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服务
于全球供
应链生态
系统？

进出中国
大陆的门
户

亚洲区集
散中心

国际转运
中心

全球多式
联运物流
中心

香港 是 是 是 是

新加坡 是 是 是

上海 是 是

深圳 是

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连
接亚洲和欧洲的时区，香港成
为全球贸易、金融、商业和交
流中心。这里是国际公司的一
个重要区域枢纽 —— 超过
7500家外资企业在这里设立
商业基地，其中，近1400家公
司将区域总部，2400家公司将

香港 —— 服务于全球供应链
生态系统的领先综合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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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Millar凭借30年全球业务经验，在亚洲为供应链战略提供独立知情观点。
一向以知识渊博、专业和令人难忘的形象出现。Mark已经在23个国家的375次

多项企业活动、客户聚会和行业会议中完成演讲。
作为高根页“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作者，Mark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客座讲师，

并且列于2014年美国“顶级供应链知名人士”排名之中。 联系方式：
mark@markmillar.com

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在连接系统的基础架构和业务合作伙伴的各种物流网络并没有完全整合的情况下根本
无法发挥作用。集装箱深海运输、内陆无水码头港口运输、物流区域转运、空运、陆地运输或铁路运输，每一阶
段从组合采购到最终客户发货都取决于商品整合的物理运动和相关信息的交换。
香港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发挥其长期作用，作为全球贸易中心以及其在连接中国大陆方面无与伦比的国际

接入，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枢纽之一。

区域办事处设在香港，这里也
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
的超级连接地点。

为一体的综合物流枢纽，香
港在亚洲与其同批城市间享
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唯一
完成所有重要作用，以有效地
服务于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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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装箱航运方面，2014
年期间香港处理吞吐量能力
为2230万标箱，排名世界第
四。它的九个货柜码头属私
人拥有及经营，拥有总泊位
24个。 80条国际航线为此
服务，每周提供380班次为
全球超过500个目的地提供
服务，香港很好地成为了领
先的转运枢纽和通向中国南
方国际大门。
香港航运发展也得到中

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中国
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支持香
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香
港拥有总吨位为9100万
的全球第四大的船舶注册
量，香港公司拥有或管理
世界商船队9%的载重。
全市有700多家航运相关
公司提供海运服务，包括
船舶代理及管理、经纪及
租赁、融资、海上保险、
海运及法律和仲裁服务。

全球空运业占国际货物贸
易额的三分之一，香港国际
机场（HKIA）是世界上最
大的航空货运枢纽，2014年
吞吐量436万吨，同比上年
增长6％。服务近100家航
空公司，香港国际机场每周
管理飞往180多个目的地的
7000个航班，来运输货物和
乘客，其中包括在中国大陆
的40个城市。从长远来看，

为了满足航空交通需求，正
在进行第三条跑道的规划建
设，到2020年将超过一倍，
货物吞吐能力超过每年900
万吨。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巨大运
量的国际转运，并实现无缝
多模连接，香港物流服务供
应商都采用了电子物流解决
方案，提供综合技术平台，
以电子方式提交道路货物资
料，加快通关和提高交叉边
境卡车运输效率。

服务亚太地区，领
导区域物流

由于策略性地位，香港
位 于 新 加 坡 和 东 南 亚 之
间，其亚洲区域东北处有
上海，地理位置保佑了香
港的独特优势，使之成为
全亚太地区物流服务的枢
纽。香港利用广泛的连通
性和自由港特权地位，为
企业提供一个理想的区域
配送中心（RDC）平台，
再加上成本效益的多式联
运 选 择 ， 可 以 服 务 于 亚
洲所有市场，提供有效率
和竞争力的仓储和配送服
务。 600多家国际运输和运
输相关企业已经在香港开始
建造设立地区办事处。

贸易港——完美座
落于综合物流枢纽

和区域配送中
凭借其临近香港国际机场的

独特地理位置，贸易港的目的
是专门建立一家30000平方
米的物流枢纽和区域配送中
心，提供现代化的仓储和物流
服务。

同类的唯一工厂坐落在大屿
山上，该贸易港距离世界上最
大的货运机场两分钟车程，到
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口20分
钟车程，到中国大陆边境仅仅
45分钟。

贸易港物流枢纽提供解决方
案，适应广泛的客户需要，高
性价比的物流解决方案多模连
接服务到整个亚洲地区。随着
环境温度和空调处理和存储领
域的出现，以及最新的国际认
证包括AEO、C-TPAT和TAPA
认证，贸易港被认为拥有世界
级的区域配送中心设施。

CEOKenneth Bell 认为增强
香港“在当今世界服务全球供
应链生态系统的领导作用，
连接至关重要，以方便买家和
卖家之间的货物安全、可靠、
高效运输。区域配送中心是供
应链内存储和处理的关键枢
纽。香港物流业一直具有显著
的地域集群，不仅城市本身空

运和海运港口吞吐量支撑其
世界领先地位，还有中国内地
及亚洲各地其他地区的直接
腹地物流中心的支持。”

是通过珠三角进入中
国大陆的门户

该综合贸易港物流中心完全
定位在于2017年开放的新港
珠澳大桥东端，这条29.6公里
的大桥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
南方连接，实现香港和珠江三
角洲西部，即在广东省的制造
业基地之间更高效的货运流
动。中国出口总额的大约三分
之一在广东省的制造业基地
生产。大桥连接了三个司法管
辖区之间的三个城市枢纽，建
成后，珠海和香港国际机场之
间的行程时间将从目前的四
小时减少到只需45分钟。

结论
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整

个亚太地区的“超级连接”。其
关键的货物吞吐量和深远的
航空和海洋连接的质量增强
了其网络效应，使香港处于令
人羡慕的地位，成为服务于全
球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卓越的
综合物流枢纽。

- 完 - （100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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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Millar 马克 – Bio 

CN +86 136 3217 3885 www.markmillar.com HK +852 9468 5295 

“One of the Region’s Supply Chain Leaders” 
China Supply Chain magazine CHaINA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People in World Logistics”  
Global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cknowledged as an engaging and energetic presenter, Mark Millar has been engaged by 
clients as Speaker, Moderator, MC or Conference Chairman at more than 350 corporate events, 
client functions and industry conferences across 23 countries - he is renowned for delivering an 
impact that is professional, knowledgeable and memorable.  
Author of “Global Supply Chain Ecosystems” commissioned and published by Kogan Page of 
London, Mark is a Visiting Lecturer a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has delivered Guest 
Lectures at Georgia Tech (Atlanta), RMIT (Ho Chi Minh City) and SP Jain (Singapore & Dubai).  
Mark leverages over 30 years global business experience to provide value for clients with 
informed and independent perspectives on their supply chain strategies. 
His ‘Asia Supply Chain Insights’ series of corporate briefings, consultations and seminars deliver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educated insights that help companies navigate the complex 
landscapes in Asia, develop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make better informed business 
decisions.  
His international track record in the B2B services sector includes 20 year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here Mark led business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cross ten Asian countries. His 
distinguished corporate career included executive positions at Thorn EMI, RR Donnelley, 
ModusLink, Platinum Logistix, Exel Contract Logistics (now DHL) and UPS Supply Chain Solutions 
- serving many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Consumer Retail and High Tech Electronics sectors.  
He is a Graduate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mpany Directors (GAICD), Chartered Fellow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FCILT), Fellow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FCIM) and an APICS SCOR-P certified Supply Chain Professional.  
Mark achieved an MBA with Distinc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is a 
Graduate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and holds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Management Studies.  
He has lived and worked in the UK, the Netherlands, Australia, Singapore, USA, Ireland,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hilst with the Thorn EMI group in the UK, Mark’s 
international sales leadership earned Thorn Secure Science the “Queen’s Award for Exports”. 
Appointments: an active and enthusiastic industry contributor, Mark currently serves as: 

• Asia Ambassador, East West Transport Corridor Association, Europe 
• Advisory Board Member, 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Hong Kong 
• Council Member and Chair of Logistics Policy Committee, CILT Hong Kong 
•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etnam Supply Chain, Ho Chi Minh City 
• Chairman, Logistics Committe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 Chair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Hong Kong Logistics Association  
• Advisory Board Member,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ociety, Singapore 
• International Advisor,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Shenzhen 
• APAC Regional Leader and International Advisor, Supply Chain & Logistics Group, Dubai 

Accolades: Mark's commitment and expertise has been recognised with several accolades: 
• “Asia’s Top 50 Influencers in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2015 
•  “Pro’s to Know, Supply Chain Providers” 2014 
• “Chartered Fellowship” awarded by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 Transport 2010  
• “Supply Chain Thought Leader” Pro's to Know 2009 
•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People in World Logistics” 2008 
• “Supply Chain Veteran” - Who's Who of Supply Chain in Asia 2008 
• “China Supply Chain 20: the Who, What and Why of China Supply Chain” 2007 
•  “Who's Who Top 20 Power Player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China” 2006 

http://www.koganpage.com/globalsupplych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