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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长久的愿景和稳定发展的理念，U&I物流相信能为客户提供最
好与高质量的事业服务，这也是给我们自己信心与成功的决定要
素.与 Unigroup的全体成员，我们时时铭记的宗旨：“客户利益
至上”.

U&I物流是越南龙头企业专业给国内与国外市场提供物流服务.

CLIENTS’
INTERESTS

FIRST



关于客户与 Furniture Today 杂志对U&I物流服务的评价.

必须得承认是本人未见过世界上物流运营如U&I那么好.
当U&I说“仓库将于12月01日完成”并 仓库就一定会在12月01日前准
时完成.
与U&I的全体同仁，本人非常感恩大家的积极工作态度，大家对于任何
问题没有最大与最小，大家只专心将工作准时完成.谢谢大家！

RICHARD MAGNUSSEN, 总经理/MAGNUSSEN HOME

www.unilogistics.vn

这几年来，Magnussen已经租用U&I物流的仓储系统.其他木业

家具公司也于Magnussen之后相继租用了属于U&I物流的仓储系

统.其中有很多著名品牌公司如：Hooker Furniture, Bern-

hardt, Cresent Fine Furniture, Klaussner 与 Avalon.

这些仓储系统视为全球供应链最重要的一组成部分，在此储存

的货物销售到美国及其它海外市场.

...
如Aspen Home 东南亚区划销售经理Bryan Edwards先生所说，

在U&I仓库，Aspen Home的客户可以选择其中500种木材产品结

合组装，这些产品可以在45天内发到海外各地零售店.

...
Avalon Furniture负责货物进出口活动与销售副主席Mike 

Bradshaw先生说，本公司从2014年3月使用U&I仓储系统.他相

信很难打败这里的储存货架系统以及监控湿度系统.“此仓储

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机会以至于我完全信任在这里储存货物而

不需要再想其他的”

FURNITURE TODAY /美国杂志
www.furniture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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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股份投资公司(U&I Investment Corporation)是母公司, 旗下拥有
众多子公司及联营公司.业务广泛包括: 物流, 房地产和建筑, 
财政服务, 会计审计, 零售, 农业以及生产产品出口等. U&I是
英文词组“你和我”的简写(You and I).

U&I物流是 Unigroup 旗下物流行业的龙头. 旗下管理者多是越
南职场专职与经验丰富的人. 我们非常自豪U&I物流成为越南物
流龙头公司,专业提供申报海关代理服务,进出口货物输送,货物
仓储,内地陆路,水运,海运和铁路运输等服务. 我们时刻关注公
司的生存与发展,时时完善自己给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OVERVIEW



各直属单位:

U&I运输股份公司(Unitrans) - 平阳

U&I货物输送代理股份公司(U&I Freight) - 胡志明

U&I货运服务代理股份公司(U&I Cargo) - 河内

U&I仓储股份公司(U&I Warehouse) - 平阳

越南运输股份公司(Vtruck) - www.vietnamtrucking.vn

U&I 货物运送解法股份公司 (Unifreight) – 平阳

各连接单位:

仓储与货物服务股份公司- 橡胶(Rusco) - 胡志明

安泰开发海港航海投资股份公司(AnThoiPort) - 富国



愿景, 使命, 核心价值与文化
愿景: 让U&I成为越南最强势的物流品牌，让客户认同我们之间不仅合作商关系同时也是最值得信

赖的可靠朋友.

使命: U&I物流的所有服务彰显着公司的品质与信任.

口号: 客户利益至上

核心价值: 领导力,领导力体现在每一个职位与工作上.

公司文化: 所有公司同仁都应得到相互尊重与公平相待. 我们高度赞赏个人的专业能力，和谐机
智的协调能力以及科学工作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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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物流的优势也是您的优势
1. 人力资源和经验.
2. 信息科技的建设, 运用和发展.
3. 充分了解并遵守法律. 
4. 雄厚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装备.
U&I具备不是其他越南任何物流公司所能有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能

帮助您和您的公司选择正确的物流服务公司.同时,U&I物流的优质
服务质量证明贵客选择U&I物流是完全正确的.

1. 人力资源和经验
我们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中即有丰厚实际经验的生产经营者,咨询

专家,更有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和中国同事的国际团
队.我们非常透彻地了解当地以及国际间文化差异,法律和商业的
运行模式.基于这些优势，我们一定能理解并达成客户的合理需
求.
我们的公司同仁将近300人,均已经通过严格培训,具有在各自领
域合格的专业技能与丰厚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绝对相信U&I物
流可以给客户带来专业高质量的服务.

2. 信息科技的建设, 运用和发展.
科技信息管理是整个物流运营过程与监督之特别重要的工作.科

技信息是管理者的有效运作管
理工具.目前,世界正在发展
3PL,4PL和 5PL物流活动.这些
活动全赖科技信息管理来实
现.公司计划至2020年之5年时
间打造成,3PL的领头羊,并于
2020逐渐建成4PL物流系统.公
司正在适时合理调整投资部署,
跟上物流市场的发展势头,提高
竞争力,降低公司与客户在企业
发展过程的成本.

U&I物流IT部门,已经研发和运
用现代各科技信息技术让公司
的物流更加高效,准确和快速,
代表如:WMS(Warehouse Man-
agement System),Bar-Coding(
代码),TMS(Transport Manage-
mentSystem,EDI(电子数据交
换,ECUS5VNACCS (自动化通关
系统),ONP(电子文房),运输交

实现运输
快捷安全

专业国
际货运



易场(VTRUCK),人事管理软件,
企业会计软件(3TSOFT,ERP(划
定企业资源),以芯片感应管理
货物 (类似 RFID - 以无线信
号识别,FMS(Freight Manage-
ment System)这些软件帮助公
司易于管理,正确并节省人力和
费用.而且,它还帮助客户跟进
货物情形,随时随地了解更新工
作情况,客户只要操作鼠标就可
以检查和跟进所有工作.

3. 充分了解并遵守法律; 
U&I公司于1998年成立,现已成
为越南专业提供申报海关代理, 
货物输送,经营投资咨询的龙头
公司.我们同国家管理机关,中
央和本地以及合作商建立了诚
信和名誉.  

U & I 物 流 確 保 严 格 执 行 法

律各规定. 

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通晓产品,税务,海关手续等的法律及
相关规定,我们随时给出最优的法律意见帮助客户容易通关;获得
进出口税和其他内地税如VAT,特许权税的优惠,办理法律规定各
种执照如植物检疫, 国家质量检查,…
U&I 物流不只了解越南法律还掌握并有效运用国际商业运行和国
际贸易法律.因此,U&I 物流能协助和提供给客户快速,高效的海
关申报运输,货物输运等服务.

4. 雄厚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装备;
本公司拥有大片土地资源,地区位置好,交通便捷,使平阳成为和
各大省市链接的的物流配送中心.
基础设施如文房,仓储,物流中心,参考国际化标准来建设与管
理，完全能满足国内与国外客户的严格要求.
我们拥有众多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为客户提供便捷的陆路运
输.并安装GPS行程监督系统为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效果.运输能
力在一个月10.000 个标准柜以上.
我们投资崭新的与时俱进的先进装卸货设备和运输车辆以满足客
户对迅捷,集中,高效的装卸货要求.

在越南有
3PL标准

车主和货主
互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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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手续代理服务
- U&I 物流从1998年成为越南
龙头公司,专业提供申报海关代
理服务,具有越南海关总局核
发海关手续代理证书的专业团
队.U&I物流是第一家电子海关
业务以及进出口活动科技信息
在线管理运用的公司.我们代表
客户办理海关手续以及通关,一
年超过25.000海关单,及60.000
个标准柜的货物.

- U&I物流拥有在线数据管理系统以及符合精确化与现代化处理
要求的监控管理工具,确保所有活动都被密切监督,同时帮助客户
随时随地检查货物情况.

- U&I物流深知进出口活动是企业供应链中最关键的链接,确保海

关手续过程与进出口货物通关顺利，这也是赢得客户提高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

- 只要客户和我们签一份海关手续代理合同,授权给我们实施办

理货物运输的相关海关手续.客户就可以放心做其他工作,海关与
输送货物由我们代为办理.

在越南有
3PL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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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服务
U&I物流引以为豪的是拥有目前
越南最大的保税仓储.面积超过
185.805 m (相当于2.000.000
平方英尺 (Ft ) 我们的保税 
仓储系统按照国际标准投资建
设以及依据科学,密切管理流程
可以保管各式干式货物.

建筑,基础设施和运行装备符合
国际标准,我们的仓储系统能够
满足客户的严格要求.

我们仓储系统提供的办法:

以智能在线管理软件精准并密

切监督货物.只要点一下鼠标,客户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就可以

检查货物情况.

- 灵活与方便地集中与分配货物.
- 多方资源的供应分配,包括从外国进口后出口第三国家.

- 多级优选货架系统机动且多能使储存空间得到最大化.

- 以现代检控湿度系统和昆虫检控系统彻底处理白蚁以及发霉.

帮助客户容易获得美国C-TPAT(Customs 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CBP(Customs Border Protection) 认证.

按标准的仓储基础建设,装备现代化,科学并密切组织管理及承诺
的附加服务,我们的仓储活动获得客户的高度信任.这也是我们仓
储功率100%,货物流量每年增长,达60.000 个标准柜/年.

www.unilogistics.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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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货物
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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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货物运输服务
内地货物运输服务是物流供应线不可缺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
没有任何某种物流不经过内地运输.因此U&I旗下Unitrans正适合
客户的选择.

我们拥有众多的符合标准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为客人提供方便
的运输服务.所有运输工具都已安装GPS行程监督系统为确保运输
过程的安全效果.货物保管运输过程达到美国C-TPAT安保标准.
此项帮助客户完全放心因我们的货物每分每秒都在监控之中.除
了陆路运输,我们还提供其他运输方式如:项目货物运输,超长货
物, 超重货物, 内地水运, 海运和铁路运输.

www.unilogistics.vn

实现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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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运输交易场

VTRUCK 是运输企业 并结合在线电子商务与运输系统，链接了货主和车
主.VTRUCK 通过合理的计算价格服务确保货主,车主和VTRUCK公司三方
的利益.

VTRUCK货主一订货就享受优惠安全的服务

VTRUCK 帮所有车主获得更多的订单,更方便地运送货物增加车主收入.

VTRUCK以诚信,便捷与服务速度为准则建立货运系统.另外,Vtruck还有

提供其他相关货运服务.

WWW.VIETNAMTRUCKING.VN (VTRUCK)

www.unilogistics.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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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地方





诚信:
用户可以安心与Vtruck合作.在哪租车,装卸
货,手续都无需担心.用户只要知道Vtruck就
行.

车主,他们可以安心跟Vtruck合作,他们不要担
心找客户.对他们，也只知道Vtruck就可以了.

便利:
其一：客户操作流程简单,其二：车主可以利
用VTRUCK客服系统便捷运货而不浪费运输费
用.价格低廉得益于我们的专业，科学的管理
运作.

VIETNAM TRANSPORT EXCHANGE 
THE CONVERGENCE OF OWNERS OF GOODS AND TRANSPORTATION
为什么选择 Vtruck?

速度:
对于完美的货运系统而言速度是一个不可以缺少

的前提因素.

我们的运输交易场www.vietnamtrucking.vn 
(Vtruck)是在全国范围的运输供和求之间的桥
梁.Vtruck 是一个在线帮其他运输单位推荐其优
良的运输工具及展示自己最合理价位服务.同时,
其他企业有货物要运转也容易找到最符合自己需
求的运输单位.Vtruck的优势是解决现行因单程
运输偏高造成运输成本浪费.Vtruck 运输易交场
是越南第一家得到工商部认可的先进货运企业.

Vtruck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为了多样化战略服务, 给客户带来多样选择, U&I Freight 和 
U&I Cargo 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U&I Freight 和 U&I Cargo具有20年的国际运输核心管理经验。
目前 U&I Freight 和 U&I Cargo已经是获得世界大型航空和船行
IATA (code: 37-3 0236 000 1)与 GSA (General Sales Agent)
认可的正式成员.

每年超过2.000顿航空货物运输,我们承诺以最合理的价格满足客
户所有运输要求.我们的合作商遍布很多国家,他们的企业代理分
布在世界各地.国际货物运输已经进一步证明我们是越南物流行
业中最强品牌.

www.unilogistics.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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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国际海
(安泰-富国)
越南政府已经批准计划成立富
国经济特区.在不久的将来,富
国成为经济特区,优势是旅游与
货物中转.

富国国际机场和安泰国际海港
将成为越南国内和国际贸易的
两大重要关口.

目前7米的水线将来会因清淤
改造提升至14米,富国安泰海
港成为富国水线最深之港口.

我们将与安泰港投资者和当地
有关部门一起全面有序稳步合
理的开发富国岛的天然地理优
势,使安泰将来成为现代货物
海港中的佼佼者!

开发国际
海港

(安泰-富国)
www.unilogistics.vn





U&I物流股份公司
公司总部  

平阳省，土龙木市，正义坊，吴嘉字街，9号.
[t] +84 274 3816288/3822908      [f] +84 274 3816290

新渊办公室
平阳省，新渊市，南新渊工业区，D6路

[t] +84 274 3822908/3820388         [f] +84 274 3816486/3832751
[e] info@unilogistics.vn         [w] www.unilgistics.vn

各连接公司

橡胶货物服务和运输-仓储股份公司- (RUSCO)
胡志明市，第 3郡，第6坊，南圻起义路，236号

[t] +84 28 39322283    [f] +84 28 39322284    [e] ] rusco@hcm.vnn.vn

玲春橡胶股份公司
胡志明市，首德郡,玲春坊,11号路，45号

[t] +84 28 37240741         [f] +84 28 54430580

安泰投资海运与港口开采股份公司
坚江省，富国县，安泰市，第1街，第4组
[t] +84 297 3 999 669      [f] +84 297 3 990 280

CLIENTS’ INTEREST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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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属的单位
U&I运输股份公司 (UNITRANS)

公司总部  
平阳省，土龙木市，正义坊，吴嘉字街，9号
[t] +84 274 3822908/820388      [f] +84 274 3832751

新渊办公室
平阳省，新渊市，南新渊工业区，D6 路

[t] +84 274 3711170     [f] +84 274 3711171
[e] info@unitrans.vn        [w]www.unitrans.vn

U&I货物输送股份公司 (U&I FREIGHT)
公司总部

胡志明市，新平郡，第二坊，蓝山路，53号
[t] ]+84 28 3547 2572  [f] +84 28 3547 2576

[e] info@unifreight.vn     [w] www.unifreight.vn

平阳办公室
平阳省，土龙木市，正义坊，吴嘉字路，9号

[t] +84 274 381 6288     [f] +84 274 368 9388    [e] thao-ttm@unifreight.vn

U&I货物服务股份公司 (U&I CARGO)
公司总部  

越南，河内市，栋多郡，黃促抗街 29號，五楼
 [t]  +84-4-35 743 636  [f] +84-4-35 743 366

[Email]   namnh@unicargo.vn   [Skype]  dustin.nam    

海防分行
海防市，海安郡，腾林坊，黎洪峰街，忠幸5的第2/16D号，越澳大楼，第10楼，第1001A房

[t] +84 225 3829660/61      [f] +84 225 382 9665
[e] yennx@unicargo.vn    [w] www.unifreight.vn

U&I货物仓储股份公司  (U&I WAREHOUSE)
平阳省，土龙木市，正义坊，吴嘉字街，9号.

[t] +84 274 3816288/3822908       [f] +84 274 3816290/3816486
[e] info@unilogistics.vn         [w]  www.unilogistics.vn

越南运输股份公司(VTRUCK)
平阳省，土龙木市，正义坊，吴嘉字街，9号.

[t] +84 274 382 2908     [f] +84 274 383 2751
[e] info@vietnamtrucking.vn      [w]  www.vietnamtrucking.vn

U&I 货物运输解决方案股份公司 (UNIFREIGHT)
平阳省，土龙木市，正义坊，吴嘉字街，9号.

[t]+84 274 382 2908      [f]+84 274 383 2751



U&I LOGISTICS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
平阳省土龙木市政义坊吴嘉字街9号.
[t] +84 274 3816288/3822908     [f] +84 274 3816290

新渊办公室
平阳，新渊市，南新渊工业区，D6路.
[t] +84 274 3822908/3820388       [f] +84 274 3816486/3832751
[e] info@unilogistics.vn       [w] www.unilogistics.vn

CLIENTS’INTERESTS FIRST



www.uni logist ics.vn
U&I LOG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