/Mukran 渡船港利用 – 陆路、水
路、铁路 – 的组合运输方式作为纯陆路
运输的经济有效替代方案，并且其作为工
业基地是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重要的经济要
素。 Sassnitz/Mukran 渡船港提供高频
率、定期发往 Trelleborg、 Rönne、
Klaipeda、 Ventspils、 Ust Luga、
Baltijsk 和 St. Petersburg 的航线，这些
地方成为拓展欧盟越来越重要的交通枢
纽。 水深 10.5 米以及现代化的码头设备
使港口近乎可以停靠所有等级的在波罗
的海上行驶的船只。 Sassnitz/Mukran
渡船港是德国最大的铁路渡船港口，是
整个西欧唯一可通过轨道和转运设备连
接俄罗斯宽轨铁路的港口。 高效的基础
设施和港口上部结构条件以及范围很广
的海港服务“全天候”带来高效港口经
济，使该渡船港成为理想的滚装货转运
站。 Sassnitz/Mukran 渡船港通过全电
气双轨铁路线与欧洲铁路网建立最佳的

连接，并提供备用装货量。 在未来作为
基港对波罗的海的海上风能设备进行安
装和维修的基础设施条件在短期内即可
完成。 例如，从 2008 至 2012 年，港
口被用作架设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波罗的
海输气管道的基地使用。
行业： 运输和物流 / 海港
企业所在地：
吕根岛上的 Sassnitz/Neu Mukran
成立时间： 1992
员工： 52
联系方式：

+49 (0)38392/55111
info@faehrhafen-sassnitz.de

www.faehrhafen-sassnitz.de

公司概况
伯纳德克朗汽车制造厂 (Bernard KRONE)
创新、权威、尽责 – 这样的质量标准代
表了伯纳德克朗汽车制造厂多年来的企
业哲学。 正确结合技能、企业精神和与
客户保持零距离，这同样是这家总部在
Werlte (Emsland) 的家族企业成功发展
的标志。 产品系列包括超长集装箱挂
车和超长半挂车、集装箱车架、换挡系
统、拖车和汽车车身。 多种服务完善了
产品业务。 包括 Krone 遥控技术、Fair
Care – 全方位服务包 –、24 小时 ADAC
故障维修以及 Krone 财务服务。 服务
项目中还包括配有紧急热线的欧洲服务
网和 Krone 在线备件服务。 这些服务
的市场需求正在增加，并大大减轻了运
输的日常工作。 相应地，KRONE 除了
擅长研发和制造创新的商用车辆外，也
是灵活的全方位服务提供商。 KRONE
的拖车生产中很注重可持续性和资源保
护，在生态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树立起
新的标竿。 从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成本

效率和时间效率的角度考虑，应研发坚
持注重实际的车辆设计方案。 同时通过
全新认证的安全装卸车型不断优化车辆
安全性。

行业： 生产型车辆制造
企业所在地： Werlte (Emsland)
成立时间： 1965
员工： 约 1000 名
联系方式：

Tobias Eichberg
市场部主管

+49 (0)5951/209-584
tobias.eichberg@krone.de

www.krone-trai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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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概况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施泰因港联合总会
石荷州港口城市联盟是港口经营者和港
口商业企业自愿联合注册的有法人资格
的非经营性协会 (e.V.)。 该协会的任务
是面对经济界、政治和政府机构主张共
同的利益，促进并且支持相互间在港口
技术和港口经营问题方面的经验交流。
石荷州地处两大海洋之间的核心位置，是
波罗的海与北海地区的天然货物及旅游
交通枢纽。 航运和港口是石荷州的经济
支柱。 石荷州港口的服务多种多样： 在
大型海港可提供高效率的乘客服务设
施、滚装货、大宗货物和零担货物的转
运设施。 定期轮渡和货运航线网络密
集，可以通达北欧国家以及独联体和巴
尔干地区。 通过这些港口转运货物的目
的地和来源地涵盖德国经济中心以及中
欧、西欧及南欧国家。 六个转运量最大
的港口 Lübeck、Brunsbüttel、Puttgarden、 Rendsburg、 Flensburg 和
Kiel 在该州所有海港的总转运量中占据

了大约 88% 的份额。 石荷州与其它波罗
的海国家（如瑞典、丹麦、芬兰和俄罗
斯）之间的货物运输所占比例最大，约
为 70%。

行业： 海运服务，转运，仓储，运输
企业所在地： 石荷州
联系方式：

Frank Schnabel，董事长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施泰因港联合总会
由 Brunsbüttel Ports GmbH 转交
+49 (0)4852/88419
f.schnabel@schrammgroup.de

www.haefen-sh.de

公司概况
GOMULTIMODAL
GOMULTIMODAL GmbH (汉 堡 ) 于
2013 年 6 月 1 日顺利开业，公司口号
是“Think Multimodal – GOMULTIMODAL”（GOMULTIMODAL 公司以
多式联运的方式思考）。 这家新咨询公
司的两位股东 Gerhard Oswald (62) 和
Wolfgang Osond (53) 是富有经验并且
为市场认可的专家。 该公司的目标：将
公路运输转为有利于环保的联运方式；利
用多式联运解决方案，使用集装箱、半
挂车和可卸货厢降低卡车运输成本；使
得海运供应链中的成本降低潜力透明；采
用有利于环保且更加经济的联运方式；可
以在多式联运方面通过新的营销战略改
善收益质量；在欧洲推动合作模型，减
小多式联运方案的风险；展现、规划并
且以经济的方式实现新型多式联运方式
和创新运输技术的运输潜力；改变采购
策略，提高多式联运供应链中的优化潜
力；通过培训培养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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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协助您拟定采购、营销策略和
实现方案。 我们同样可以担负起实施方
案的责任，我们的专业能力尤其能在方
案实施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行业： 联运物流和运输咨询
企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2013
员工： 5
联系方式：

Gerhard Oswald 执行合伙人
info@gomultimodal.com

www.gomultimod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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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HaCon 工程公司
HaCon 专注于交通、运输和物流这三个
核心主题已近三十年。 团队 170 多名
来自于计算机科学和交通规划领域的资
深员工将 HaCon 打造为全欧洲领先的
咨询公司和规划、设计和信息系统的软
件专家。 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列车时刻
表查询系统 HAFAS 目前在 25 个国家
得以应用。 遍布于欧洲铁路市场的列车
时刻表设计系统和管理系统 TPS 同样
由 HaCon 出品。 针对物流业务提供有
HAFAS Cargo 或 IT 系统 Train Monitor
等解决方案。 基于列车位置、状态和预
计到达时间的实时信息使工作流程得以
控制和优化。 此外，HaCon 在客户将
项目转为轨道货运交通和组合交通时为
其提供全面的、有明确目标的方案。 来
自交通工程师、经济地理学学者、法律
工作者和 IT 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在运
营优化领域以及欧洲委员会和其他项目
持有者的项目管理方面拥有多年的经

验。 除了建立和协商促进资助申请及处
理所有财务和管理手续，HaCon 还协调
全部的项目内容和合作伙伴，如铁路部
门、货运中间商、机构和协会。

行业： 交通、运输、物流
企业所在地： 汉诺威
成立时间： 1984
员工： 170+
联系方式：

Lars Deiterding
货运交通和物流主管

+49 (0)511/33699132
lars.deiterding@hacon.de

www.hacon.de

协会概况
Hamburg Marketing e.V.
汉堡港是德国最大的通用港口，并且属
于全球居于领先地位的集装箱港口。
2012 年经由汉堡码头转运了 1.3 亿多
吨的海运货物，其中约有 9 百万个标
箱（20 英尺集标准集装箱）。 Hafen
Hamburg Marketing e.V. (HHM) 通过
出色的区位营销，对汉堡港以及都市连
绵区竞争地位的强化作出了贡献。 作为
咨询中心的 HHM 利用众多的营销活动
向国内和国际港口客户介绍汉堡港的服
务能力，例如市场调研、专业研讨会、来
访者陪同、新闻工作、多媒体与互联网
服务以及参加全球各地的展览会。 在相
关核心市场和未来市场设立办事处，是
汉堡港的重要成功因素。 HHM 设在欧
洲和海外的十二个办事处在德国腹地以
及国外市场中代表汉堡港的利益。 这些
办事处已在海港运输业界连入网络，并
且在其市场地区与外贸公司、运输和物
流行业、经济组织以及政策决策者保持

有极好的联系。

行业： 区位营销
企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1985
员工： 40
联系方式：

Hafen Hamburg Marketing e.V.
Pickhuben 6
20457 Hamburg
+49 (0)40/37709-0
info@hafen-hamburg.de
www.hafen-hambu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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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赫伯罗特公司 (Hapag-Lloyd)
船队拥有 144 艘现代化船只的赫伯罗
特公司是德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世界排
名第六。 在这支特别环保的船队中，最
大的船只可提供多达 13200 个的集装
箱置放位置。 2012 年，赫伯罗特公司
在全球范围内运输了约 530 万个标准
集装箱 (TEU)，营业额达到 68 亿多欧
元。 在 300 个办事处和 114 个国家的
约 7000 名员工借助当地的专业知识确
保了全球范围内在标准装货、温度敏感
装货、危险品和超重或超尺寸特殊装货
等方面顺利运输。 赫伯罗特公司的船只
通过 90 条航线服务和大量的联运运
输联结了 110 多个国家的 430 多个港
口。 赫伯罗特公司同时安排前期和后期
的陆路运输，可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出
发并抵达任何地方，无数客户对服务均
表 示 满 意 。 “Best Carrier of the
Year” 奖等大量的奖项验证了赫伯罗特
公司取得的成功，此外赫伯罗特公司

2012 年还因其最好的服务被授予了国
际五佳货运提供商。 赫伯罗特公司的船
只成为世界海洋的固定组成部分已有
165 年。 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多国家和
大洲已通过定期的航线服务被联结起
来。 通过卓越的 IT 系统和巨大的创
新力在甲板上和陆地上结合成一大传
统。

行业： 集装箱船运
企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1847
员工： 7000
联系方式：

+49 (0)40/3001-0

www.hapag-lloyd.com

公司概况
哈特曼国际物流公司 (Hartmann International)
哈特曼国际物流公司是 1856 年成立的
持有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总部位于帕德
博恩。 2010 年随着哈特曼国际系统物
流（Hartmann International Systemlogistik）的成立，在伊本比伦建立了公司
的第二分部。 效力于哈特曼这家国际化
公司的员工总数约为 350 人。 货运、物
流、空运和海运以及搬家业务构成了公
司的支柱。 公司一共拥有 60 辆重型卡
车，每日来往于国内和国外运输货物。 物
流方面提供总面积为 45000 平方米的
仓储面积和约 40000 个集装架安置位
置。 哈特曼同样经营航空货运和海路货
运包括完整的海关清关业务，此外还提
供国内和国际搬家业务。 哈特曼国际物
流公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合作组织的创
始成员： 1995 年成立的在线系统物流
和 1985 年成立的 UTS。

行业： 货运、物流、空运和海运以及搬家业务
企业所在地： 帕德博恩和伊本比伦
成立时间： 哈特曼国际有限公司，帕德博恩：

1856；哈特曼国际系统物流有限公司，伊本比
伦： 2008
员工： 350
联系方式：

Claudia Ingordino（秘书处）
+49 (0)5251/720740

www.hartmann-internationa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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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莫索夫物流 (Horst Mosolf)
莫索夫集团拥有 2000 多名员工、800 辆
特殊运输工具（运输车辆）、300 节铁
路车厢及在欧洲和巴西有 30 多座技术
和物流中心，每年 220 多万辆的出车记
录。 1955 年成立的家族企业其总部位
于 Teck 山下的 Kirchheim，是欧洲领
先的汽车工业系统服务提供商。 莫索夫
集团的多样化服务包括定制的物流解决
方案和特种运输，同时还有车间服务、特
种车辆制造、工业喷漆、车辆安装、车
辆报废回收和机动性解决方案。 莫索夫
集团在这个范畴内为汽车工业和船队运
营商提供一站式全面面向客户的解决方
案，同时通过现代化的软件解决方案构
建所属的数据流。

行业： 物流服务和技术服务的系统服务提供商
企业所在地： Kirchheim/Teck
成立时间： 1955
员工： > 2000
联系方式：

mosolf@mosolf.de

www.mosolf.de

公司概况
KombiConsult
KombiConsult 针对物流业公司、规划人
员、管理机构和协会提供开发、规划及
实现联运物流解决方案方面的咨询。 我
们通过整合运输工具及使用联运装载装
置（如集装箱）提高生产力和货运的环保
性，增强企业和所在地的竞争力。 我们
的业务涵盖四个方面。 “市场调研”方
面，我们负责统计欧洲的组合式运输方
式 (KV)，辨别其市场潜力，分析其对联
运概念供需的影响趋势，评估 KV 技
术。 “联运物流解决方案”方面，我们
与转运人和承运人一起制定转运方案并
为 KV 服务供应商提供开发新服务及
改善现有服务方面的支持。 “联运集散
站”方面，涵盖 KV 集散站新建和扩建
方面的所有服务： 可行性分析、规划布
局、资金和流程组织、运输工具、运营
商招标。 “政策咨询”方面，我们提供
预测、市场研究、发展理念以及对集散
站和物流的总体规划。 我们评估 KV 的

法律框架并指定新的适用运输措施。 我
们的咨询理念以下列要素著称：将实践
经验、市场和技术专有知识、科学方法
与务实理念相结合。 以此确保解决方案
兼具创造性的同时符合客户需求。
行业： 物流咨询
企业所在地：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成立时间： 2000
员工： 7
联系方式：

Rainer Mertel
+49 (0)69/2443293170
rmertel@kombiconsult.com

www.kombiconsul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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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Kombiverkehr
作为中间运作商，Kombiverkehr 通过
承运人和运输企业几乎囊括了所有欧洲
运输路线的联运服务。 无论采用何种运
输工具，卡车、火车或船舶与铁路组
合： 我们的国内和国际网络采用站对站
式连接，普遍适用于所有物流企业，每
晚发出 170 余次列车，这些为我们建立
经济环保型物流轨道提供了新的机
遇！ Kombiverkehr 的目标是不断提高
服务的经济效益和吸引力，使国内和国
际运输得以进一步扩展并持续巩固联运
交通的地位。 核心业务 – 运输服务的
发展、组织和营销 – 通过附加业务领
域得以补充。 附加业务包括：建造及运
营转运设备、开发及维护专用火车以及
牵引服务和咨询。 这些业务为核心业务
提供支持，有利于提高品质和服务。 这
家 1969 年成立于法兰克福的两合公司
与 230 家运输公司和德铁机动物流股份
公司 (DB Mobility Logistics AG) 建立了

平等的合作关系。与德铁机动物流股份
公司的密切合作使双方的生产和营销专
有技术得到完美结合。

行业： 联运运输
企业所在地：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成立时间： 1969
员工： 142.5 名全职员工 (2011)
联系方式：

Jan Weiser
公司通讯交流及营销支持部主管

+49 (0)69/79505-142
jweiser@kombiverkehr.de

www.kombiverkehr.de

公司概况
Krage 货运公司
Krage Speditionsgesellschaft mbH 是
所有者管理的中型服务企业，数十年以
来专注于物流和运输。 我们的服务质量
和服务意识具备很高水准，我们的核心
员工以及定期的培训尤其功不可没。 我
们的决策途径简略高效，我们的工作
流程明确有序。 我们的组织拥有符合
DIN EN ISO 9001:2000 标准的综合管
理体系，包括内部审核和持之以恒的改
进流程。 这对于我们的客户而言好处多
多，因为我们的可靠性是客户给予信赖
的基础。
我们深感对客户负有责任 – 客户的愿
望和满意度是我们的主要行动目标。
IDS 多年以来属于德国散货市场的领
军者。 该网络也已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挑
战： 质量、网络稳定性以及用来不断提
升系统效率的创新技术使得 IDS 无比出
色。 IDS 运用创新安全技术、中央 HUB
和国际连接，确定了成功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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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家公司和两个合作伙伴公司构成的物
流网络遍布联邦境内的 43 个地点！

行业： 货运和物流
企业所在地： 朗根哈根/汉诺威/
马格德堡/波茨坦
成立时间： 1919
员工： 650
联系方式：
经理： +49 (0)511/2128-239
销售部/客户服务部： +49 (0)511/2128-235

info@Krage.de

www.krag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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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Kube & Kubenz
Kube & Kubenz 是液态危险货物、化学品
以及化学气体的专业运输公司。 核心能
力是槽罐运输、危险品运输、液罐车和集
装箱以及联运。 该公司可运送胺、碳酸
钙、肥料、气体（环氧乙烷、二甲醚、丁
二烯等等）、乙二醇、GMP 产品、异氰
酸酯、碱液、溶剂、油、石蜡、多元
醇、洗涤剂原料等等。 客户群包括化
工与石化行业居于领先地位的欧洲公
司。 设备能满足对环保和安全性的高要
求。 经过培训的员工能够以其专业知识
保证工作流程顺利进行。 培训和安全教
育以及通过内部和外部评审不断进行检
查均为日常遵循的标准流程 – 危险品
运输对于人和技术装备始终是一项挑
战。 1930 年在柏林成立了 Kube &
Kubenz 货运公司。 服务组合迅速扩
大，分支机构遍布整个欧洲。 公司总部
迁往汉堡，越来越多地承接液体运输业
务。 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公司管理层不

断扩大服务范围，适应了市场要求。
Michael Kubenz 于 1980 年接管了业绩
不凡的公司 – 并且将其扩张成为全欧
洲最现代化的知名货运公司之一。 迄今
为止他仍然以其专业知识、经验和投资
精神领导着 Kube & Kubenz。
行业： 货运和物流
企业所在地： 总部设在汉堡，在德国和欧洲全
境设有许多分公司
成立时间： 1930
员工： 约 300 名
联系方式：

+ 49 (0)40/237207-0
info@kubekubenz.com

www.kubekubenz.com

公司概况
Medienbüro am Reichstag（帝国议会传媒社）
作为所有人管理的全方位公关公司，十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为知名企业和协会服
务，也为境内外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服务。 本公司地处靠近国会大厦的柏林
心脏地带，我们专为客户开发量身定制
的沟通策略和公关措施，并且将其付诸
实施。 少做广告，多做沟通。 我们的
16 人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公关咨询师和编
辑组成，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他们都是
擅长与企业、网络、新闻界及活动组织
机构打交道的专家。 作为高度专业化的
传媒事务所，我们对交通物流以及可再
生能源市场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们的核
心能力包括传统的新闻和公关工作、组
织大型活动和路演、媒体和企业家体验
之旅，但也包括与政界的沟通直至邀请
议员参加的晚会活动。 此外还包括区位
营销和企业出版物。 构建最好的内部和
外部网络是现代沟通的前提条件。 因此
我们也承担外部新闻机构的工作，或者

已现有结构为基础安排补充性服务。 我
们还可在境内外重要的业内活动与展会上
介绍我们的客户，以便建立长期联系，对
此进行分析和维护。 让您的信息为他人
所知。
行业： 公共关系
企业所在地： 柏林
成立时间： 2002
员工： 16
联系方式：

Im Haus der Bundespressekonferenz
Reinhardtstr. 55
10117 柏林
+49 (0)30/30872993
+49 (0)30/30872995
info@mar-berlin.de
www.mar-ber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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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慕尼黑展
这一运输物流业的国际专业展览每两年
在慕尼黑举办一次，内容涉及物流、移
动、IT 和供应链管理。 针对由陆路、铁
路、水路和空运组成的结构化多式货物联
运，它是该领域全球最大的展会。 展览
内容包括运输及物流业服务、货运物流系
统、IT 和通信以及内部物流。 1978 年
起，运输物流展已发展成为国际上最重
要的专业展会，其内容的涵盖范围越来
越广。 每两年在上海举办一次的亚洲物
流双年展以及每年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
Logitrans 展也为对外出口做出贡献。
预计 2013 年将有约 2000 家展销商参
展，展区面积超过 110000 平方米（九层
展厅外加室外面积），向超过 50000 位
参观者展出其产品和服务。 欧洲航空货
运展是运输物流展的一部分，该展览是
针对全球航空运输业的展览和会议。 此
外，通过丰富的会议安排对国际运输和
物流行业的新市场、新前景及新创意做

出详细介绍。 展会的参与方除了运输企
业、货运公司、铁路公司、联运交通企
业之外，还有海港和内陆港口，船运公
司，航空公司和机场以及商用车和装
卸叉车制造商、IT 和通信供应商。 因
此，运输物流展涵盖了全球物流所有价
值链。

行业： 展会经济
企业所在地： 慕尼黑
成立时间： 1964
员工： 737
联系方式：

+49 (0)89/949-11368
info@transportlogistic.de

www.messe-muenchen.de

公司概况
Meyer & Meyer
持有人控制的家族企业 Meyer & Meyer 作
为物流服务商已在市场上活跃了 100 多
年，且专注时装物流 60 多年。 企业提供
多样化的服务，从仓储、制备和质量保障
至准备配送商品到各商店的原材料物流
和产品物流，从而成为欧洲时装物流的
领先专家。 服务秉承延续整条纺织品价
值链的 Meyer & Meyer “From-Sheepto-Shop” （从羊毛到商店）原则。 除了
时装物流，公司还发展其它特殊物流解
决方案，包括自行车、汽车、家用工具
和一些敏感的物品。 公司总部在奥斯纳
布吕克，Meyer & Meyer 国内国外的分公
司和合作伙伴网共有约 2000 名员工，运
营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物流业务。 公司
的业务遍及 40 多个国家，提供全欧洲
的配送网络。 作为物流服务商 Meyer &
Meyer 清晰认识到在大气保护方面的责
任，在可持续性发展主题上制定了全面
的策略。 寻找替代的推进技术和运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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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或生产再生能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性正是公司理念的一部分。 因此
Meyer & Meyer 为员工提供大量的健康
管理工作，并协助他们在职业和家庭之
间做出协调。
行业： 时装物流
企业所在地： 奥斯纳布吕克
成立时间： 1902
员工： 2000
联系方式：

Rüdiger Bentrup
Meyer & Meyer 运输物流总经理
+49 (0)541/9585401
sklussmann@meyermeyer.de

www.meyermey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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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Paul Schockemöhle 物流
结合运输和仓储方面的核心技能，Paul
Schockemöhle 物流集团为客户开发定
制和创新的物流方案。 无论是单项服务
还是全面的解决方案，从利用仓库的采
购物流到配送和备件物流，针对任何需
求都能提供全套服务。 除了下萨克森州
Mühlen 的总部，集团目前在德国有八家
分公司、在波兰有一家分公司。 自有车
辆达到 300 辆重型卡车，均处于最高的
技术水平，且使用时尽可能灵活满足运输
要求。 车辆中除了普通的卡车外，还包
括冷藏车、具有装卸技术的重型卡车（升
降台、吊车，叉车）和用于大容量运输
的车辆。 Paul Schockemöhle 物流除了
陆路运输外还通过轨道提供联运运输服
务，每天通过铁路发送货物。 在仓储物
流方面，具备多种系统设计形式的
105000 平方米仓储和转运面积。 除了
封闭式和露天的仓储面积，还有高架货仓
以及控温货仓。 危险品的仓储也在业务

范围内。 质量政策经过认证，其中包括
SQAS（道路和仓储），ISO 9001：2008，
ISO 14000：2004 以及 GMP+B4.1。使
用 现 代 化 的 IT 解 决 方 案 和 遥 控 技
术，提高了设计安全性并成为可靠服务
的基础。
行业： 运输 & 物流
企业所在地： 米赫伦
成立时间： 1966
员工： 700
联系方式：

Ernst Nordlohne
+49 (0)5492/808223
e.nordlohne@schockemoehle.de

www.schockemoehle.de

公司概况
PERSONALUNION
PERSONALUNION 由 Uwe Borowy 于
1997 年在汉堡创立，持有人控制的个人
和企业咨询公司。 核心技能是专业地培
养企业管理人员和优秀的管理后备力量
特别针对运输和物流工业。 多样化服务
的受众面从持有人控制的中型企业直至
全球运营的企业集团。 丰富的行业知识
实现了快速识别有潜质的候选人，也是正
式直接交谈的基础。 PERSONALUNION
在过去 15 年为大量国内外的知名公司提
供了成功的咨询服务。 不仅在企业收购
和出售方面、在参股问题上也提供重要的
支持。 通过与人事咨询服务相结合，实
现了持有人控制企业中最佳的接替人员
调整方案。

行业： 人事服务
企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1997
员工： 1
联系方式：
Uwe Borowy
+49 (0)171/5664133
uwe.borowy@personalunion.com

www.personalun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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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坤帝科（Quintiq）
每个企业的供应链计划都有其独特的难
题。 这些计划难题，或大或小、或简单
或复杂、有些看起来甚至无法克服。 自
1997 年以来，坤帝科始终借助独一无
二的供应链计划与优化软件平台，致力
于解决各个难题。 现今，来自全球 80 多
个国家的众多跨国企业的约 12000 用
户依赖坤帝科软件来计划和优化人力资
源、物流计划和生产计划。 坤帝科平台
可协助接近现实的方式规划、控制和优
化所有计划期内的复杂业务流程。 企业
可以借此扩大与竞争对手的区别特征，并
且以盈利为目标进行规划，因为他们可
以把握真实运作情况直至最后的重要细
节。 坤帝科的软件能够实时处理 DHL 的
送货计划、制作欧洲境内列车时刻表、对
全球铝产量的 25% 进行规划、承接三
大洲航空领航员的人力规划。 我们在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
Danone、WWL、DB Schenker Rail、

TNT、 ArcelorMittal、 ThyssenKrupp
Steel、 Novelis、 AkzoNobel、 Vlisco
和 SIG Combibloc 这些企业拥有数千
台设备。 坤帝科的所有客户应用相同的
综合性供应链规划和优化平台进行人
事、资源和过程规划。 坤帝科在荷兰、美
国各有一个总部，在全球设有若干分支
机构。

行业： 软件，IT
企业所在地： 荷兰海尔托亨博思和美国费城拉
德诺
成立时间： 1975
员工： 750
联系方式：

+49 (0)2211/10800

www.quintiq.de

公司概况
Reimer 物流
业内最佳。 我们的服务项目丰富多样，能
够为您提供全球竞争优势。 本公司成立
于 1925 年，总部设在自由汉莎城市不
来梅。 我们可为您的国内和国际运输提
供组织和办理服务。 Reimer Logistics 共
有 450 名积极主动的高资质员工。 物流
对于我们而言远非将货物从 A 地运往 B
地那么简单，其中涉及很多单项服务，并
且使用最先进的沟通手段和技术，才能
顺利完成物流任务。 我们也能为贵公司
的物流任务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
案。 我们的服务项目摘录如下： 合同
物流、项目物流和增值服务。 我们的物
流咨询部门可根据您的要求，尤其可针
对您的产品优化您的供应链、工厂计划接
口、进出口报关服务、危险品仓储。 我
们是纪律严明的代理人，能够“安全”储
存、运输您的货物，或者让您的货物“安
全”。 我们在联网环境中工作，并且可
连接您的 IT – 直接数据交换。 我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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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关过程的文件记录。 我们从事国内
和国际陆运、海运和空运业务。 这包括
零担和整车运输、集装箱装卸、德国和
欧洲境内的零担货物配送以及包裹运
输。 请联系我们 – 我们随时乐意为您
服务。
行业： 货运和物流
企业所在地： 不莱梅
成立时间： 1925
员工： 450
联系方式：

+49 (0)421/3890-0
anja.schmeckpeper@reimer-logistics.com
info@reimer-logistics.com

www.reimer-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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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SCC Schneider
SCC Schneider 是一家所有者管理的
公司，总部设在 Freudenberg/Westfalen。 该公司及其合作伙伴是国内和
国际大件运输、重型货物运输和特殊
运输领域的专业公司，涵盖所有运输工
具（海运、空运、铁路、公路以及内河
航运）。 对于这些要求苛刻的物流解决
方案，SCC Schneider 可承接全部项目
运作任务。 例如包括咨询、计划和协调
所需的运输工具、准运证服务、路径规
划、拆卸/重新安装、专业包装咨询、用
于运输和仓储的工业包装和重型货物
包装、14000 平方米有暖气的仓库面
积（200 吨桥式起重机）、40000 平
方米室外面积、50 吨重载叉车以及处
理所有报关手续。 数十年处理重型机械
行业项目的经验使得 SCC Schneider 成
为可承接所有运输任务的全方位服务提
供商。 常年培养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国际
网络可保证 SCC Schneider 能够为每一

种不寻常的运输任务提供有效并且合适
的解决方案。 亨利·福特的名言“成功
就是你恰好拥有他人需求的技能”就是
该公司的核心经营理念。

行业： 大件运输，重型货物运输和特殊运输，
项目物流
企业所在地： 弗洛伊登贝克/威斯特法伦
成立时间： 2014
员工： 2
联系方式：

Klaus Schneider
+49 (0)2734/4954431
info@scc-schneider.de

www.schneider-cc.de

公司概况
Seifert 物流
Seifert 物流公司在欧洲陆上运输业务方面
覆盖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从北角（地
处挪威的欧洲大陆最北端）到地中海的
地域。 无论是在规划、恒温处理、储料
仓、或是加油加料领域，都有 Seifert 的
身影。 利用每天 800 多辆可支配的车
辆，Seifert 物流集团为乌尔姆地区、德国
和欧洲的汽车、建材、化工、商贸、机
械、造纸和医药领域的客户提供服务。 通
过申请了专利的装卸安全系统，如 Seifert
LaSiChem®，再一次证明了 Seifert 物
流集团勇于创新的精神。 Seifert 物流
集团在合同物流领域内在德国和波兰经
营着多达 214000 多平方米的高科技物
流场地。 作为物流专家，Seifert 不仅
整合物流，还优化价值链并确保利润和
战略优势。 除了采购物流、生产物流和
配送物流，Seifert 物流还专注于增值业
务，提供大量的服务。 另外，Seifert 物
流集团还根据各行业要求通过认证。 我们

也可由此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客户所提
出的高质量要求不仅有文件佐证，而且将
得以切实遵守。 Seifert 物流的 720 多
名员工为您提供全年无休的服务！ 我们
52 周、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竭诚为您
服务，我们愿意迎接全新的挑战！
行业： 物流和货运
企业所在地： 乌尔姆/多瑙
成立时间： 1947
员工： 720
联系方式：

Harald Seifert
总经理

+49 (0)731/4000-0
h.seifert@seifert-logistics.com

www.seifert-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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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Spedition Stamm Stamm 货运）
Spedition Stamm 是成立于 1925 年的
家族企业，专门从事原料和固体燃料
物流。 我们的客户包括陶瓷、制砖、石
灰、焦炭、铸造、特种铸造、钢铁和不
锈钢行业的国内知名供应商、跨国集团
以及全球性公司，我们为这项客户准时提
供粘土、砂子、碎石、熟石灰、生铁、金
属、铁合金、铸造原料、焦炭、煤和无
烟煤等各类材料。 我们的自有车队由符
合客户要求的特种翻斗车组成，满足最
新的排放标准，并且配备了大量的安全
驾驶辅助系统。 尽管要针对我们的每一
个客户按照其需求制定物流方案，仍然
可以达到很高的标准化程度，还可以实
现很大的灵活性。 当材料订单发生变化
时，使用半挂列车就能立即调换运输工
具，同样可以通过 ARA 地区（安特卫
普、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组成的荷比三
角）中直达北海港口的定期航班以最快
速度对体积或者质量变化作出反应。 我

们将客户满意度放在最优先位置。

行业： 物流、货运、运输
企业所在地： 林堡
成立时间： 1925
员工： < 100
联系方式：

+49 (0)6484/91044
stamm@stamm-logistics.com

公司概况
TimoCom
TimoCom Soft- und Hardware GmbH
是一家面向所有运输业公司的 IT 服务
供应商。 TimoCom 的团队拥有 300 多
名员工，提供两个网络采购平台。 欧洲
领先的货运交易平台 TC Truck&Cargo®
及 TC eBid®，运输招标的在线平台。 自
2012 年 9 月起，TimoCom 还提供最大
的仓储交易平台。 所有程序可在 44 个
国家内使用，有 24 种语言版本。 国际
货运交易平台 TC Truck&Cargo® 中预
计每天为 85000 名使用者提供多达
300000 次货运服务 – 该趋势还在上
升。 这一工具有助于优化负载能力，避免
高额的空车运输费用。 TC Truck&Cargo®
还提供很多额外的用途及实用的附加功
能补充原来的程序。 第二个主要产品是
TC eBid®，它是欧洲范围内使用的运输
招标平台。 这一软件的优点在于可以节
省时间和成本，尤其可以保证无故障使
用。 在此，企业可进行在线货运招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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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同时联系到整个欧洲内的 30000 多
家合格运输供应商。 欧洲范围内使用的
在线仓储交易平台也是产品组合的自然扩
展。 在此企业可以访问多达 30000 个
仓库和物流空间。 反之，“仓库搜索引
擎”也具有同样功能： 供应商可将其联
系方式以及所有与仓库类型及仓库装备
相关的搜索条件保存于此，以便充分发
挥其能力。

行业： 运输/物流
企业所在地： 杜塞尔多夫
成立时间： 1997
员工： 350 名（统计时间： 2013 年 3 月）
联系方式：

+49 (0)211/88260
info@timocom.com

www.timo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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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TX 物流
TX Logistik AG (TXL) 是欧洲居于领
先地位的铁路物流企业之一。 这家私
人货运铁路公司成立于 1999 年，自从
2011 年以来成为意大利 Ferrovie dello
Stato 铁路公司的子公司 Trenitalia 的
一部分。 TXL 能够一手提供将商业长途
货运从公路转移到铁路的解决方案。 该
公司经营着遍布欧洲的运输网络，在
瑞士、奥地利、瑞典和丹麦均设有子公
司，在意大利与荷兰设有分支机构。 比
利时和法国也有六个重要的线路被纳入
该网络之中。 TXL 利用自己的许可证和
火车司机执行铁路运输任务，因此有能
力利用一种系统包揽从斯堪地纳维亚地
区或者荷兰直至意大利的运输业务。 TXL
以“物流品牌” TXCARGOSTAR 为来
自集装箱、贸易、汽车、化工、垃圾处
置以及大宗货物领域的客户提供行业解
决方案。 客户享有的好处： 只有一个
包揽一切的联系方 – 使用现代化多电

流制机车和车厢、购买线路和电力、以
及港口码头作业。 由于一手包揽所有业
务，TXL 能够在执行期内和信息交流过
程中实现很高的质量。 TX Logistik 公
司基于网络的订单管理系统不仅能无缝
跟踪订单，而且也能生成高透明度的质
量和业绩报告。

行业： 运输物流
企业所在地： 巴特洪内夫
成立时间： 1999
员工： 450
联系方式：

Susanne Linken
经理助理

+49 (2224) 779 101
s.linken@txlogistik.eu

www.txlogistik.eu

公司概况
Universal Transport
Universal Transport 集团是大容量运输
和重型货物运输的领先专家。 这是指除
了运输重型货物外，还运输对于普通的
重型卡车来说明显过长、过高或过宽的
货物。 现在拥有 500 多名员工，300 辆
自有的重型卡车，年营业额达到 1.1 亿
欧元， Universal Transport 提供“XXL
超大规格”的物流服务。 目前公司一共
有十家国内分公司并在波兰、乌克兰、捷
克和罗马尼亚等国设有基地。 还包括不
久前在欧洲境内规划和运输整套风能设
备。 日常业务还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轨
道车辆（如有轨电车）、大型车辆（装
甲车和联合收割机） 以及工业重型货
物。 全球的重型货物运输在 Universal
Transport 的业务范围内同样占有一席
之地，且在过去多年的项目业务中已确
立了重要地位。 除了重型卡车，必要时
Universal Transport 还使用其它运输工
具。 自然还包括服务业务，如缴税、搜

索消息和批准许可。

行业： 大容量运输和重型货运
企业所在地： 帕德伯恩
成立时间： 1953
员工： 500
联系方式：

Holger Dechant
销售主管

+49 (0)5251/7102-46
holger.dechant@universal-transport.com

www.universal-tran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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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概况
德国船东协会 (VDR)
VDR 针对下列对象代表着德国海运业的
共同利益：全德、各州和地区的政界与
管理机构，其它经济分支的顶级组织，工
会以及公众。 此外，VDR 还针对欧洲和
国际机构代表着德国海运业。 VDR 直接
代表或者是通过成为国际协会成员来代
表德国海运业。 各种利益的维护需要紧
密的内部沟通。 在协会为此专设的委员
会、管理委员会及其上级机构中进行持
续沟通，可留有政治回旋余地以便针对协
会工作达成共识。 此外，协会为其成员
在劳动法、社会法的法律保护方面提供建
议并在这些领域内提出诉讼。 对于加入
VDR 工资率同盟的成员，协会将替其与
德国海员工会签订工资率协议。 VDR
致力于提高德国海运业和德国地区的竞
争力，促进德国海运的发展，开发有吸
引力的培训课程，创造更多稳定的就业
机会，确保国际海运业安全及环保，明
确海运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确保良

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行业： 航海业
协会所在地： 汉堡
成立时间： 1907
员工： 29
联系方式：

+49 (0)40/35097-0
vdr@reederverband.de

www.reederverband.de

公司概况
Heinrich Vogel 出版社
Heinrich Vogel 出版社是 Springer Fachmedien München 有限公司的出版社商
标。 公司在 1935 年作为独立出版社成
立。 初期的业务重点是用注重实际的官
方表格来支持不断增长的交通管理工
作。 1946 年推出了第一本二战后的专业
杂志 “VerkehrsRundschau”（交通评
论），该杂志在现今仍每周报道关于所有
运输工具的主题以及当前交通政策的事件
和背景。 其它杂志如 Trucker（卡车司
机）、Gefahr/gut（危险/货物）、Fahrschule（驾驶学校）、Taxi（出租车）、
OmnibusRevue（ 公 共 汽 车 评 论 ） 和
Busfahrer（公交车司机）关注于汽车经
济、运输、物流、驾校和旅游等行业。 此
外 Heinrich Vogel 出版社还为这些行业
发行定制的培训和进修课件，以及为企
业和决策者出版专业媒体。 自 1972 年
起，Heinrich Vogel 商标在驾驶学校市
场上已是根深蒂固。 驾驶学校可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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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了解到所需的关于培训业务的一切，从
教学课件到管理软件、直至外后视镜和
车顶板的相关资料。

行业： 媒体
企业所在地： 慕尼黑
成立时间： 1935
员工： 约 300 名
联系方式：

Katrin Geißler-Schmidt
出版社主管

+49 (0)89/203043-2253
katrin.geissler-schmidt@springer.com

www.verlag-heinrich-vo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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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VTL 国际快递运输公司
VTL 是一家领先的单价货物运输合作和
欧洲物流解决方案供应商。 从富尔达开
始，VTL 的网络覆盖 125 家中型货运
公司，提供全面的、智能化的、有最先
进 IT 支持的服务。 在迅捷已成为一种
竞争优势的时代，具备可靠运输网络和
更多服务的中央物流中心为别国企业带
来巨大利益。 在机器制造业和汽车工业
中，除了服务种类的多种多样、较高的
技术水平以及生产能力之外，服务品质
及高效快捷的备件物流也被视为成功的
关键因素。 如今，企业已成功将备件和
维修服务以及备件物流永久融入经营理
念中。 VTL 提供一种经济实惠的多用户
解决方案。 富尔达的一个中央备件仓库
可为外国机械制造商提供全面的备件管
理，该备件管理具有反应时间短，每日
订单处理截止到 22 点的特点，这是任
何一家德国机械制造商都几乎无法拥有
的。 因而，同等价值的机器（同德国制

造商相比）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而且拥
有更好的备件或售后服务。 这一特点使
人折服，可为外国机械制造商在德国带
来更多机遇。

行业： 货运和物流
企业所在地： 富尔达
成立时间： 1998
员工： 总部 90 名，全球合作 13000 名
联系方式：

+49 (0)661/9768-0
systemzentrale@vtl.de

www.vtl.de

公司概况
Wegener Vermögens UG（Wegener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Wegener Vermögens UG 是专门从事汽车
空运和海运的物流集团 IQS Holding AG
的所有者。 在最近 16 年中，IQS 集团已
发展成为汽车特殊运输解决方案领域居
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之一。 IQS 集团的服
务不仅包括货代业务，而且也利用自己
的旅行社、空运配载优化咨询公司以及
车辆测试公司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 IQS
集团以常年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开发安
全、高效、低成本运输试验车辆、赛车和
展览用车、老爷车以及新车辆的解决方
案。 我们的创新服务有助于顺利完成运
输任务，例如专用汽车平台、适合客户
需求的车辆集装箱、装卸台等等。 IQS
集团确立了汽车空运和海运的国际标
竿。 因此不仅汽车制造商和汽车配套厂
商、而且航空公司、地勤公司和其它物
流服务提供商均已成为集团的客户。

行业： 特殊汽车空运和海运物流
企业所在地： 朗根巴赫（近慕尼黑机场）
成立时间： 1998
员工： 61
联系方式：

Norbert Wegener
所有人
电话： +49 (0)8761/7205-0

Norbert.Wegener@aircargo-consulting.de

www.iqs-grou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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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Winner 货运公司
专业化的标志。 家族企业 Winner 货运
公司的第 3 代继承人已将公司发展为全
欧洲的物流专家，专注于相应制造长度
为 3~12 m 钢制、黄铜制、紫铜制、铝
制的坯料和棒料的物流业务。 整个组织
结构都专业谨慎地处理这些金属制品的
转运和配送。 多样化的服务包括： 运输
量超过 2 百万吨/年，欧洲一共 16 家分
公司，棒料配送至 17 个欧洲国家，约
450 名培训有素且有积极性的员工，每日
的跨阿尔卑斯山 Winner 公司列车投入多
式联运，拥有大量车辆以及 80000 平
米的仓储物流面积。 企业经认证符合
DIN EN ISO 9001:2008 / AEO 状态。 因
其在棒料配送拥有专家地位，Winner
货运也为您的潜在客户敞开大门。

行业： 运输/物流
企业所在地： 伊瑟隆
成立时间： 1946
员工： 400 多名
联系方式：

+49 (0)2374/931- 0
info@winner-spedition.de

www.winner-spedition.de

公司概况
Wormser 质量物流
Wormser 质量物流公司的座右铭是： 工
作完美，迈向成功。 也就是说，最高的
质量、绝对的可靠性以及始终如一的客
户定位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市场口号，而
是在所有级别层面由全体员工切实履行
的企业价值观。 从过去到现在这种价值
观到底有多重要？我们这家欧洲物流服
务提供商取得的 65 年成功史告诉了您
答案。 因为我们出色的工作和客户持续
的成功，说明与 Wormser 合作从各方
面来说都将获益。 我们同样致力于德国
的物流基地： 作为联邦政府倡议组织德
国物流联盟的成员，我们付出行动支持
德国作为欧洲心脏的物流基地而更加
被人所熟知。 Wormser 物流部门用定
制的运输、外购及仓储服务支持各大企
业： 我们的运输服务极为有效地为客户
在建筑工地物流、食品、饲料及太阳能
物流等方面减轻负担，并提供顺畅的流
程。 Wormser 的外购服务面向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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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户，它们的内部物流、货仓管理或包
装管理需要外购来节省费用。 我们为工
业客户提供全欧洲范围内的最先进的货
仓清洁设备网，清洁度可达 50 μm，在
自动化运行中进行完美清洁。 在
Wormser 大型室外和室内仓库中，我们
完全按照需要提供配送和管理服务。

行业： 货运和物流服务提供商
企业所在地： 黑措根奥拉赫
成立时间： 1945
员工： 420
联系方式：

Wormser 质量物流
+49 (0)9132/9030
info@wormser.de

www.wormser.de

www.Logistics-Alliance-German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