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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爱沙尼亚 – 引领您进入一个有着3亿人口的消费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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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 高度竞争、快速、稳定、
高成本效益和灵活的港口服务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
•
•
•
•
•
•
•
•
•

引领您进入一个有着3亿人口的消费者市场
有效和高效的运输通道，全年全天候为您服务
不封冻的深水港，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
从来不发生罢工或其他会使作业中断的事件
无腐败现象，无隐性成本
自由贸易和定价政策
开放的 – 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受到任何限制
明确的 – 执行简单的比例税制
实现快速成长的最佳之地 – 执行0%的企业所得税
稳定性 – 欧盟、北约、申根和经合组织成员国
便利性 货币为欧元

事实与数据

联系方式
爱沙尼亚经济事务和通讯部

Harju 11, 15072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 +372 625 6342
传真：+372 631 3660
电子邮件：transit@mkm.ee
网站：www.mkm.ee

爱沙尼亚外交部

Islandi Väljak 1, 15049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 +372 637 7000
电子邮件：ivminfo@vm.ee
网站：www.vm.ee

EAS – 爱沙尼亚企业管理局

Lasnamäe 2, 11412 塔林
电话：+372 627 9700
传真：+372 627 9701
电子邮件：eas@eas.ee
网站：www.ea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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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港口服务
价值定位
• 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波罗的海东岸，与俄罗斯、独联
体国家、中亚、黑海地区和远东地区陆地相连，还拥
Kunda
有多个深水海港，可将爱沙尼亚作为一个完美的分销
Sillamäe
中心（distribution centre，简称DC），引领您进入
一个有着3亿人口的消费者市场。
• 爱沙尼亚的海港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爱沙尼亚还拥有大片可用于建造新码头的土地。
新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处于快速开发与建设之中。
Pärnu
Saaremaa
• 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最高达17米吃水（17万吨）超
级油轮成为可能。
• 爱沙尼亚的海港拥有全欧洲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并
掌握着最前沿的技术。国际海事组织和欧盟安全条例
和规定适用于爱沙尼亚所有港口。
• 欧洲最高效的码头就位于爱沙尼亚的海港，所以这里的货物转载速度比欧洲其它海港都要快。
• 爱沙尼亚港口共设有三个欧盟免税区，为运输和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广泛的商机。
• 持续提供优质、可靠、灵活、负责任的服务被视为共同标准。爱沙尼亚港口和整个物流系统全年全天候提供服
务。

服务介绍
• 爱沙尼亚拥有不封冻的港口。有着容易通航的水域且水位保持恒定，不受潮汐影响，因此船只能安全方便的停
入爱沙尼亚的海港中。
• 可快速装卸最高达17米吃水（17万吨）的船只。可直接转运船舷/卡车，反之亦然，或通过仓储设施进行。
• 提供针对液体、干散货、杂货、冷冻品、集装箱、拖车、小汽车、货车、巴士、非公路用机械设备、项目货物
等的全方位的转运、储存（含海关税/货物税）、增值服务
• 爱沙尼亚铁路属于一个1520毫米宽轨铁路网络的一部分，有从爱沙尼亚港口直接通往太平洋地区、黑海地区、
蒙古和阿富汗的铁路连接。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轨距的铁路网络内（波罗的海国家、俄
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蒙古和芬兰）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铁路费用可固定长达五
年之久。
• 爱沙尼亚港口可提供独一无二的增值服务，拥有高度灵活的专用码头和仓库，客户可交易种类繁多的货物与商
品 – 爱沙尼亚港口可直接交货。

服务提供商
• 塔林港（由五个独立的港口组成：穆加港[Muuga Harbour]、南帕尔迪斯基港[Paldiski South Harbour]、塔林旧
城港[Tallinn Old City Harbour]、巴扎斯萨尔半岛港[Paljassaare Harbour]和萨利马港[Saaremaa Harbour])，从
货运量和客运交通的角度而言，塔林港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港口。这里有能处理液体散货和干散货、杂货、
集装箱和滚装船的功能码头。塔林港还拥有一片高达100公顷的预开发区域，可用于开发新的码头和分销中心。
• 锡拉迈埃港（Port of Sillamäe，简称Silport）是欧盟地区最东端的深海港口，距离欧盟和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处
仅25公里远。锡拉迈埃港可提供高达600公顷的区域用于开发新的码头和分销中心。
• 北帕尔迪斯基港（Paldiski Northern Port）是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的综合性港口，位于塔林西南方向50公里
处，为来自西欧的船只提供了一个快速通道，以及提供PDI、装卸和仓储等服务
• 上述三个港口都以业主的身份进行运营，并直接与铁路相连。穆加港和锡拉迈埃港在其海港内设有免税区，北
帕尔迪斯基港附近也有一个免税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塔林港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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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拉迈埃港 (Silport)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北帕尔迪斯基港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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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石油产品和分拨作业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不封冻的港口拥有高速铁路运输网和先进技术，可卸载
轨道油罐车，还能实现快速装船，选择爱沙尼亚即代表
选择了该区域最高效、最快速的一条转运线路
• 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最高达18米吃水（或者在丹麦海
峡限制在15米吃水，等于超级油轮吃水量达17万吨）
超级油轮成为可能
• 独一无二的增值服务和高灵活性的码头使得客户可交易
全球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够维持
最高的运营性能标准
• 应用特定的技术，确保所有流程的安全性以及保证所需
的产品质量
• 长期固定的费用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原油、重油类和轻油类产品的转运和分拨作业服务。
• 石油产品高速铁路运输。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轨距的铁路
网络内（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
上。专用的列车组使得转运时间降低50%。
• 采用先进的技术，每天将超过6万吨的石油产品从轨道油罐车上卸下，这使得油
罐车可在24-36小时内完成在爱沙尼亚境内的一次往返。
• 快速装卸最高达18米吃水的各种尺寸的船只（4000 立方米/h左右）。
• 码头作业计划：铁路-码头-船、船-码头-铁路、船-码头-船以及船-船。
• 分隔储存石油产品，海关税/货物税仓储。
• 可靠、透明、灵活的转运，还能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如混合、特定质量的货物
修补、通过增加添加剂的形式改进货物等。
• 通过网络带给客户实时的信息。
• 独立实验室分析。
• 海关报关手续、商品保险、融资。
• 穆加港（塔林港）和锡拉迈埃港中的免税区。

服务提供商
• Vopak E.O.S. – 波罗的海国家最大的储罐码头独立运营商 – 在穆加港（塔林港
内）免税区经营着四个现代化码头，储存总容量达1 026 000 立方米。Vopak
E.O.S.有限公司属于 Royal Vopak– 独立储存和处理液态和气态化学品和石油产
品市场的全球领导者 –网络的一部分。
• E.R.S. - Vopak E.O.S.的全资子公司 – 通过其对铁路物流市场的控制力，能安全
实现轨道油罐车的顺利交付，在高峰时期，每24小时交付的轨道油罐车的数量
可达1000辆。
• Alexela Logistics 在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经营轻油类产品油库，总容量
达317 900 立方米，并在距离欧盟和俄罗斯联邦边界处仅25公里远的锡拉迈埃
港经营多功能油库，总容量达292 500 立方米。
• 塔林港。塔林港码头石油产品的储存总容量达2 000 000 立方米。每年有4000
万吨石油产品通过这些码头进行转运。不封冻的穆加港内还有很多合适的区域可
用于开发新的码头。
• EVR Cargo （爱沙尼亚铁路公司[Estonian Railways]的子公司)。高效的物流，灵
活的运价政策和建立在信任之上的销售战略，这一切都使得EVR Cargo能够为其
客户提供世界级的运输服务。EVR Cargo拥有56个美国原产的动力强大的机车，
可牵引8000吨火车。EVR Cargo每年提供的总容量达5000万吨。费用可固定长
达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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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Vopak E.O.S.

Regati 1, 1191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26 6100
传真：+372 631 3096
电子邮件：info@vopakeos.com
网站：www.vopakeos.com

E.R.S.

Peterburi mnt. 105, 74114 马尔
杜，爱沙尼亚
电话：+372 715 2601
传真：+372 715 2620
电子邮件：info@ers.com.ee
网站：www.ers.com.ee

Alexela Logistics

Roseni 13, 1011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 4079
传真：+372 615 4068
电子邮件：info@alexelalogistics.eu
网站：www.alexelalogistics.eu

塔林港

Sadama 25, 150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传真：www.portoftallinn.com

EVR Cargo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网站：www.evr.ee

7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转运液态化学产品
价值定位
• 独一无二的码头，可转运液态化学品、石油产品
和液态肥料
• 不封冻的港口，拥有高速铁路运输网和先进技
术，可卸载轨道油罐车，还能实现快速装船，使
得转运时间大大减少
• 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可穿越丹麦海峡到达波罗的
海的最大型的船只成为可能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
够维持最高的运营性能和安全标准
• 应用特定的技术，确保所有流程的安全性以及保
证所需的产品质量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液态化学品、肥料和石油产品（如液氨、UAN、乙二醇、甲醇、甲苯、乙酸、碱化物、二氯乙
烷、MTBE、二甲苯、异戊二烯、苯、醋酸乙烯酯、醋酸丁酯等）的转运和增值（混合）服务
• 液态化学品铁路运输网。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轨距的铁路网络内（独联体国家、波罗的
海国家、蒙古和芬兰）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
• 用于轨道油罐车卸载的高级技术，顶部和底部卸载，必要时可对进行产品加热（最高为600吨/小时）
• 快速装卸最高达13米吃水的各种尺寸的船只（最高达1200吨/小时）
• 码头作业计划：铁路-海洋、海洋-铁路和海洋-海洋
• 分隔储存石油产品，海关税/货物税仓储
• 通过网络带给客户实时的信息
• 独立实验室分析
• 商品保险、融资
• 海关报关手续

服务提供商
• Alexela Logistics 在无冰封的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经营石油产品油库，总容量达28 000 立方米。共有
八个容量分别为3500 立方米的可加热油库，带内浮顶，可选择氮气覆盖。其中一个油库设有混合装置。由于具
备最先进的设备和多功能装置，Alexela Logistics可同时储存并处理几种产品，并且这些产品是分隔储存并处理
的。
• BCT（波罗的海化工码头）在无冰封的锡拉迈埃港经营化学品油库，总容量达120 000吨。码头地理位置优越，
靠近欧盟和俄罗斯的边界处（距离25公里），是建立转运基地的理想之地。BCT是波罗的海地区唯一能够转运
液氨和UAN的码头。
•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拥有化学品油库，总容量达175 500 吨。码头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欧盟和俄罗斯的边界
处（距离25公里），是建立转运基地的理想之地。锡拉迈埃港拥有波罗的海地区唯一能够转运液氨和UAN的码
头。
• 塔林港内无冰封的穆加港拥有一个带化学品油库的码头，油库总容量达78 550 立方米。

联系方式
Alexela Logistics

Roseni 13, 1011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 4079
传真：+372 615 4068
电子邮件：info@alexelalogistics.eu
网站：www.alexelalogistic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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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林港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BCT有限公司
(波罗的海化工码头）

Narva Rd. 7d, 10117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 46 505
传真：+372 62 61 100
电子邮件：bct@bct.ee
网站：www.bc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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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LPG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塔林港不封冻的港口拥有高速铁路运输网和先进
技术，可卸载轨道油罐车，还能实现快速装船，
转运时间在该区域内最短
• 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最高达13米吃水LPG船只成
为可能，LPG油库当前的容量限制在12 000 立
方米，并留出一定的面积用于扩建
• 可提供独一无二的增值服务，拥有高度灵活的码
头和仓库，客户可交易种类繁多的产品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
够维持最高的运营性能和安全标准
• 应用特定的技术，确保所有流程的安全性以及保
证所需的产品质量
• 长期固定的费用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凝析油、异戊二烯、丁烷等产品的转运和分拨服务。
• LPG铁路运输网。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轨距的铁路网络内（独联体国家、波罗的海国家、
蒙古和芬兰）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
• 先进的技术，可同时卸载18辆轨道油罐车。
• 快速装卸最高达13米吃水的各种尺寸的LPG船只（每6英寸装运线每小时300 立方米）。
• 码头作业计划：铁路-船、船-铁路、船-码头-船和船-船。
• 分隔储存石油产品，海关税/货物税仓储
• 增值服务。
• 通过网络带给客户实时的信息。
• 独立实验室分析(SAYBOLT).
• 商品保险、融资
• 海关报关手续

服务提供商
• Alexela Logistics 在无冰封的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经营有一个LPG油库，总容量达12 000 立方米。由
于具备最先进的设备和多功能装置，Alexela Logistics可同时储存并处理几种产品，并且这些产品是分隔储存并
处理的。
• 塔林港区域内无冰封的穆加港拥有合适的土地，可建立新的LPG码头。
• EVR Cargo（爱沙尼亚铁路公司子公司）高效的物流，灵活的运价政策和建立在信任之上的销售战略，这一切都
使得EVR Cargo能够为其客户提供世界级的运输服务。EVR Cargo拥有56个美国原产的动力强大的机车，可牵引
8000吨火车。EVR Cargo每年提供的总容量达5000万吨。费用可固定长达五年之久。

联系方式
Alexela Logistics

Roseni 13, 1011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 4079
传真：+372 615 4068
电子邮件：info@alexelalogistics.eu
网站：www.alexelalogistics.eu

塔林港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EVR Cargo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欧盟区域发展基金 投资未来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 www.transi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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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干散货的转运、储存和增值
价值定位
• 不封冻的港口拥有高速铁路运输网和先进技术，可卸载轨道油罐车，
还能实现快速装船，转运时间在该区域内最短，成本最低
• 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尺寸最大为17米吃水超巴拿马型船
（载重吨位150 000吨）成为可能，确保每单位总物流成本达到最低
• 可提供独一无二的增值服务，拥有高度灵活的专用码头，客户可交易全
球范围内各种产品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够维持最高的运营性能
标准
• 应用特定的技术，确保所有流程的安全性以及保证所需的产品质量
• 长期固定的费用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煤炭、化肥、谷物、聚合物、废金属、木片、泥炭等产品的转运服务。
• 货运代理、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轨距的铁路网络内（俄罗斯、独联
体国家、中亚、波罗的海国家、蒙古和芬兰）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
• 安全高效的储存设备，先进的技术，用于卸载轨道车和装载船只。
• 快速装卸最高达17米吃水的各种尺寸的船只（高达2500吨/小时）。船只吃水调查和理货服务。
• 分隔储存石油产品，海关税仓储，货物称重（卡车和轨道车）
• 增值服务，如混合、包装、货物放射性测量和纯度控制等
• 通过网络带给客户实时的信息，海关报关手续，融资和商品保险。

服务提供商
• DBT（干散货码头）是欧洲最现代化的肥料转运码头之一，年转运量为230万吨。DBT位于无冰封的穆加港
（塔林港内）。
• 塔林港拥有欧洲最现代化的肥料转运码头之一（年转运量为230万吨），以及两个其他类干散货运营商和一个媒
体码头（年转运量为750万吨），一个谷物码头（年转运量为500万吨）和数个用于其他干散货（如聚合物、废
金属、泥炭和木片）的多功能码头。
• ESTEVE 码头位于无冰封的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处理的主要干散货为聚合物、废金属、泥炭和木片。
• 锡拉迈埃港（Port of Sillamäe，简称Silport）是欧盟地区最东端的深海港口，距离欧盟和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处仅
25公里远。处理的主要干散货为聚合物、泥炭和废金属。
• 北帕尔迪斯基港位于塔林西南方向50公里处，靠近南帕尔迪斯基港。处理的主要干散货为木片和肥料。
• EVR Cargo（铁路运营商，爱沙尼亚铁路公司子公司）高效的物流，灵活的运价政策和建立在信任之上的销售战
略，这一切都使得EVR Cargo能够为其客户提供世界级的运输服务。EVR Cargo拥有56个美国原产的动力强大的
机车，可牵引8000吨火车。EVR Cargo每年提供的总容量达5000万吨。费用可固定长达五年之久。

联系方式
EVR Cargo

塔林港

ESTEVE 码头

DBT有限公司（干散货码头）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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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北帕尔迪斯基港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Koorma 13, 74115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9389
传真：+372 6319189
电子邮件：dbt@dbtmuuga.ee
网站：www.dbtmuuga.ee

欧盟区域发展基金 投资未来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 www.transit.ee

散装货物/杂货的转运、储存和增值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鉴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爱沙尼亚可作为一个完美的分销中心（distribution centre，简称DC），引领您进入一个有着3亿人口的消费
者市场
• 持续提供优质、可靠、灵活且负责任的服务被视为共同标准。爱沙
尼亚物流系统全年全天候提供服务
• 高效的海洋、航空、公路和铁路联运系统，快速装卸船只、轨道
车、卡车和集装箱，使得爱沙尼亚能实现该区域内最短的转运时间
且成本最低
• 爱沙尼亚拥有无冰封的港口。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尺寸最大为14米
吃水超巴拿马型船成为可能。
• 爱沙尼亚铁路属于一个1520毫米宽轨铁路网络的一部分。统一的
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俄罗斯轨距）的铁路网络内
（独联体国家、波罗的海国家、蒙古、芬兰）运输货物成为可能，
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铁路费用可固定长达五年之久。
• 可提供独一无二的增值服务，拥有高度灵活的专用码头和仓库，
客户可交易种类繁多的直接来自爱沙尼亚境内分销中心的货物。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诸如建筑材料、金属、食品（含冷冻食品）、工业商品、包装肥料、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木
材、纸张、轮胎、化学品、饮料、烟草、家具、服装服饰等散装货物和杂货的转运、储存（含海关税/货物税）
和增值服务。
• 根据客户的订单要求，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将货物从原产地运至爱沙尼亚分销中心，并进行检验、储存、挑选
和合并包装，然后运至目的地。芬兰、瑞典、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次日即可送达。可根据要求提供按指定时
间送货的服务。
• 货运代理、海洋、航空、公路和铁路运输网。
• 在各种运输模式间进行转运。通过从集装箱/卡车至轨道车的交叉对接（有效载荷72吨）可大幅度减少货物长途
运输至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的成本。
• 快速装卸最高达17米吃水的任何尺寸的散装船。船只吃水调查、理货服务和货物称重（卡车和轨道车）。直接
转运船舷/卡车，反之亦然，或通过仓储设施进行。
• 安全有效的仓储设施，先进的仓库技术以及实时在线监控货物状态。可根据要求提供网络摄像头支持服务。
• 增值服务，如混合、包装、贴标签、局部装配、熏烟消毒、质量检验等。
• 海关报关手续，融资和商品保险。根据要求办理目的地国家的海关清关手续。

联系方式
CF&S Estonia (CF&S)

ESTEVE 码头

Contimer LLC

Alekon Cargo LLC

EVR Cargo

Smarten Logistics

Uus-Suti, 75301 Rae vald，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35 800
传真：+372 6135 850
电子邮件：info@smarten.ee
网站：www.smarten.ee

RRK – 国家资源中心

Rävala 8, 10143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3111
传真：+372 666 3110
电子邮件：rrk@rrk.ee
网站：www.rrk.ee

塔林机场

北帕尔迪斯基港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塔林港

Ahtri 12, 101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4400
传真：+372 666 4444
电子邮件：cfs@cfs.ee
网站：www.cfs.ee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Masina 11, 10144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05 0555
传真：+372 605 0550
电子邮件：info@contimer.ee
网站：www.contimer.ee

Saha-Loo 5B, 74114 马尔杜，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8 8977
传真：+372 638 8998
电子邮件：cargo@alekon.ee
网站：www.alekon.ee

Lennujaama 2, 11101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 1： +372 605 8700
电话 2：+372 605 8701
电子邮件：administration@tll.aero
网站：www.tallinn-airport.ee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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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集装箱运输
价值定位
• 鉴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爱沙尼亚可作为一个完美的分销中心（distribution centre，简称DC），带你进入一个有着3亿人口的消费者市场。
• 随着联合运输领域的快速发展，所有先进的技术、物流和ICT系统都已就
位，使得将集装箱从所各大洲转运和运输至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
的主要目的地成为可能。
• 爱沙尼亚拥有无冰封的港口。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尺寸最大为14米吃水
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只成为可能。
• 定期运行的直达列车将爱沙尼亚港口与内陆地区相连。
• 爱沙尼亚铁路属于一个1520毫米宽轨铁路网络的一部分。统一的SMGS
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俄罗斯轨距）的铁路网络内（俄罗斯、
独联体国家中亚）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铁路费
用可固定长达五年之久。
• 高效的海洋、航空、公路和铁路联运系统，快速装卸船只、轨道车、卡车和集装箱，使得爱沙尼亚能实现该区
域内最短的转运时间且成本最低。
• 持续提供优质、可靠、灵活且负责任的服务被视为共同标准。爱沙尼亚物流系统全年全天候提供服务集装箱运
输服务。

服务介绍
• 集装箱（20’, 40’, 45’）货运代理、转运、海洋运输、航空运输、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运输线路包括亚太
-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欧洲 -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美洲-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另外也包括芬兰 – 土
耳其和芬兰 – 奥地利。
• 穆加港（塔林港内）免税区内的现代集装箱码头占地面积为50公顷，码头岸线长达一公里。靠近集装箱码头的
区域可作用分销中心。
• 所有主要的集装箱航线通过穆加港与其支线或公共支线相连。
• 爱沙尼亚还有其他三个港口亦可处理集装箱：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锡拉迈埃港(Silport)和北帕尔迪斯
基港。
• 直接转运船舷/卡车，反之亦然，或通过仓储设施进行。
• 定期有从爱沙尼亚开往莫斯科、中亚、阿富汗、白俄罗斯、乌克兰（通过支线铁路与土耳其相连）、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和奥地利的直达火车。独一无二的80’轨道平台用于特定服务。
• 通过从集装箱/卡车至轨道车的交叉对接（有效载荷72吨）可大幅度减少货物长途运输至俄罗斯、独联体国家、
和中亚的成本。
• 海关报关手续、融资、商品保险。可根据要求办理目的地国家海关清关手续和提供上门交货服务。无论货物源
自哪里，均可提供LCL（小于一个集装箱的载荷量）服务。
• 覆盖全范围的集装箱转运站和堆场服务。

联系方式

CF&S Estonia (CF&S)

ESTEVE 码头

Contimer LLC

Alekon Cargo LLC

北帕尔迪斯基港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EVR Cargo

塔林港

Ahtri 12, 101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4400
传真：+372 666 4444
电子邮件：cfs@cfs.ee
网站：www.cfs.ee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Masina 11, 10144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05 0555
传真：+372 605 0550
电子邮件：info@contimer.ee
网站：www.contimer.ee

Saha-Loo 5B, 74114 马尔杜，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8 8977
传真：+372 638 8998
电子邮件：cargo@alekon.ee
网站：www.alekon.ee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波罗的海铁路有限公司
(Baltic Rail Ltd）

Toompuiestee 35, 10149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1 3120
传真：+372 661 3121
电子邮件：vadim.shabarov@balticrail.com
网站：www.BalticR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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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货物/杂货的转运、储存和增值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作为对公路运输的一种替代方案，可将杂货通过半拖车/平
板拖车从欧洲横穿波罗的海到达爱沙尼亚，然后再从这里
通过公路运至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爱沙尼亚滚装港口至
圣彼得堡仅400公里，距离莫斯科也仅有1000公里。
• 爱沙尼亚拥有无冰封的港口。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季，滚装
运输线也不会停工。
• 定期有船只往返于爱沙尼亚海域和波罗的海和北海周围所
有主要的滚装港口。
• 客货滚装船频繁往来于爱沙尼亚和芬兰及瑞典之间，这使
得隔夜即可将拖车从爱沙尼亚分销中心送至芬兰及瑞典。
• 持续提供优质、可靠、灵活且负责任的服务被视为共同标
准。爱沙尼亚物流系统全年全天候提供拖车运输服务

服务介绍
• 至/自欧洲各地的FTL（拖车满载荷量）和LTL（小于一个拖车的载荷量）服务。
• 定期运行的通过爱沙尼亚海港的滚装/滚转客运航线： Transfennica、Mann Lines、Tallink Silja、Spliethoff（
南帕尔迪斯基港）、Viking Line、Eckerö Line、Tallink Silja、St.Peter’s Line （塔林旧城港）、Baltic Scandinavian Lines、Navirail（北帕尔迪斯基港）
• 有从爱沙尼亚港口直达芬兰、瑞典、德国、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滚装/滚转客运船。
• 从欧洲和斯堪的那维亚搭载滚装/滚转客运船抵达爱沙尼亚港口的半拖车在码头进行卸载。根据文件对拖车进行
检查和查验。
• 提供卡车将拖车运至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境内的目的地。
• 办理目的地国家海关清关手续和提供上门交货服务。
• 可根据要求提供按指定时间送货的服务和GPS实时追踪服务。
• 将出口货物装满空拖车，然后将拖车送回港口并装船。
• 诸如卷筒纸、木材、金属等的沉重货物和高重货物装载在拖车或平板拖车上（最高有效载荷达140吨）并用码头
拖车牵引的滚装船进行装/卸。
• 通过从集装箱/卡车至轨道车的交叉对接（有效载荷72吨）可大幅度减少货物长途运输至俄罗斯、独联体国家、
和中亚的成本。爱沙尼亚铁路属于一个1520毫米宽轨铁路网络的一部分。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
1520 mm（俄罗斯轨距）的铁路网络内（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
之上。铁路费用可固定长达五年之久。
• 海关报关手续、融资、商品保险。
• 一整套拖车维修服务。

联系方式
CF&S Estonia (CF&S)

ESTEVE 码头

Contimer LLC

Alekon Cargo LLC

北帕尔迪斯基港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EVR Cargo

塔林港

Ahtri 12, 101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4400
传真：+372 666 4444
电子邮件：cfs@cfs.ee
网站：www.cfs.ee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Masina 11, 10144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05 0555
传真：+372 605 0550
电子邮件：info@contimer.ee
网站：www.contimer.ee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Saha-Loo 5B, 74114 马尔杜，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8 8977
传真：+372 638 8998
电子邮件：cargo@alekon.ee
网站：www.alekon.ee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波罗的海铁路有限公司
(Baltic Rail Ltd）

Toompuiestee 35, 10149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1 3120
传真：+372 661 3121
电子邮件：vadim.shabarov@balticrail.com
网站：www.BalticR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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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小汽车的转运和分销
价值定位
• 爱沙尼亚无冰封的海港内设有专用小汽车码头，能够快速卸载汽车
运输船，对船只的尺寸无限制，且能够快速装载装运小汽车的列车
和拖车，因而能实现该区域内最短的转运时间
• 码头的深度、岸边宽宽的斜坡和大面积的储藏区使得接收和卸载世
界上最大型的汽车运输船（大于8000辆小汽车）成为可能。这类的
规模经济能确保每辆车的总体物流成本最低
• 按照爱沙尼亚海港、小汽车码头和运输系统的技术能力，每年能处
理的小汽车数量达75万辆
• 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小汽车从爱沙尼亚港口码头以公路和铁路
运输的方式分销至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够维持最高的运营
性能标准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新车和二手车的转运和分销服务
• 主要客户包括丰田、梅赛德斯奔驰、迈巴赫、福特、日产、沃尔沃、马自达、斯巴鲁、捷豹、路虎、起亚、菲
亚特、标致和现代
• 下列汽车运输船（PCC & PCTC）可进出爱沙尼亚港口：Wallenius Wilhelmsen、K-Line、Eukor 和 UECC
• 采用特定小汽车拖车的公路运输模式。对于专用小汽车，采用独一无二的封闭式小汽车拖车
• 从爱沙尼亚小汽车码头，按指定时间72小时限时送达经销商位于莫斯科的经营场址，含办理俄罗斯清关手续
• 用到特定双层轨道车的铁路运输模式。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俄罗斯轨距）的铁路网络
内（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
• 通过网络带给客户实时的信息，通过基于GPS的库存管理系统进行实时追踪
• 爱沙尼亚和目的地国家的海关报关手续
• 交付前检查服务(PDI)和后生产选项(PPO)。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内设有两个专门的PDI中心
• 保险和融资

服务提供商
• CF&S Estonia 是爱沙尼亚最大的物流集团，专门从事小汽车运输服务。CF&S拥有一整队的小汽车拖车和专门的
铁路货车，车内带高装载夹板，可将小汽车运至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
• ESTEVE 码头是一家领先的滚装船和小汽车码头运营商，位于无冰封的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
• 南帕尔迪斯基港（塔林港内）设有两个专用的码头，可提供转运、储存、PDI和PPO服务。
• 北帕尔迪斯基港在帕尔迪斯基免税区内运营有一个小汽车码头并在爱沙尼亚-俄罗斯边界处（Koidula-Kunichina
Gora）设有报关码头（两侧均有）。
• 锡拉迈埃港(Silport)接近于欧盟与俄罗斯边界处（距离仅25公里远），是最靠近俄罗斯的用于转运小汽车的无冰
封深海港。那里的码头区域可存放5万辆小汽车。整个海港区域均属于免税区范围内。
• EVR Cargo （爱沙尼亚铁路公司的子公司)。高效的物流，灵活的运价政策和建立在信任之上的销售战略，这一
切都使得EVR Cargo能够为其客户提供世界级的运输服务。费用可固定长达五年之久。

联系方式
CF&S Estonia (CF&S)

Ahtri 12, 101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4400
传真：+372 666 4444
电子邮件：cfs@cfs.ee
网站：www.cfs.ee

ESTEVE 码头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塔林港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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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R Cargo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北帕尔迪斯基港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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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路用机械设备、卡车和巴士的转运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爱沙尼亚无冰封的海港内设有专用小汽车码头，能够快速装卸滚装
船/PCTC（小汽车和卡车运输专用船），再加上能够在轨道平台和低
平拖车上实现设备的快速装载和固定，因而能实现该区域内最短的转
运时间
• 码头的深度、岸边宽宽的斜坡和大面积的储藏区使得接收和卸载世界
上最大型的PCTC成为可能。这类的规模经济能确保每单位的总体物
流成本最低
• 承载能力达100吨的移动式起重机，可在轨道平台和低平拖车上轻松
装卸重型机械设备（超过30吨）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够维持最高的运营性
能标准

服务介绍
• 提供一整套面向全新的和二手的非公路用（农用、工业用、采矿用、建筑用、军事用等）机械设备、卡车和巴
士的转运和分销服务
• 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非公路用机械设备、卡车和巴士从爱沙尼亚港口码头以公路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分销至
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和阿富汗。
• 产自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机械设备、卡车和巴士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运至爱沙尼亚海港，再通过船只运送至
全球各地。
• 爱沙尼亚无冰封海港可提供快速装卸滚装船和PCTC的服务，对船只的尺寸无限制。
• 以下滚装航线定期途径爱沙尼亚海港：Transfennica、Mann Lines、Tallink Silja、Spliethoff （南帕尔迪
斯基港）、Viking Line、Eckerö Line、Tallink Silja、St.Peter’s Line（塔林旧城港）Baltic Scandinavian
Lines、Navirail（北帕尔迪斯基港）。
• 下列运载小汽车和卡车的运输船（PCC & PCTC）可进出爱沙尼亚港口：Wallenius Wilhelmsen、KLine、Eukor和UECC
• 通过采用装载台和100吨起重机（超过30吨时使用），可在轨道平台和低平拖车上装卸非公路用机械设备、卡
车和巴士
• 如果因尺寸的限制而无法装载，则拆除轮子等零件
• 遵照公路和铁路技术规范和安全标准，固定拖车和轨道平台上的设备
• 公路运输网，运输高重机械设备时采用特殊的低平拖车
• 铁路运输网。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俄罗斯轨距）的铁路网络内（俄罗斯、独联体国
家、中亚）运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
• 通过网络带给客户实时的信息
• 办理爱沙尼亚、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和阿富汗等国的海关报关手续和所有必须的许可证
• 交付前检查服务(PDI)
• 保险和融资

联系方式
ESTEVE 码头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Alekon Cargo LLC

Saha-Loo 5B, 74114 马尔杜，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8 8977
传真：+372 638 8998
电子邮件：cargo@alekon.ee
网站：www.alekon.ee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北帕尔迪斯基港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波罗的海铁路有限公司
(Baltic Rail Ltd）

Toompuiestee 35, 10149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1 3120
传真：+372 661 3121
电子邮件：vadim.shabarov@balticrail.com
网站：www.BalticRail.com

欧盟区域发展基金 投资未来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 www.transit.ee

塔林港

EVR Cargo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CF&S Estonia (CF&S)

Ahtri 12, 101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4400
传真：+372 666 4444
电子邮件：cfs@cfs.ee
网站：www.cf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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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项目货物的转运
价值定位
• 爱沙尼亚不冰封海港的码头的深度，以及滚装码头又宽又平的坡道，承载
能力达100吨的移动式起重机，码头区1520mm轨道铁路以及面积较大的
储存区域，这一切都使得将高重型、加长型和加大型项目货物转运至/自波
罗的海国家、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成为可能
• 爱沙尼亚海港拥有最新进的技术，具备快速装卸船只的能力，能够在轨道
平台和低平拖车上实现设备的快速装载和固定，再加上畅通无阻的公路网
络，这使得爱沙尼亚成为该区域内转运时间最短、成本最低的地方
• 有集装箱和滚装船定期途径爱沙尼亚港口，这使得可以选择灵活的海运方
式转运项目货物，因此，爱沙尼亚提供了一 种具有成效益的转运方式，可
替代费用昂贵包船转运
• 所采用的适当的专门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能够维持最高的运营
性能标准

服务介绍
• 举例说明爱沙尼亚物流公司运输和转运的项目货物种类：风力发电机和发电站元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所需设
备、机械设备、大型金属和混凝土构造物、游艇和船只、模块化房屋和工厂部件、液体储罐、门式起重机、机
车和轨道车、大型发动机等
• 提供的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选择最优的交通工具和联合运输方式；将海运、公路运、铁路运和空运货物送货
上门；工程图纸的制备和技术性核算；制定装载/加固方案；第三方承包；监督卸货/转运/装载/加固作业，并出
具相关调查报告；安排安全护卫队。
• 高重型、加长和/或加宽型项目货物通过适当的深/近海船只从其发航港运至爱沙尼亚无冰封海港，然后再通过
将货物装载至轨道平台或低平拖车上，并进行加固，最后通过公路和铁路网运至位于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全
境、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境内的目的地。相反的转运路线亦可行：从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
经爱沙尼亚运至世界各地
• 码头的深度使得装卸最高达17米吃水船只成为可能
• 采用100吨起重机将重型装置装载至船只、拖车和轨道平台上或自船只、拖车和轨道平台上卸载下来。如果有必
要，可使用多台起重机提起超重装置
• 依照海洋、公路和铁路技术规范以及安全标准在船只、拖车和轨道平时进行装卸、固定和焊接作业
• 公路运输网，运输高型、长型、款型和重型设备时采用特殊的低平拖车
• 铁路运输网。统一的SMGS铁路运单使得在整个1520 mm轨距的铁路网络内（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亚）运
输货物成为可能，并超越统一的标准之上
• 前往爱沙尼亚、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中亚的相关当局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和必要的认证书/许可证
• 如有必要，进行施工和电气作业以测量所运的装置
• 每日监测/报告货物当前的位置，并告知客户
• 保险和融资

联系方式

CF&S Estonia (CF&S)

ESTEVE 码头

Contimer LLC

Alekon Cargo LLC

锡拉迈埃港 (Silport)

北帕尔迪斯基港

EVR Cargo

塔林港

Ahtri 12, 1015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4400
传真：+372 666 4444
电子邮件：cfs@cfs.ee
网站：www.cfs.ee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Rae põik 10, 76806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4 1500
传真：+372 654 1502
电子邮件：esteve@esteve.ee
网站：www.esteve.ee

Peetri 11, 76805 帕尔迪斯基，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51 1010
传真：+372 651 1011
电子邮件：info@portofpaldiski.ee
网站：www.portofpaldiski.com

Masina 11, 10144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05 0555
传真：+372 605 0550
电子邮件：info@contimer.ee
网站：www.contimer.ee

Saha-Loo 5B, 74114 马尔杜，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8 8977
传真：+372 638 8998
电子邮件：cargo@alekon.ee
网站：www.alekon.ee

Toompuiestee 35, 15073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8 696
传真：+372 6158 599
电子邮件：cargo@evr.ee
传真：www.evr.ee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
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波罗的海铁路有限公司
(Baltic Rail Ltd）

Toompuiestee 35, 10149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1 3120
传真：+372 661 3121
电子邮件：vadim.shabarov@balticrail.com
网站：www.BalticR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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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G（快速消费品）合同物流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通过第三方FMCG合同物流平台，您的产品很快就可以在整个物流平
台网络所能辐射到的市场上见到
• 除了分销、仓储和增至物流之外，提供的服务还包括库存管理、需求
预测、采购、活动管理和信贷处理
• 因此，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无需建立自己的物流和在当地设立管理机
构就能够向市场供应产品
• 自上而下的整套EDI支持服务能够起到节约时间、降低成本和增加准确
度的作用
• 全年全天候提供服务
• 核心价值观：可靠、奉献、主动、体贴

服务介绍
• 收货。将一个加强型扫描系统和储存解决方案用于收货。鉴于这一系统所具备的优势，完整的收获记录得以保
存下来，并能够就货盘摆放在仓库中的位置进行管理。除此之外，还能够对货物从提取区移至储存区进行控
制。采用带条形码阅读器的无线手持终端。在接收货物时，会一一核实货物数量、GS1代码、最佳使用日期以及
任何其它类型的货物相关信息。收货时还需要办理海关报关手续，支付进口税，并且货物被存放在保税仓库或
普通仓库内。
• 存放。通常情况下，货物被储存在欧标货盘上。小型货物将存放在适合于小型物品存放的仓库中。除此之外，
还可以储存需要在+2…+6 ℃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冷藏的货物。
• 借助库存管理和采购服务，客户可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计算出最优库存并下订单。基于统计资料的计算机程
序考虑到了货物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延误情况，将货物分为ABC三种不同的类别，计算了订单日期，选择适当
的产品将卡车装满，并执行了许多其他的达到优异库存管理所必需的操作。
• 拣货。直接以整个货盘的形式运输货物，或根据合作方/客户的要求进行重新包装。还可以将货物按件拣出来，
即发出的货物在数量上比通常的批发数要少。对于酒类或化妆品这类贵重货物，这样的做法尤其有必要。
• 运输至目的地所从至这一过程中所有必要的程序。将货物装入卡车到将签署过的收货发票或运货单返还合作方
处。提供及时且可逆的物流服务。
• 增值服务。给产品贴标签（用相应的语言标明产品信息，名称、原料等），根据制造商（合作方）的指示制备
货盘，提供包装服务（例如将两件货物用一张礼品纸包装好），提供保障措施进一步加强货物的安全性，以及
在货物上贴上外国税收标签。
• 产生或不产生信贷风险的信贷处理服务，通过这一服务，客户无需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就可以销售货
物。

服务提供商
Smarten Logistics 是爱沙尼亚最大的第三方FMCG（快速消费品）合同物流服务提供商，在制造、分销以及零售业务领域有着
强大的客户群。
Smarten Logistics 经营有一个三万平方米的仓库。其物流线路覆盖距离塔林1000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芬
兰、瑞典和俄罗斯西北部。

联系方式
Smarten Logistics

Uus-Suti, 75301 Rae vald，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35 800
传真：+372 6135 850
电子邮件：info@smarten.ee
网站：www.smart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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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铁路用车辆的出租
价值定位
• 随着产品需求压力的增大，租用铁路用车辆可能
是您维持客户所希望的服务水平的唯一方式
• 我们提供各种可运载石油产品和液化石油气
（LPG）的轨道油罐车，有盖顶的轨道车和敞篷式
轨道车
• 超过4100辆轨道油罐车供租赁，可在整个
1520mm（俄罗斯宽轨）铁路上行驶
• 功率强劲的C36-7i美国原产机车可牵引8000吨火
车
• 长期看来，较长的租赁期限可使客户获益，并收
回改用全新或旧铁路用车辆所需付出的成本

服务介绍
• 可供租赁的轨道油罐车类型：
仅用于轻油类产品：15-1443-06、15-1547-03、15-776
用于所有石油产品：15-150-01、15-150-02、15-5103-05、15-740、15-1566-06
LPG：15-1566-06
• 其它可供租赁的轨道车类型：有盖顶的轨道车、敞篷式轨道车
• 可供租赁的机车：C36-7i、2ТЭ116
• 可供租赁的调车机车：ЧМЭ-3

服务提供商
• Spacecom 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轨道油罐车所有者。提供超过4100辆可运载各类石油产品和液化石油
气（LPG）的轨道油罐车以及8个机车，供客户租赁。Spacecom 拥有机车维修站，可提供各种机车维修服
务。Spacecom还持有陶格夫匹尔斯机车厂（Daugavpils Locomotive Plant的多数股权。该厂是欧洲最大的机车
厂之一，提供整套的机车维修服务。
• 爱沙尼亚铁路公司（Estonian Railways）是一家国有铁路公司。拥有一个由3300多辆有盖顶的轨道车、敞篷式
轨道车、油罐车、集装箱平台和其它集中货车组成火车舰队。2009年1月14日，爱沙尼亚铁路公司组建了两家
子公司：EVR Infra和EVR Cargo。爱沙尼亚铁路公司控制着众多公司，这两家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高效
的物流，灵活的运价政策和建立在信任之上的销售战略，这一切都使得AS EVR Cargo能够为其客户提供世界级
的运输服务。美国原产的动力强大的机车C36-7i，可牵引8000吨火车。遵守符合欧洲标准的安全要求，并与其
他物流链相关公司紧密合作，确保将您的货物及时送达世界任何地方。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爱沙尼亚铁路公司
(Estonian Railways)

Toompuiestee 35, 15073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 8610
传真：+372 615 8710
电子邮件：raudtee@evr.ee
网站：www.ev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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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com

Mõisa 4, 13522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78 8240
传真：+372 678 8246
电子邮件：info@spacecom.ee
网站：www.spaceco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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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用车辆的维修
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价值定位
• 强大的技术能力，近150年的丰富经验，优质
的服务，再加上可承受的价格，当提及铁路用
车辆维修厂家时，我们总是客户的首选
• 维修并升级所有类型的机车
• 维修所有类型的轨道车
• 通过改善内饰的方式对电气化旅客列车进行大
修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 生产维修铁路用车辆所需的零部件

服务介绍
• 机车维修服务：维护、修理和升级机车；维护和修理机车组件；将机车除漆并重新粉刷
• 货车维修服务：对火车进行现场修理、段修和大修；修理火车零件和装置；延长18-100型转向架的使用寿命；
修理18-100型转向架以及安装防磨损装置；对货车轮组进行一般性检查和全面检查；组装货车轮组；将货车除
漆并重新粉刷
• 维修旅客列车：通过改善内饰的方式对电气化旅客列车进行大修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 其他服务：铁路用车辆轮组滚动表面的车削；铁路用车辆下方轮组滚动表面的车削；金属的车削与铣削；切割
金属；清洁金属结构并上涂料；焊接工序，生产零部件

服务提供商
• 爱沙尼亚铁路公司（Estonian Railways）是一家国有铁路公司。2009年1月14日，爱沙尼亚铁路公司组建了两
家子公司：EVR Infra和EVR Cargo。爱沙尼亚铁路公司控制着众多公司，这两家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EVR
Cargo Tapa Depots有着135年的历史，是仍在1520（俄罗斯）宽轨铁路覆盖范围内运营业务的最古老、最独
特的合资企业之一。Tapa Depot 位于塔林以东90公里处，占地面积19公顷，有一个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工厂
区。
• Spacecom 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轨道油罐车所有者。提供超过4100辆可运载各类石油产品和液化石油
气（LPG）的轨道油罐车以及8个机车，供客户租赁。Spacecom 拥有机车维修站，可提供各种机车维修服
务。Spacecom还持有陶格夫匹尔斯机车厂（Daugavpils Locomotive Plant的多数股权。该厂是欧洲最大的机车
厂之一，提供整套的机车维修服务。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爱沙尼亚铁路公司
(Estonian Railways)

Toompuiestee 35, 15073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15 8610
传真：+372 615 8710
电子邮件：raudtee@evr.ee
网站：www.ev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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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com

Mõisa 4, 13522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78 8240
传真：+372 678 8246
电子邮件：info@spacecom.ee
网站：www.spaceco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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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船舶供油
价值定位
• 以最优的价格提供可靠、高效的超大平底船用
燃料，在爱沙尼亚海港的码头周围或在沿途
• 所采用的现代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控制系统使之
能够维持最高的运营性能和安全标准
• 全天候的服务，随时随地满足您的需要
• 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士服务网络，立即为您提供
服务，让您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生意上
• 需要时，还可提供按照您的需求量身打造的特
殊服务
• 就服务而论，我们在行业中树立了标准，这令
我们感到很自豪
• 服务和技能：无敌组合

服务介绍
• 在成长阶段，一开始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船用燃料的供应上，后来，公司产品组合不断扩大，开始供应许多各
种不同的残渣燃料油和蒸馏燃料油。
• 所供应的船用残渣燃料和蒸馏燃料符合所有国际认可的标准，尤其是ISO燃料标准8217 (2005)。
• 符合现行环保意识，污油去除和燃油处理政策，依照《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MARPOL Convention）的规
定，提供润滑剂
• 产品储存在穆加港（塔林港）内具有混合设备的储罐码头。由于具有专用驳船，我们可提供各等级的优质船用
燃料油、蒸馏燃料油(DMB/DMA)、硫含量为0.2%的汽油和润滑剂。
• 我们的认证标准 – 今天的成功经营离不开高度合格的服务提供商。合格的国际燃油交易员不仅应能够准时完成
任务，还应具备让客户放心的能力，让客户觉得物有所值：产品可靠，服务可靠。

服务提供商
Bominflot 对货运业务而言，策略管理始终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今天的成功经营离不开高度合格的服务提供商。没
有妥协的余地。为了保持业务的平稳运营，专业的做法是选择国际知名的专业公司。Bominflot 不仅仅是一家专业
的公司。我们的业务活动范围广泛，从货运交易到供应船用燃料、润滑油和其它对航运业至关重要的服务，并且
我们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吸引客户。我们所提出的每一次报价是我们的经验、技术和信誉的体现。

联系方式
Bominflot Estonia

Pärnu mnt 21, 1014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81 1550
传真：+372 681 1551
电子邮件：bunkers@bominflot.ee
网站：www.bominfl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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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用车辆的维修
房地产开发和租赁
价值定位
• 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波罗的海东岸，与俄罗斯、独联体国
家、中亚、黑海地区和远东地区陆地相连，还拥有多个深
水海港，可将爱沙尼亚作为一个完美的分销中心（distribution centre，简称DC），引领您进入一个有着3亿人口
的消费者市场
• 爱沙尼亚的海港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讲，
爱沙尼亚还拥有大片可用于建造新码头、仓库和制造工程
等的土地
• 爱沙尼亚港口共设有三个欧盟免税区，为运输和制造业企
业带来了广泛的商机
• 数十万平方米的仓库空间可供出租，租金价格该区域内最
低
• 免税区、海港和海港附近有着数百公顷预先开发的工业园
区，配备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大片的土地可供租赁
• 绿地项目的快速开发与建设

服务介绍
• 关于工业地产（如码头、仓库、分销中心、制造工厂等）的租赁和购买，主要有三种方式：
- 租用现有仓库空间或码头区域
- 租用土地（最长租赁期为99年）
- 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开发建设全新的场所
• 购买土地或现有场所是第四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但需要与土地所有者协商

服务提供商
• 塔林港，从货运量和客运交通的角度而言，塔林港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港口。塔林港还拥有一片高达100公顷
的预开发区域（道路、铁路、水、电、气设施齐全），可用于开发新的码头、分销中心和制造工厂。
• 锡拉迈埃港（Silport）是欧盟地区最东端的深海港口，距离欧盟和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处仅25公里远。锡拉迈埃
港内的免税区可提供高达600公顷的区域用于开发新的码头、分销中心和制造工厂。
• 上述二个港口都以业主的身份进行运营，直接与铁路相连，并设有免税区。
• RRK – 国家资源中心是爱沙尼亚领先的物流园区开发商和土地业主。港口附近属于RRK名下的土地的面积为
120公顷，仓库总面积为16万平方米。所有地点和仓库均直接与铁路相连，通往高速公路的道路路况良好。仓
库租金1.50欧元/平方米/月起。.
• 塔林机场设有四个航空货运站，仓库面积为5000平方米。这四个航空货运站分别由几个货运代理商、专递公司
和货物装卸公司负责运营。目前，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为每年10万吨。机场有意开发并建设全新的货运站以
承租给运营商。已为新的货运站留出了一定量的土地。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塔林港有限公司
(Port of Tallinn Ltd.)

锡拉迈埃港(Silport)有限公司

Sadama 25, 1505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31 8555
传真：+372 631 8166
电子邮件：portoftallinn@portoftallinn.com
网站：www.portoftallinn.com

Kesk 2, 40231 锡拉迈埃，
爱沙尼亚
电话：+372 640 5271
传真：+372 640 5279
电子邮件：silport@silport.ee
网站：www.silport.ee

塔林机场有限公司
(Tallinn Airport Ltd.)

RRK – 国家资源中心有限公司
(State Resources Centre Ltd.)

Lennujaama 2, 11101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 1：+372 605 8700
电话 2：+372 605 8701
电子邮件：administration@tll.aero
网站：www.tallinn-airport.ee

Harju KEK AS

Paldiski mnt 21, Harjumaa 76606,
Keila
电话：+372 674 7500
传真：+372 674 7501
电子邮件：h.kek@harjukek.ee
网站：www.harjukek.ee

Rävala 8, 10143 塔林，爱沙尼亚
电话：+372 666 3111
传真：+372 666 3 110
电子邮件：rrk@rrk.ee
网站：www.rr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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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
亚欧航空枢纽
价值定位
• 在欧盟国家的首都之中，塔林距离亚洲最近
• 这一地理优势使得亚洲的航空公司可选择以一种更具成本效益、
更有竞争力的方式进入欧洲市场
• 从亚洲乘坐长途航班至塔林，再换乘航班前往欧洲其它城市
• 更短的长途飞行时间，更低运营成本，全天候的航班，只需一次
中转
• 转飞欧洲其他城市的航班由与我们合作的塔林现有的航空公司执
飞，或在塔林成立一家子公司
• 凭借欧盟开放天空政策（EU Open Sky Policy）进入欧盟市场，
这使得畅通无阻的进入每一欧洲城市成为可能

塔林机场技术数据

2003

715 859

2002
2001
2000
0

605 697
573 493
559 658
500 000

1 000 000

1 500 000

41 867

2 000 000

Passengers

Year

联系方式

22

21 001

997 941

22 764

1 401 059

2004

10 361

2005

9 937

Year

1 541 832

5 737

1 728 430

2006

5 076

2007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 292

1 811 536

4 543

1 346 236

2008

4 690

2009

Freight and mail in tons

• 塔林伦纳特 梅里机场的ICAO代码为EETN，IATA代码为TLL
• 塔林机场有一条长3070米宽45米的跑道。平行滑行道的长度达2550米
• 塔林机场的等级为4E，助航系统CAT I。消防等级为8
• 用于停放各级飞机的停机坪数量：
- E-级飞机 4个 ，- D-级飞机 2个 ，- C-级飞机 23个 ，- B-级飞机 4个 ，- A-级飞机 12-15个
• 塔林机场设有四个航空货运站
• 仓库面积为5000平方米。这四个航空货运站分别由几个货运代理商、专递公司和货物装卸公司负责运营。
• 目前，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为每年10万吨。机场有意开发并建设全新的货运站以承租给运营商。已为新的货
运站留出了一定量的土地。
• 塔林机场有一个客运航站楼，共有27个值机柜台，8个自助值机设备，4个安检装置，12个登机口（其中9个连有
登机桥），1个头等舱旅客候机室，VIP中心，旅客到达区内有3个行李传送带，还设有儿童游乐区和一个祈祷室
• 客运航站楼分为三层，所有出发区都设在三楼。二楼设有一个走廊，是供持非申根签证的旅客到达的地方，公
共区域内还有一家餐馆。地面层设有汽车租赁处，并能直接通往停车场
• 机场为乘坐非申根航班的旅客，准备了4个专用的登机口，候机室，免税店和小吃柜
• 以下航空公司定期有航班到达塔林机场或从塔林机场出发：爱沙尼亚航空公司（Estonian Air）、波罗的海航空
公司（Air Baltic）、Avies航空公司、Blue 1航空公司、西提航空公司（City Airline）、捷克航空公司（Czech
Airlines）、易捷航空公司（EasyJet）、芬兰航空公司（Finnair）、FinnComm航空公司、波兰LOT航空公司
（LOT Polish Airlines）、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 Norwegian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和若
干航空货运包机运营商

联系方式 塔林机场

Lennujaama 2, 11101 塔林，
爱沙尼亚
电话1：+372 605 8700
电话2：+372 605 8701
电子邮件：administration@tll.aero
网站：www.tallinn-airpor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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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物流产业集群成员
爱沙尼亚物流和运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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