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综合物流

我们的承诺，就是我们的实现!
WE PROMISE , WE DELIVERY!

我们务实进取、我们稳步前进
对企业来说中国既是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也是一个大型的消费市场。不论您是国
内的公司还是国际化的公司，您都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物流合作伙伴，具有深厚
的物流知识和强大的网络来为您提供高效的物流服务。在美亞通，我们理解您的需求不仅是国内的运
输服务，您也需要可见的网络服务，物流权纽的解决方案以及其他增值服务贯穿您的供应链。

全球综合物流

概述

敬业的专家应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建立合作关系 赢得您的信任

美亞通物流是一家专业提供一站式供应
链服务的企业。在电子、通讯、化工、
医疗、设备、零售等领域提供服务。公
司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完备的企业
设施、深厚的行业积累、自主创新及优
质服务意识，为客户提供全面、完善的
商业智能、工作流等解决方案以及外包
、顾问咨询、行业分享等高品质的服务
。公司业务网络覆盖美国、亚洲、欧洲
以及近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

当您拥有美亞通品牌个性
化服务时，您就拥有了一
个专业的物流图像，我们
的专业人员能为您分析业
务，用心倾听您的担忧，
全面了解您的挑战。我们
倾注全力了解您公司的状况，预测即将发生的
情况并提前采取行动而不是简单的采取反应，
我们积极创造而不是去适应，我们始终坚持到
底，直到完成工作。对于遍及全球多个国家的
美亞通物流的员工来说，与客户發展伙伴关系
是我们追求双赢和最终满足的原动力。我们的
物流服务遍及所有角落，无论何时，我们都时
刻准备着为您提供完善的服务。
美亞通物流能力包括空运，海运，陆运以及海
空联运等产品，它是我们巨大的全球综合物流
(Global Integrated Logistics)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无论您是寻求灵活的货运代理，个性化的物流
解决方案还是特定行业的专业意见，美亞通物
流都能为您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并以此赢得您
的信任。

企業使命及展望
• 我们的使命是成
为首选物流供应商
•提供顾客需要的
增值业务
•我们关心货物的安全和效率
•在一个增长的和改变的市场上获取和
巩固公司的地位
•通过合作开发我们的事务
•提供我们的职员以令人满意和令人愉
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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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空运

以人为本、源动之泉

速度造就快捷服务

以人为本，才能成就累累
的硕果；
以人为本，才能为企业提
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美亞通为员工提供了充分
发挥自身潜能的工作舞台
，提倡实行规范化和人性化相结合的管理模
式，使公司集聚了大批高素质、高技能、高
品行的资深物流人才。并且公司鼓励及资助
员工终身学习，并参与社区活动回馈社会，
形成良性发展的人才梯队。

美亞通的快速、一流
和高质量的空运服务
能够帮您有效权衡时
间，空间，频度和成
本。我们有出色的采
购能力，并同一些世界顶尖的空中承运
商有着长期伙伴关系，因此我们能够提
供给您理想的运输能力、按时送货服务
和灵活性。我们可以直接提供所有的基
本运力，包括可选部分和全部租用服务
；美亞通的报关专家在办理流程和文件
方面经验丰富。美亞通拥有一支团队，
它可以 24 小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做出
必要调整和追踪每批货，直至运抵终点
。因此，您的空运货物不但可以准时到
达指定地点，而且还在途中的每一步都
得到特殊的关照。

货运代理专家
便捷的货运代理
美亞通提供给您一个便捷
的标准货运管理服务清单
，以方便您更有效的权衡
日常的紧急程度和成本，
清单包括货运、海运、陆
运和海空联运服务。我们的货运代理专家们
根据您特定的需要，通过一系列易于设定的
选择为您量身定制可选货运服务，这包括针
对有特殊货物要求的可选代理服务和针对有
复杂需求的可选物流服务。美亞通的报关专
家都熟悉现行法律、规章和制度，能够确保
报关文件的准确和程序的优化。在这一切灵
活多样的服务背后是一支美亞通团队，我们
会全程追踪，并对您的客户信守承诺。

可选代理增值服务
我们可以为下列特殊货物和特殊需要提
供特别的装卸服务，其中包括：
贵重货物运输
运输保险
温度控制运输
打托服务
进口装卸和运输服务(准时运输服务)
条形码服务
报关服务
包装或重新包装

可选物流增值服务
我们的空运专家能够为您的日常商务需
要提供有复杂需要的货运服务，其中包
括：
合并过境
实时追踪/数据输出
货物集配服务
交叉对接
货物安全管理
配送服务
关键绩效指标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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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

陆运

灵活造就弹性服务

可靠造就稳定服务

作为全球领军海运代理
商之一，美亞通保证提
供给您需要的空间安排
、个性化的集装箱和最
优惠的价格。我们的无
船承运人(NVOCC)拥有一系列顶级货船，船期
频度高，目的地范围广。它可以让您在全球范
围内有丰富的选择。我们提供整箱，拼箱和散
货运输服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体积和尺度，我
们都能满足您的货运要求。无论是对不断发展
的商业挑战提供咨询服务，还是登记一个紧急
询盘，我们的海运专家全球网络都能在您需要
的时候提供服务。

无论在荒无人烟的
沙漠还是熙熙攘攘
的市区，美亞通陆
运服务都能保证您
的货物运输无缝连
接，并保证运输安全和到达安全。我们
拥有自己的车队和精挑细选的搬运工人
，为您的货物和供应链提供合适的运货
时间、空间安排、灵活性和合适的设备
。我们每周都有几百次的卡车零担货和
整车货运出，能够提供便捷、可靠的门
到门交货服务。我们拥有遍及全球的区
域网络，无论何种时间和尺度要求，我
们都能够对您的紧急要求做出回应。

可选代理增值服务
我们可以为下列特殊货物和特殊需要提供特
别的装卸服务，其中包括：
贵重货物运输
运输保险
温度控制运输
打托服务
进口装卸和运输服务(准时运输服务)
条形码服务
报关服务
包装或重新包装

可选物流增值服务
我们的海运专家能够为您的日常商务需要提
供有复杂需要的货运服务，其中包括：
合并过境
实时追踪/数据输出
货物集配服务
交叉对接
货物安全管理 配送服务
关键绩效指标的报告

可选代理增值服务
我们可以为下列特殊货物和特殊需要提
供特别的装卸服务，其中包括：
贵重货物运输
运输保险
温度控制运输
打托服务
进口装卸和运输服务(准时运输服务)
条形码服务
包装或重新包装

可选物流增值服务
我们的陆运专家能够为您的日常商务需
要提供有复杂需要的货运服务，其中包
括：
实时追踪/数据输出
货物集配服务
货物安全管理
关键绩效指标的报告

交叉对接
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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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联运

中国国内配送

协调造就多元化服务

国内配送服务覆盖全中国
美亞通了解您的需求

美亞通提供的同一文
件下海空联运兼取了
空运的省时优势和海
运的廉价优势。我们
拥有大量的货船和货
机，因而我们的货运
代理专家能够直接利用船期和班机时间表为
您指定出最适合您的预算和时间要求的货运
计划。

可选代理增值服务
我们可以为下列特殊货物和特殊需要提供特
别的装卸服务，其中包括：
温度控制运输
打托服务
进口装卸和运输服务(准时运输服务)
条形码服务
报关服务
运输保险
包装或重新包装

可选物流增值服务
我们的海空联运专家能够为您的日常商务需
要提供有复杂需要的货运服务，其中包括：
合并服务
实时追踪/数据输出
货物集配服务
交叉对接
货物安全管理 配送服务
关键绩效指标的报告

美亞通国内配送
团队承诺将您的
货物准确、安全
地运送到全国各
地。为在发达城
市提供大批量多频次的服务，我们承担
全国范围和区域服务：覆盖全国范围的
长途运输，覆盖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区
域运输，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渤海湾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市内
JIT 配送。就国内水准来说，凭籍自己
和联盟的车队，卡车以及合约车辆在全
国 150 多个城市提供运输服务。

在中国公路货运服务包括：
优先和标准服务
多式联运
整车和零担运输

美亞通的服务包括：
自有和合约车辆超过 1，000 辆
有 60 多个物流配送中心
装运前服务
监督服务
先进的信息系统
车队管理
供应商服务质量控制

高效的全国配送
我们的优先和标准服务使您的货物能够
到达全国各地，我们在上海和深圳具有
自己的服务中心，提供门到门 24 小时每
周 7 天不间断的服务。
地区内配送 24 小时到货
GPS 和 TMS 管理系统
行业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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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专家

专业服务

更好的主意造就更好的物流

专注精力用于特定的行业

如果您的供应链需要比
我们的标准产品和可选
产品更专业的知识，更
个性化的服务，您可以
找美亞通物流管理专家
帮忙。我们的专家将投入全部必要的时间和
精力来对您的仓储和配送需要做出从头至尾
的综合了解。即使在将您的解决方案付诸行
动之后，我们还在不停的提供咨询、优化服
务，并立求达到更高的效率。

一些特定的行业有
特殊的物流需求，
这就需要特殊的能
力、资源以及高度
专业的知识。美亞通的专业服务能够为
客户提供关于这些行业的丰富经验和强
大的基础设施。如果有需要，我们还可
以提供特殊的设备。

完整的顾问和策划服务
美亞通的领军物流理念是一种系统的、集中
的旨在制定和实施最个性化解决方案的战略
思想。有了这个实用且无所不包的手段，从
理论阶段到方案施行之后的密切协作都有了
保证。

项目物流
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享有盛誉的专家团
队始终同您的目标和挑战保持一致，并
能够为任何规模的项目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

化工行业
美亞通的化工行业专家通过与化工公司
密切合作，为您提供实用且经济合算的
供应链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全套设备，库存和原料管理，再加
上我们完整的货运服务，您可以确信您的供
应链在以最高的效率运转。

得益于全球货运代理和物流专家的支持
，无论是大规模项目还是细节合作，我
们的专业服务都能够提供端到端的解决
方案。我们的员工都可以能人所不能。

先进的系统和技术

美亞通物流哲学

可升级的仓储和配送

得益于我们复杂的报告和追踪技术，我们找
到了减少库存成本，增加可适度和提高总产
量的方法。

综合增值服务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包括运货前和
延期生产服务，监督和售后协助服务等，这
让我们的专家能够对于您的产品如何进入市
场握有完全的控制权。

我们的一系列先进
的物流手段可以让
您纵览货运状态、
管理库存、制定行
动计划以及实施安全监控。这些复杂的
系统可以将各个环节串连起来，并具有
强大的搜索功能和详细情况报告能力，
这使得您的供应链具有更好的可见性和
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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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接触
我们乐 意 为 您 提 供 协 助 ！
若您有任何查询或意见
，请发电邮或致 电给我
们。

纽约
(1) 718-995-3880
peterh@aocus.com

香港

芝加哥

(852) 2555-7688

(1) 847-588-7368

cherryfung@aochk.com

kenl@aocus.com

上海

迈阿密

(86) 21-6289-3703

(1) 305-597-9355

leonzhang@aocchn.com

miami@aocus.com

深圳
(86) 755-2777-3916
allychen@aocchn.com

洛杉磯
(1) 310-419-8833
kevinc@aocus.com

舊金山
(1) 650-588-7368
ericaw@aocus.com

锐意创新、与时俱进

仁义礼智信:信中求诚
温良恭俭让:让中求谦
美亚货运中国美亞通物流
2012 AOC ALL RIGHTS RESERVED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兴华路 59 号兴鸿基物流园 B 座 201 室
TEL: 86-755-2777-3916 FAX: 86-755-2777-9323 E-MAIL:INFO@AOCCH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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