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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R GLOBAL LOGISTICS (HK) LIMITED 
Head Office 

16/F, Grandion Plaza, 932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7538023     Fax: 852-27966326   E-mail: admin@nnrhkg.com.hk    

 新管制代理人制度要求新管制代理人制度要求新管制代理人制度要求新管制代理人制度要求 致西鉄國際物流客戶： 

 為遵行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所頒布，從 2013年 7月 15日起適用的新修訂空運貨物保安標準，香港現行的空運貨物保安管制代理人制度（Regulated Agent Regime）將予以強化。 

 其中一項修訂，是把管制代理人制度擴展至以全貨運航機運載的貨物。民航處制定了《托運人規定文件》，訂定每位管制代理人在管制代理人制度下所須符合的貨物作業要求，以規範托運人所需遵行的航空保安規定，從而強化空運貨物供應鏈的保安。 

 修訂的重點：- 已知托運人(KC)符合規定聲明  

-  認可已知托運人的托運貨物，列為已知貨物，貨物狀態為 SPX，可用客機或全貨運航機運載。 

- 需於新的管制代理人制度生效前，經由管制代理人申請註冊。 

**直到香港民航處發佈日期，已知托運人將由香港民航處獨立甄審認可。 

- 本聲明須每 3年重新簽訂。 帳戶托運人(AC)符合規定聲明  

-  認可帳戶托運人的托運貨物，列為已知貨物，貨物狀態為 SCO，但祇可用全貨運航機運載。 

-  需於新的管制代理人制度生效前，經由管制代理人申請註冊。 

- 本聲明須每 5年重新簽訂。 

 為確保新實施的制度生效時，貴公司貨運不受延誤，請盡速填妥及交回附頁之《已知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及《帳戶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的聲明書兩份，申請被接納後，本公司將給予一個《已知托運人編號》及/或《帳戶托運人編號》，以供貴公司填寫在托運書或有關之文件上作為識別。為免不必要的阻延，請確保在付運文件上提供等同於報關所須的貨物種類和數量資料。 

 請注意，由於新的管制代理人制度將於 2013年 7月 15日生效。如客戶未能於制度生效前成功註冊為一個《已知托運人》或《帳戶托運人》。在這情況下，相關的貨物將列為“非已知貨物(UNK)”。根據新規定，此類“非已知貨物”將需作額外的保安檢查處理，航空公司亦將收取相關的額外處理費用，因此貨物運送時間將受阻延和增加成本。 

 有關貨物保安的問題，歡迎聯絡本公司營業部(電:27538450) 或空運出口部(電:22370022) 查詢。如需要進一步的詳細信息，除與我們的專業團隊聯絡外，亦可向下列機構垂詢： 

1. 香港民航處 (網址:http://www.cad.gov.hk/chinese/newrar.html) 

2. 我們的 RA顧問公司– Alli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Limited (電郵: rar@alliancealliance.com) 

3. 供應鏈保安協會 (電郵: info@scsasecurity.org) 

 西鉄國際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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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R GLOBAL LOGISTICS (HK) LIMITED 
Head Office 

16/F, Grandion Plaza, 932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7538023     Fax: 852-27966326   E-mail: admin@nnrhkg.com.hk    已知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已知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已知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已知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 本人代表  

 (托運人公司名稱) 

 

(托運人公司註冊所在國家 / 地區的政府發出的商業登記文件編號) 不適用 (民航處編配的已知托運人專用識別編號)* 

* 適用於已獲民航處編配專用識別編號的托運人。如不適用，請填“不適用＂。 

(下稱“本公司”) 向%：(% 必須填寫第 I 部分或第 II部分。) 第 I 部分 西鉄國際物流(香港)有限公司 (接收本公司托運貨物的管制代理人公司名稱) 

RA04353 (上述管制代理人的管制代理人編號) 第 II 部分 香港特別行政區民航處 

(本公司已於   (年／月／日)接受並完成獨立甄審)，以作申請已知托運人專用識別編號 

#／以作申請已知托運人專用識別編號續期#之用， 

# 請刪去不適用者 謹此聲明： 

(a) 托運的空運貨物由可靠的人員在不受干擾的處所處理。 

(b) 在本公司準備、儲存和運送托運的空運貨物期間，這些貨物均獲妥善保護，不受干擾。 

(c) 本人同意，任何托運的空運貨物的包裝和內含物品可基於保安理由而接受檢查。 

(d) 托運的空運貨物並無藏有任何爆炸品或燃燒裝置。 

(e) 本人同意接受民航處或其代理人突擊巡查或在預先通知後巡查。本人亦同意直接或通過獨立甄審人員向民航處提供任何文件，以便監察本公司有否遵從《托運人規定文件》和《管制代理人制度空運貨物處理程序》訂明的保安規定，以及民航處不時發出的任何其他指示。 

(f) 本人會確保本公司持續遵從《托運人規定文件》訂明的保安規定，並把這些規定告知可接觸空運貨物及／或相關裝運單據的所有人員。 

(g) 在下列情況下，本人會在合理時間內盡快向認可本公司為已知托運人的管制代理人提供有關詳情： 

(i) 更換負責實施及監管貨物保安措施的主管人； 

(ii) 更改處所或可能影響保安的程序； 

(iii) 本公司停業，不再處理空運貨物；或 

(iv) 本公司不再實施《托運人規定文件》所訂明的保安措施。 

(h)  本人明白，由已知托運人獨立甄審的生效日期起，《托運人規定文件》內的相關規定將予以實施。 若本公司未能通過甄審，本公司的已知托運人資格將由該日期起失效。 本人明白故意作出虛假聲明可能遭檢控，本人並同意為此聲明承擔責任。 授權職員姓名：  授權職員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日期：  公司地址：  授權職員簽名及公司蓋章： 

 附註:   

- 本聲明須每 3年重新簽訂。 

- 本聲明須由負責實施及監管貨物保安措施的主管人簽署。 

- 當已知托運人獨立甄審生效時，本聲明中被刪去的文字將會被復原。 

 請細閱此聲明書各項目，並填妥上述資料。完成後簽名及印上公司蓋章，寄回下列地址。為確保貴公司之申請獲迅速處理，貴公司可先傳此聲明書到 27582506，再將正本交回。 西鉄國際物流西鉄國際物流西鉄國際物流西鉄國際物流(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長沙灣道 932號，興迅廣場 ，16樓 此部分此部分此部分此部分本公司專用本公司專用本公司專用本公司專用 已知托運人編號：  收件人簽署  日期：  及公司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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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R GLOBAL LOGISTICS (HK) LIMITED 
Head Office 

16/F, Grandion Plaza, 932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7538023     Fax: 852-27966326   E-mail: admin@nnrhkg.com.hk    帳戶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帳戶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帳戶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帳戶托運人符合規定聲明 本人代表  

 (托運人公司名稱) 

 (托運人公司註冊所在國家  /  地區的政府發出的商業 登記文件編號) 

(下稱”本公司”) 向： 西鉄國際物流(香港)有限公司 (接收本公司托運貨物的管制代理人公司名稱) 

RA04353 (上述管制代理人的管制代理人編號) 謹此聲明： 

(a) 托運的空運貨物由可靠的人員在不受干擾的處所處理。 

(b) 在本公司準備、儲存和運送托運的空運貨物期間，這些貨物均獲妥善保護，不受干擾。 

(c) 本人同意，任何托運的空運貨物的包裝和內含物品可基於保安理由而接受檢查。 

(d) 托運的空運貨物並無藏有任何爆炸品或燃燒裝置。 

(e) 本人同意接受民航處或其代理人突擊巡查或在預先通知後巡查。 本人亦同意直接向民航處提供任何文件，以便監察本公司有否遵從《托運人規定文件》和《管制代理人制度空運貨物處理程序》訂明的保安規定，以及民航處不時發出的任何其他指示。 

(f) 本人會確保本公司持續遵從《托運人規定文件》訂明的保安規定，並把這些規定告知可接觸空運貨物及／或相關裝運單據的所有人員。 

(g) 在下列情況下，本人會在合理時間內盡快向認可本公司為已知托運人的管制代理人提供有關詳情： 

(i) 更換負責實施及監管貨物保安措施的主管人； 

(ii) 更改處所或可能影響保安的程序； 

(iii) 本公司停業，不再處理空運貨物；或 

(iv) 本公司不再實施《托運人規定文件》所訂明的保安措施。 本人明白故意作出虛假聲明可能遭檢控，本人並同意為此聲明承擔責任。 授權職員姓名：  授權職員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日期：  公司地址：  授權職員簽名及公司蓋章： 

 附註:   

- 本聲明須每 5年重新簽訂。 

- 本聲明須由負責實施及監管貨物保安措施的主管人簽署。 

 請細閱此聲明書各項目，並填妥上述資料。完成後簽名及印上公司蓋章，寄回下列地址。為確保貴公司之申請獲迅速處理，貴公司可先傳真此聲明書到 27582506，再將正本交回。 西鉄國際物流西鉄國際物流西鉄國際物流西鉄國際物流(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長沙灣道 932號，興迅廣場 ，16樓 此部分此部分此部分此部分本公司專用本公司專用本公司專用本公司專用 帳戶托運人編號：  收件人簽署  日期：  及公司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