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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团结，众志成城 

2012年冬初，上海钢材仓库堆存风险骤然升级，中铁、

中远等知名仓库先后发生了多重质押的恶性事件。恶劣的市

场环境使得钢铁行业的商家提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峻

的寒冬期，中冶国贸主营的钢铁贸易业务陷入艰难的困境。   

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保障货权，在中冶国贸领导的周密

部署和精心安排下，50多位员工齐心协力，冒着零下 4摄氏

度的严寒，顶着多家债权人的强烈阻拦，在寒风中迎难而上，

经过两天一夜的坚持和苦战，抢运出一万多吨热轧钢卷货

物，完成了转库保全的艰巨任务，谱写了一曲危难时刻挺身

而出、忠诚团结、众志成城保卫公司财产和利益的感人赞歌。 

12 月 20 日下午，地方法院批准转库保全的通知送达中

冶国贸。领导班子立即召开动员会，启动了钢材转库应急预

案，并临时成立了抢运战斗组、设备运转保障组、技术保障

组、后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中冶国贸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剑平对转库工作作了全面统筹部署，召集各小组组长提前

到位，分别落实法院人员到场情况，行车、吊车、平板车、

抢修装置配备及调度，转运目的仓库联络，意外事件处理等

工作，确保转库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12 月 21 日上午 8 时许，抢运战斗组来到飞云库守候，

为此次任务配备的平板车也已有序地排列在仓库门口，等待

法院人员进场确认。转库任务开始前，设备运转保障组对设

备故障进行排查时，却发现吊钢卷的行车发生故障，并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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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为恶意破坏所致。设备运转保障组组长随机向公司领导

请示汇报，在现有修理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又增派两批修理工

前来援助。经过数小时的抢修，故障排除，抢运车辆就位。

下午 4时许，开始起吊钢卷。在转库期间出现了变压器烧坏

的意外情况，技术保障组镇静处理，妥善解决。12 月的上海

寒气逼人，夜晚更是难熬。员工们为了执行这次意义重大的

任务，彻夜轮换坚守在飞云库。后勤保障组积极为战斗在一

线的员工提供棉大衣、安全帽、手套、劳保鞋等安全防护用

品，并在临时搭建的集装箱办公室里为大家配备了取暖器、

食品和热水供换休员工使用，同时为换休的员工安排了休息

场地。21日，正值传统冬至，公司领导安排后勤保障组同志

买来刚做好的热腾腾的手工水饺给现场同志们吃。环境很艰

苦，任务很艰巨，我们的员工在企业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

挽回企业损失忘我的奉献。只要我们凝成一股绳，中冶国贸

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在转库指挥中心，技术保障组按照各组人员情况编排了

早、中、夜三班，有序调配人员。值班领导亲临一线指挥，

与其他债权人协商谈判，避免了各方冲突。抢运战斗组在任

务执行过程中仔细清点实物并认真核对出入库单据和钢卷

编号，保证了出库数据及台账记录的准确性；23 日 19 时，

在全员的团结努力下，转库任务圆满完成。 

由于有中冶集团领导的关怀、中冶国贸党政领导班子的

正确决策和员工们团结一致的配合，钢材转运任务中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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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何安全事故，中冶国贸全体员工发扬了“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国际物流-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品牌：“中冶物流，镖镖必达”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物流部主要的职能是为

中冶集团海外 EPC 工程总承包提供外贸代理、港口操作、海

运代理、海外现场等一系列专业服务，为项目的正常实施保

驾护航，降本增效。 

中冶国贸工程项目物流服务的项目和优势主要有以下几

点： 

一，工程项目投标管理和咨询 

 在海外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时期，我司的物流预算团队就

能提供包括物流成本测算、物流信息咨询、初步物流方案设

计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我司之前为中冶京诚的伊朗 ARDAKAN

炼钢项目、宝冶的波兰及菲律宾项目、中冶长天的乌克兰项

目、日本三菱的中国防城港项目提供了相关的前期支持服

务。 

A, 物流成本测算。由于我司在世界范围内有广阔的物流

网络，因此我司能及时准确的为相关企业提供精确的物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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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测算服务。 

B, 物流信息咨询。每个国家的外贸政策、海关规定、物

流限制、港口条件、用工限制等诸多方面各有不同，而且这

些不同条件会对海外 EPC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挚关重要的影

响。我司能在项目投标期为相关企业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C, 初步物流方案设计。我司会根据 EPC项目总体的货运

量及相关运输资料，初步设计物流方案，以便相关企业在投

标中控制工程结点。 

二，执行方案论证 

在获得 EPC项目的初期，我司会连同相关企业的项目经

理和物流负责人员就运输包装设计、运输方式的选择、路勘、

运输批次的初步制订及可行性分析给予相关的支持服务。 

A, 运输包装设计。通过多年的相关经验积累，我司在

EPC 项目领域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输包装方案。附件一

是我们运输包装方案中较为常用的一套。 

B, 多种运输方式对比。在目前的国际项目上，单一的运

输方式和死板的运输计划已经基本被淘汰，原因是单一的运

输方式和死板的运输计划无法满足多变的项目施工需求。我

司在项目前期会将海运、空运、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及多式

联运的预期成本和到达天数形成一套详细方案发给相关人

员，以便相关采购和制造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们也会制订

相关的应急运输方案想项目经理，以便在有紧急货物时能在

最短时间内送至项目现场。 

C, 道路勘察和可行性分析。我司具备一套完善的 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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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海外段道路勘察体系，能为相关企业提供周到的海外段

道路勘察及可行性分析服务。在路勘报告中，我们会以实地

照片及相关勘察数据说话，具体到每个运输节点的对港口、

道路限制、交通管制时间等诸多方面进行相关的数据分析及

报告。 

三，交接管理验收 

我们在货物的交接管理验收领域摈弃了传统的指定港口

或仓库的管理验收方式，采用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先期工厂指

导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大幅增加了我司的人员成本和差旅成

本，但是却为相关企业避免由于后期返工而耽搁工期提供了

保障。在集团的西澳 sino铁矿项目及越南太钢项目上，我

司都采用了以上方式，获得了相关企业的一致好评。除此之

外，我司可以通过完善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第三国采购运

输等相关服务；更有甚者，我司能够通过我司的香港分公司

实现一般企业无法办理的收付款结算服务。 

A, 外观检验。正常情况下，我司相关包装监理人员会会

同相关项目人员在产品质量终检的时候，对产品的外包装及

外观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避免了货物到达港口后由于不

适航返工而造成的相关延误。 

B, 单证交接。在相关交付单证领域，我司具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了单证准确性及传递的及时性。 

C, 第三国贸易的运输及收付款结算。我司可以通过我司

的香港分公司实现第三国采购的运输和结算工作，使得三角

贸易甚至四地贸易能顺利开展和进行。在集团的西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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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司分别从美国、德国等相关国家完成了相关设备的第

三国运输工作。 

四，项目物流管理 

在项目物流管理方面，我司着重从以下几点为相关企业

提供服务： 

A, 运输进度管理。 

B, 风险管理计划。 

C, 单证管理。 

D, 货物催交和订单跟踪管理。 

E, 重件/超大件货物的运输管理。我司擅长操作重件/

超大件货物，并且为相关项目提供量身定做的物流运输管理

服务。在大件领域，我司可将国内外多种运输途径有效的集

成在一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F, 全程费用控制服务。我司和上海港务集团、天津港务

公司、中国远洋集团、中国中海海运集团、长荣海运（空运）

集团、阳明海运集团以及其他众多的散杂货船东都有长期的

战略合作合同及关系。相关的港口费用、海运费用、空运费

要比市场同等水平低许多，能为相关企业的 EPC项目降低大

量的物流费用。 

五，运输过程的全程监控 

在 EPC项目的运输过程中，我司会全程派驻专业监理在

包装控制、 港口/机场操作、 国内外运输途中等各个环节

进行监控，保证每批货物安全、快捷的到达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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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中最艰难的工作就是在国外“打硬仗”，攻坚

克难。我们的工作好比军队中的工兵，虽然不负责海外项目

的具体施工，但是要为海外 EPC项目的正常实施“逢险开路，

遇水搭桥”，保证项目物资设备及时到达项目现场；真正的

做到“中冶物流，镖镖必达”。 

近 3 年，我们一共运做了 20 余个大型海外项目，总共

运输了 300余万计费吨的货物，足迹遍及东南亚、中东、非

洲和南美洲。 

我们在急、难、险、重、新任务中充当着突击手和生力

军，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树立起良好标杆，为企业发展贡献最

大的力量。扬帆我们的梦想，绽放我们的青春! 

   

 

 

诚信联系你我 服务成就未来 
——中冶国贸品牌故事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总部

位于上海，是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

司。 

作为集团内唯一一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专业贸易公司，

中冶国贸是国际贸易服务提供商，是大型设备国际招标代理

采购服务提供商，是进口设备国内销售代理商，拥有从招标、

采购、供应、进出口服务和物流服务等完整的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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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中冶国贸一直以“诚信社会为本，客户满

意为荣”为经营理念，依托上海在金融、贸易、信息、港口、

海运等方面的优势，依托中冶集团以及自身良好的信誉、专

业贸易公司的企业优势，竭诚为集团内外的企业提供进出口

业务相关的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我们秉承着“A  business  in  millions, a  profit  

in  pennies”，我们努力用自己的专业服务为公司创造效

益、为客户创造效益、也为集团创造效益。 

在为中冶北方进口球团工程设备代理采购、为宝冶进口

设备代理采购的项目中，设备均需从欧洲国家采购。由于欧

元汇率一直起伏较大，作为以欧元签订的采购合同而言，对

于支付、购汇的时间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合同签

订后，公司内部齐心合力，利用自身专业贸易公司的优势与

银行保持密切联动，每天时时关注汇率变动，甚至把汇率波

动情况制作成了图表以便客户更清晰的掌握汇率起伏的规

律，帮助客户在较为合适的时机及时购汇锁汇，最终为客户

节省的成本合计近 50 万元多。 

精于服务每一天，工于服务每一位客户！这就是中冶国

贸的理念，也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服务创造价值 合作共赢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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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国贸品牌故事 
--全方位专业国际物流服务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中冶国贸”），

是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专业国际贸易公司，是国

际物流服务提供商，中冶国贸依托上海在金融、贸易、信息、

港口、海运等方面的优势，依托中冶集团以及自身良好的信

誉、专业贸易公司的企业优势和发达的信息网络，始终不渝

地坚持“诚信社会为本，客户满意为荣”的经营理念，竭诚

为中外客户提供设备、材料全方位的专业国际物流服务。 

 我们有一支专业的物流管理团队，我们始终把立足岗位、

团结互助、创先争优、奉献青春作为目标。我们提供全方位

的专业国际物流服务，包括提供工程项目投标管理、咨询服

务，详细的项目物流可行性方案设计，交接管理验收，项目

物流运作、管理，进出口贸易服务等专业的工程物流及贸易

服务等，为项目的正常实施保驾护航，保证货物安全、运输

效率提高、降本增效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针对中冶集团国外工程物流项目产品，编制 HS 编

码库，为以后及时、有效、准确查询 HS编码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我们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将时间节点，合同金额，项目

状态等关键点全部列明并填写完整，精益求精。 

我们针对接货，卸货，码头管理，装船等工作细化，对

现场把控严格，每个步骤都对货物拍照留证，以确保码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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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万无一失。 

我们整合国外物流资源，货运至目的国后，凭借中冶国

贸全球的物流供应商资源，可以有值得信赖的当地人帮忙解

决清关，地面运输等问题。 

我们提供一条龙式物流服务，中冶国贸的物流服务不止

是国际物流，而是可以基于客户需求，从与工厂联系，报关，

海陆空运输，清关等全方位立体一条龙式服务。 

2013年，受中冶集团委托，我们实施越南河静台塑钢厂

项目物流服务。越南台塑钢厂是台塑集团在越南投资的一个

280 亿美金的钢厂建设项目，中冶集团旗下共有 9 家企业参

与工程施工。这个物流项目上最大的突破就是港口卸货效率

方面的提高。能供项目卸货之用的永安码头是一个日卸货率

仅有 1000方的小码头，面对整个项目 120 万方货物的运输

量，整个项目在这里真正的遇到了瓶颈。港口连基本的岸吊

都没有。我们专业物流突击队 4名队员扎根码头，与外方港

务局人员进行艰苦卓绝地沟通，克服了双方工作习惯等各种

困难，最终通过运输方案优化整合和中方人员的技术指导，

成功地帮助越南永安码头大幅提高了卸货效率，为项目的正

常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经过 20年的发展，中冶国贸完成中冶西澳 SINO铁矿项

目、越南太钢二期、科威特大学城、斯里兰卡高速公路、纳

米比亚公路项目、巴西 45万吨高速棒材轧钢工程、阿尔及

利亚因萨拉给水管网项目、马来西亚钢结构项目、印度 BSP

钢厂项目、印尼喀钢项目（尚在执行中）等项目超过 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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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吨的综合国际物流服务。 

中冶国贸国际物流，专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物流服务，

是您称心如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