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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机场国际航空货运位居全球第三 

航空货运量累计达5千万吨

仁川机场自2001年开航以来，通过对物流基础设施及网络的不

断开发，2020年已发展成为国际货物吞吐量（282万吨）位居

全球第三的东北亚物流枢纽机场。尤其在2021年，国际航线年

货运量预计突破300万吨，排名将升至全球第二。 

3
GLOBAL

2021年7月27日10点58分，承载70吨出口货物的大韩航空货

机从仁川机场起飞，驶向美国亚特兰大机场。这一刻，仁川

机场在开航20年之际终于达成了航空货运量累计5千万吨的成

就。仁川机场开航时，年航空货运量仅为119万吨，而开航5年

后的2006年初，已达成累计1千万吨。在2018年初达成4千万

吨后，仅在3年6个月以后达成了累计5千万吨，呈明显的递增

趋势。 

50

介绍 
仁 川 机 场  -  值 得 信 赖 的 智 能 国 际 航 空 货 运 枢 纽

40%

仁川机场的2020年282万吨国际货量中，转运货物为115万

吨，占全部货物的约40%。由于转运货物的处理比率高于邻近

的其他机场，仁川机场已巩固东北亚物流枢纽机场的地位。

转运货物比率约为40%

Million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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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机场自由贸易区由机场物流园区和货运站地区组成，通过便利的通关手续、免税优惠、多种奖励

等，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环境。自2005年 4月，将2,093千㎡指定为自由贸易区以来，分别在2007

年12月和2020年4月扩大指定了922千㎡规模的第一机场物流园区和326千㎡规模的第二机场物流园

区。入驻企业不仅在制造、物流、流通和贸易方面得到自由保障，还可享受低廉租金和关税保留等特

惠。

自由贸易区内的机场物流园区和货运站之间用直接运输路连接而成，因此无需其他运输步骤即可相互移

动，并通过单纯加工、组装、使用消费申报等创造高附加值，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全球商业环境。

机场物流园区共有38家物流企业和2个制造企业正式入驻，正从单纯进出口物流逐渐发展成为高附加值

物流或融合物流。

此外，货运站已有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及诸多全球快运公司陆续入驻。由7栋货运站和3栋航空货物仓

库、4栋特殊目的处理设施、2栋海关保税区组成的货运站已形成物流枢纽。

扩大自由贸易区，
加快航空货物枢纽建设  

分类 一般货运站 航空货运仓库 特殊目的设施 海关保税区全球快运

相 应
设施

- 大韩航空1,2
- 韩亚航空
- AACT 1,2

-北侧航空货运
仓库
-仁川航空A,B

- 国际邮政物流设置
- 美军事邮政设施
- 仁川海关物流中心
- 危险品保管所

-海关指定设
施
-海关大楼

- DHL
- FedEx

6.3 正在进行第四期建设项目的仁川机场将在第四期项目完工后成

为年旅客达1.06亿名、拥有60万次航班、可容纳630万吨货物

的“超大枢纽机场”。第四期项目的核心设施第4跑道已在2021

年6月17日成功开放，至2024年将完成第二旅客航站楼的扩

建项目，届时，仁川机场将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枢纽机场及商

业、物流枢纽。 

启动第四期建设项目，立志成为处理
630万吨的超大物流枢纽机场 

Million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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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机场的温度敏感货物因新冠疫情和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

每年增加20%。为应对这种趋势，仁川机场自2021年9月起在

空侧（飞机运航区域）内开始运营减少疫苗等生物医药品、生

鲜食品、生物、动物等的转运等待及移动时间，并在恶劣天气

下也可安全操作的“新鲜货物专用处理设施（Cool Cargo Cen-

ter）”，成为新鲜货物枢纽机场。

运营Cool Cargo Center，
成为新鲜货物枢纽  

仁川机场引领旅游、物流、航空辅助领域等机场相关事业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通过在机场内开发自由贸易区，仁川机场

不仅成为全球航空物流中心，为了实现旅游、航空MRO、高

科技产业等以机场为中心的全新经济圈，正在致力于引进多

种旅游、MRO项目。仁川机场作为多种产业集于一处的经济

圈，将成为东北亚全球商务的大舞台。 

不局限于自由贸易区，通过开发空港
城市，构建仁川机场经济圈 

$

仁川机场的第四期建设项目中包括了1.6百万㎡的MRO用地。

通过供应MRO产业用专业化设备和用地，以及具有技术力量

的丰富的MRO专业人才，仁川机场将为全球航空公司提供一

站式整合服务。机场在2021年5月引进了以色列IAI公司的货

机改造项目，并在7月成功引进了全球最大航空货运公司 – 美

国亚特拉斯航空签订了专用维护设施。 

建设MRO集群，加快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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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机场通过全球性的环保努力、创造社会价值、提高管理结

构的透明性等，不断推动ESG经营革新。直到2040年，机场将

通过转换为100%可再生能源和减少环境影响等建造低碳环保

机场，并直到2030年计划创出12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实现无

缺陷、无事故、无灾害机场，加强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经营。

机场力争在2025年以内通过达成综合清廉度1级，引进劳动理

事制度，树立透明公正的管理结构，立志成为引领未来机场全

新模式的全球创新企业。 

通过ESG经营牵引产业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仁川机场宣布了“全新愿景2030+”。基于“We Connect Lives, 

Cultures and the Future – 连接人类和文化，走向未来”的全新

愿景，我们将通过“连接”人类和生活的价值，打造创出人类全新

价值的以人为本的机场，通过基于的文化网络打造有品位的机

场，通过开拓新领域打造不断创新的未来机场。同时，基于数字

机场运营等新愿景9大战略课题，直到2030年力争实现△ACI最

佳客户体验 △东北亚能源自立程度第一 △零事故灾害 △航空运

输（ATU）* 位居全球第一 △国家经济贡献度88万亿韩元等具体

目标。    

* ATU（Airport Throughput Units）国际机场协会为评估全球机场的
航空运输能力而制定的指标，通过“旅客（名）+ 货物（吨）×10 + 航班
数量（班）×100”得出指标

宣布“仁川机场全新愿景2030+”

2030+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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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仁川机场货运 卓越的基础设施

365天无停留连接所有全球大陆的机场 货运容量便于扩充，年货物处理量可
达630万吨

提供最佳连接性和扩展性，
通过持续投资，支持客户的成功发展

2021年9月数据显示，仁川机场在

航空货运方面，通过25个航空公司

连接45个国家的113座城市。

仁 川 机 场 包 括 中 国 2 2 个 、 日 本 5

个、东南亚11个、北美25个、中南美4个、欧洲20个

及俄罗斯7个航点,可无停留连接全世界各个地区。

2021年10月数据显示，仁川机场

已拥有每年处理372万吨航空货物

的物流基础设施。此外，为应对激

增的进出口货物和快运货物、以及

新鲜货物需求，还计划分阶段增设快运企业货运站和新

鲜货物专用处理设施，从而将年货物处理量提升至630

万吨。 

6.3
MILLION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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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德国主流企业纷纷扩大货运站
规模

具备港口和高速公路等物流生态系
统，连接设施优秀

开发第二机场物流园区，营造招商引资
环境

韩国主流综合运输物流企业也陆续入
驻物流园区 

为了将韩国和中国、日本整合为一

个物流市场，仁川机场将建立和扩

大连接仁川港、釜山港的综合物流

运输体系。仁川港目前已有38个海

运公司投入192艘船舶，每周起航

89次，有效连接亚洲各国。其中中国、日本等东北亚航

线为31个，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航线为32个。目前仁

川机场正在筹备通过韩国车辆的中国境内运输，将中国

的电商转运货物直接运送到仁川机场的陆海空式联运服

务（RFS, Road Feeder Service），RFS项目一旦启动，

则比现有海空联运方式可大幅减少运费和时间。 

为应对航空货运市场模式的转换，

并打造持续引进全球物流企业等的

基础，机场开发了规模达326千㎡

，由20块用地组成的第二机场物流

园区。为扩大医药品等新成长货物

和转运货物，并吸引中小企业的投资，园区分为新成长

货物业务圈、GDC（全球配送中心）业务圈、社会价值

业务圈三大区域进行开发。由于已指定为经济自由区及

自由贸易区，具备了基于投资金额的奖励、减税政策等

商业优化投资环境。此外，为应对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正以具备未来型商业模式的优秀企业

为对象开展招商引资。

全球物流企业AACT除了已在运营

的货运站（Atlas Air Cargo Termi-

nal）以外，还新增了货运站。

全 球 国 际 快 递 企 业 D H L 则 计 划 在

2022年以内投入约750亿韩元，将仁川机场内的DHL专

用货运站扩大至3倍规模。成立于2007年的DHL仁川枢

纽如果扩大至3倍规模，其快运货物处理数量将从目前

的8,100个增至21,000个，增幅达160%。此外，还通

过引进全新自动化物流设备，仁川机场的进出口货物处

理时间将大幅缩短。位于仁川机场的DHL货运站将成为

连接北太平洋地区和美洲、欧洲的快运枢纽。 通 过客户

定制开发项目（Build To Suit）， 比之前扩增3倍左右

的FedEx专用货物客运站，预计每年将处理17万吨以上

的航空货物吞吐量。

第 一 机 场 物 流 园 区 包 括 了 第 一 期

992千㎡和第二期扩充用地651千

㎡，40家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正陆

续入驻或即将投入运营。入驻商业

模式包括国际货运中介、海运&空运

综合货运、商用货主、承运商、全球配送中心（GDC）

等多个行业。为创造可持续的吞吐量及高附加值经济

价值，机场将不断扩大新成长货物（电子商务、医药

品等）的规模。仁川机场成功吸引全球海外直购平台

IHerb的亚洲区域国际物流中心，并在运营4个足球场规

模（约33千㎡）的高科技物流中心，此项引资还创出

300多个就业岗位和1千亿韩元的经济效果，为国家经济

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即使新冠疫情仍在继续，机场物流

园区的吞吐量在最近5年内年均持续增长了18%，2021

年也成功引资航空集运货物企业和中国电商及快运货物

联运知名物流企业，力争扩大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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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仁川机场货运 智能数字机场

仁川机场与关税厅合作构建的UNI-PASS是全球首个100%在

线通关处理系统。通过100%在线支持迅速的通关业务处理，

有效节约了速度至关重要的物流行业成本。基于24小时通关

系统提供无间断的物流环境, 世界关税组织（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所属177个会员国中最快捷的服务系统，例

如，在引进UNI-PASS之前需要1天以上的出口通关业务只需

2分钟，之前需要2天以上的进口通关只需2.5分钟，之前需要

3天以上的关税退款只需5.2小时，之前需要4天以上的关税缴

纳只需10小时。UNI-PASS不仅缩短了业务办理时间，还通过

在线和手机服务扩大了接近性，并实现了可随时进行申报和确

认的及时性，系统还采用国际标准实现了国际化，通过UNI-

PASS可以获得快速可靠的服务。

航空物流全流程实现
无纸数字办公，
世界首次构建100%在
线通关处理系统 

全球首次构建100%在线
通关处理系统，
177个WCO会员国中提供
最快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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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IS是支持航空公司、货运代理、货物装卸公司、保税运输

公司等民间航空物流主体之间的业务协作，提供危险品申报等

国土交通部所属货物行业B2G服务的基于标准流程的航空物流

信息基础设施系统。基于国土交通部与仁川国际机场公社、韩

国航空公司的业务协作体系，系统支持标准化业务流程和实时

物流信息连接处理，从而有效缩短物流处理时间，并为提升航

空物流产业的竞争力做出贡献。AIRCIS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日

程信息查询、货物预约及跟踪、货运站作业信息查询、D/O查

询等，系统以EDI、Web、Open API形式为多种航空物流主体

提供信息。

支持进口货物的无纸出库
申请

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供遵
守合规要求所需的文件
材料

计划建设未来型智能货
运站基础设施

直观显示物流信息的数字
货运系统（AIRCIS），
作为航空物流部门信息同
步网络，支持航空物流主
体之间的业务协作

自2021年4月起，仁川机场启用基于EDI的进口货物出库申请

服务，并引进和支持航空物流流程的无纸办公。进行进口货物

的出库申请时，通过用电子文档替代保税运输业务人员向货运

站提交的纸类文档，跳过了打印之类文档和人工交付的过程，

并缩短了货物出库处理时间，从而提升了业务效率。今后将不

断扩大无纸办公范围，计划在进口货物全部处理流程中实现无

纸办公。

为了在仁川机场货运站引进未来型航空物流流程并搭建试验

台，机场与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签订了“未来型智能货运站构

建业务协议”。通过运营由现场运营专家组成的协作团队，共

同研究树立未来型运营模式，并在航空货物处理全流程采用无

人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计划

在2024年以内建立试验台。通过建立和运营试验台，检查货

运站运营业务的财务妥当性和IT技术适合性，并积累运营相关

的全方位知识经验，机场将在2030年以内启动未来型智能货

运站，并进行航空公司的重新安排。

机场通过e-NOTOC服务提供基于Web的NOTOC填写工具，并

提供基于Web和EDI的航空公司危险品申报服务。对于航空公

司必须依法申报的事项，机场为促使航空公司更安全地遵守合

规要求而提供支持。

由AIRCIS连接·汇总的飞机携带危险品信息，还为政府航空安

全控制中心提供支持。此外，通过AIRCIS的物流统计服务，为

政府提供物流相关政策信息。

AIRCIS

e-NO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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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仁川机场货运 安全保障

具备安全管理客户资产
的基础设施、
流程和服务的安全机场 

亚洲首次获得国际机场协会
(ACI）机场防疫认证，构建完善
的K-防疫体系

构建航行安全系统，开航后20
年间实现17万小时无中断、
无事故运营大纪录

仁 川 机 场 在 亚 太 地 区 首

次 获 得 了 国 际 机 场 协 会

（ACI，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的机场防

疫认证（AHA），并为防止新冠疫情的扩散

做出不懈努力。AHA指Airport Health Ac-

creditation，是符合全球标准的卫生、防

疫、安全管理认证。

仁川机场航行安全系统是

提供飞机航行所需的多种

信息，以支持飞机安全飞

往 目 的 地 的 设 施 ， 系 统

由△利用电波诱导飞机着陆的仪表着陆设

施、△支持地面和飞机之间无线通信（语音

及数据）的航空信息通信设施、△检测飞机

位置，支持管控的雷达设施、△用灯光识别

跑道和引道的航空灯火设施等组成。仁川

机场目前共运营50多种航行安全系统，自

2001年3月29日开航以来，已提供了17万

小时的24小时无事故、无中断航行安全服

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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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次获得跑道最高运营等
(CAT-IIIb）

重大灾害死亡人数为“零” 

仁川机场自2003年亚洲首次

获得跑道最高运营等级(CAT-

IIIb）以来，目前4个跑道均获

得了CAT-IIIb等级。这意味着

跑道可视距离仅为75m的低视程情况下也可确保

飞机的安全着陆。

仁川机场将机场内员工的工业

安全保健活动流程进行系统

化，建立和运营安全经营体

系，并为确保员工安全和预防

事故开展多种活动。 

构建安全管理系统，提供整合安
全管理 

值得信赖的机场，已建立火灾预防
模拟训练等系统化流程

为了系统化整合安全管理，仁

川机场正在运营安全管理系

统（SMS：Safety Manage-

ment System）。SMS作为

组织经营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进行整合和管理，包

括了组织结构、可用资源、责任分担、权限/义

务、决策等管理流程。其中三大重要指标为航空

安全故障、地面安全事故、机场设施功能故障。

航空安全故障是指飞机与设备或车辆相撞或飞机

之间相撞的情况；地面安全事故是指保护区内车

辆及设备等相撞的情况；机场设施功能故障是指

因机场移动区域的管理疏忽影响飞机运航，或航

空灯火设施停止运营的情况。为达成上述三大航

空安全目标，仁川机场通过与航空公司、货物装

卸公司及有关机构的业务协作，进行严格的安全

管理。

即使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危机情

况下，仁川机场通过巩固生命

尊重文化和建立灾难应对体

系，实现了进出口航空货物

处理的无中断运营，并营造了自由贸易地区的工

作人员可以安全工作的环境。仁川机场以关税人

员和物流企业等为对象，定期进行火灾应对训练

和消防安全培训，并在机场内部24小时运营消防

队，以迅速应对火灾和最大程度减少伤亡事故。 

0ZERO

11



12

为什么选择仁川机场货运 不可比拟的优势

提供多种奖励和减
税特惠，
与客户共谋发展的
真正的业务伙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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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自由贸易区，提供通过流程及免关税特惠 

建立全球配送中心，提高电商企业的业务效率 

仁川机场自由贸易区由货运站及机场物流园区组成, 基于便利的通关流程、免关税特惠及

多种优惠政策，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环境。2005年4月，第一机场物流园区将2,093

千㎡指定为自由贸易区, 并在2007年12月新增了922千㎡规模的用地。不仅如此，在2020

年4月，第二机场物流园区又将326千㎡扩大指定为自由贸易区。入驻企业不仅在制造、

物流、流通和贸易方面得到自由保障，还可享受低廉租金和关税保留等特惠。一定规模以

上的外资企业还可享受租金优惠。自由贸易区内的机场物流园区和货运站之间用直接运输

路连接而成，因此无需其他运输步骤即可相互移动。贸易区内可进行单纯加工、组装、使

用消费申报等高附加值物流活动，可以积极应对急剧变化的全球经营环境。 

为吸引航空货运公司及全球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并提供减税特惠

全球配送中心（GDC，Global Distribution Center）是在保管全球货主产品的过程中，发

生个别订单时将产品进行分类和重新包装后进行配送的国际物流中心，主要客户为电商企

业。在仁川机场运营全球配送中心的物流企业可享受多种优惠，机场还通过与关税厅等有

关机构的业务协作，努力提供合理的制度和快捷的服务。美国电商企业SPACE ONE、德国

全球物流企业Schenker等正准备在仁川机场运营GDC。

2021年, 为了在仁川机场内招商引资航空货运公司和全球物流企业等，正在实施多种优惠

政策。航空货运公司在新起航、推出新航线、增加航班、夜间运航时，分别按照各类型减

免一定比率的着陆费（新航线可最多免除100%等)，转运货物量比上一年增加时，也会对

增加的部分提供实惠。物流企业则根据投资金额在最长7年内享受最多减免100%土地租赁

费的优惠，吞吐量比去年增加时，同样提供奖励。此外，外资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可享受

取得税及财产税的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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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argo Hub

国际航空货运专业性 
1. 医药品    2. 电子商务交易        3. 为新鲜货物提供冷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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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航 空 货 运 专 业 性 

医药品
为迅速安全处理对温度敏感的医药品构建航空运输体系

1

2

根据英国市场分析机构Evaluate Pharma的调查结果，2019年，全球医药品市场规模

约为2,660亿美元，并在最近8年间（2010~2018），每年以8.2%的涨幅急速发展。

这种趋势将继续持续下去，直到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5,050亿美元。为迎合

这种趋势，仁川机场已主导被评价为高附加值货物的医药品航空运输市场，并构建与

航空运输相关机构共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

取得IATA的CEIV Pharma Certification，
新冠诊断试剂盒及疫苗运输能力已得到认可

仁川机场在2019年东北亚首次获得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CEIV Pharma认

证，其医药品运输处理能力也得到了认可。仁川机场对疫苗等需要温度控制及对时间

敏感的产品具有优秀的货物处理能力，在新冠疫情后的新冠诊断试剂盒和疫苗的运输

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专业能力。

*CEIV Pharma认证（2019):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为评价医药品（疫苗等）航空运输能力制定

的质量认证体系

仁川机场公社建立扩大医药品航空运输的协作体系

仁川机场与仁川广域市、韩国产业园区工团、韩国生物医药品协会及全球性生物制药

公司（株）Celltrion、三星BIOLOGICS（株）、（株）META BIOMED等机构及企业

签订了“为提升仁川机场医药品航空运输竞争力的谅解备忘录”。为了推动航空货运业

务中发展最快的医药品航空运输，包括仁川机场公社在内的有关机构建立了相互协作

体系，并通过巩固的协作体系，负责医药品的安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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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

1

具备先进物流流程的安全智能全球配送中心

全球配送中心（GDC，Global Distribution Center）是将客户可能下单的海外物品进

口到国内并保管后，根据海外客户的订单将该物品重新出口的设施，最近随着国外电

子商务规模的增加，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仁川机场为运营全球配送中心的物流企业

提供多种优惠政策，并通过与关税厅等有关部门的业务协作，努力提供最合理的政策

和快捷服务。

国 际 航 空 货 运 专 业 性 

为加强亚洲电子商务货物的物流竞争力打造基础

2

仁川机场全球配送中心的位置竞争力

仁川机场已建立与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完美连接系统，并具备了GDC所需的最

佳位置竞争力。仁川机场作为东北亚枢纽机场，可以无停留连接中国22座城市、日

本5座城市、以及东南亚11座城市。此外，还通过仁川港提供连接中国多座城市的低

成本联运服务。美国主流保健品电商企业IHerb已在仁川机场的GDC保管其产品，并

以此为基础，迅速向日本、香港、新加坡顾客提供配送服务。荷兰半导体公司ASML

也将在荷兰生产的半导体设备及配件保管在仁川机场，并在客户要求时配送至世界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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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新建全球配送中心（GDC)，
成为电子商务货运枢纽 

目前，已入驻仁川国际机场自由贸易区的企业有美国主流保健品电商企业IHerb的国

际据点物流中心、荷兰半导体曝光设备制造商ASML的全球配送中心、韩国主流物流

企业韩进的全球配送中心。此外，美国电商企业SPACE ONE的国际物流中心和德国全

球物流企业DB Schenker的全球配送中心已投入设计并即将完工。尤其在2020年签订

协议的DB Schenker全球配送中心将在2021年11月动工，在2022年下半年竣工后，

直到2026年新转运货物量将多达17,000吨。此数据相当于仁川机场物流园区全体转

运货物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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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鲜货物提供冷链服务

为应对新鲜货物需求,
建立新鲜货物专用货运站  

为应对每年增长20%的新鲜货物运输需求，仁川机场于2021年9月在亚洲首次建立了空侧

（飞机运航区域）内新鲜货物处理设施“Cool Cargo Center”。 

Cool Cargo Center的成立打造了实时应对航空货运趋势，安全处理医药品、新鲜货物等对

温度敏感的货物的基础，并在仁川机场建立了冷链据点。这里将处理医药品、易腐败的食

品和植物等多种新鲜货物。该设施不仅可以缩短移动时间，还基于快速冷却和真空冷却等技

术，始终保持货物的新鲜程度。 

此外，仁川机场计划取得新鲜货物国际认证，实现航空货运标准化，并开发冷链货物专用货

运站。 

 

国 际 航 空 货 运 专 业 性 

在空侧内部运营新鲜货物处理设施，
以保证货物的最佳新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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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航空产业领域世界三大国际机构的国际认证培训课
程的亚太地区唯一培训机构

亚洲首次获得国际机场协会（ACI）的机场防疫认证，
构建完善的K-防疫体系 

取得IATA CEIV Pharma Certification 

亚洲首次获得跑道最高运营等级(CAT-IIIb）

仁川机场在亚太地区首次获得国际机场协会（ACI，Airports Council Interna-

tional）认可的机场防疫认证（AHA），并集中于新冠疫情的防疫。AHA是Air-

port Health Accreditation的缩写，是符合全球标准的卫生、防疫、安全管理水

平认证。

仁川机场自2003年亚洲首次获得跑道最高运营等级(CAT-IIIb）以来，目前4个

跑道均获得了CAT-IIIb等级。这意味着跑道可视距离仅为75m的低视程情况下也

可确保飞机的安全着陆。

2008年成立的仁川国际机场公社人才开发院(Incheon Airport Aviation Acade-

my，以下简称IAAA）以全球各国的航空专家为对象开展多种培训。仁川国际机

场公社人才开发院是亚太地区唯一开设航空产业领域三大国际机构（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IATA）、国际机场协会(ACI）、国际民间航空机构(ICAO））官方课

程的航空培训机构。

仁川机场以机场社区的形式在2019年取得了IATA的CEIV Pharma认证。并且，

仁川机场在空侧(飞机运航区域）内建立了可安全有效处理医药品和新鲜货物的

新鲜货物处理设施(Cool Cargo Center：CCC）。

*CEIV Pharma 认证(2019)：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为评价医药品（疫苗等）航空
运输能力制定的质量认证体系

国际认证 
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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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Cargo News

Asia Cargo News

Air Cargo World 

Air Cargo World 

Air Cargo World 

Asia Cargo News

2021 Asian Freight,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Award

(亚洲货运物流奖）

2019 Asian Freight,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Awards（亚洲货物物流奖）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1百万吨以上）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全球优秀机场奖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

最优秀新鲜货物处理机场奖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 

2020 Asian Freight,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Awards（亚洲货运物流奖）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1百万吨以上）

国际奖项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

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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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argo World 

Air Cargo World 

Air Cargo Week 

Air Cargo World 

Air Cargo Week

Air Cargo World 

Air Cargo World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8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优秀机场奖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 

World Air Cargo Awards 

年度机场奖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优秀机场奖 

World Air Cargo Awards 

年度机场奖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 

Air Cargo Excellence Awards 

亚洲地区最佳机场奖 

国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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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将安全视为第一的仁川机场像是一个团队,
不仅在速度方面得到保障，还有效应对客户的各种需求“ ”

作为全球三大航空货运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的FedEx

已入驻仁川机场自由贸易区内货运站。每年可处理17万

吨以上航空货物量的FedEx专用货运站计划在2022年3

月投入使用，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建成

后，其规模将扩大至现有设施的3倍左右。FedEx专用货

运站属于仁川机场物流处的客户定制型开发项目（由承

租人承建）之一，因此从设计阶段开始反映了FedEx的大

部分要求，以实现设施的最优化。

在仁川机场货运站总管FedEx航空和包装作业的KIM 

JONG YOON理事称：“仁川机场像是为航空发展一起

迈步的团队。为了帮助我们提升业务效率，始终做出不

懈努力。在建设全新FedEx专用货运站并将设施交接给

FedEx的过程中，空港公社满足了我们的诸多要求。”

KIM JONG YOON理事还称：“仁川机场的最佳优势是安

全和信任。最近FedEx的客户最重视的也是安全。随着对

温度敏感的货物、对冲击敏感的产品等不断增加，客户

们正在寻求安全处理这种产品的机场。仁川机场基于安

全管理系统(SMS)，与入驻企业组成合作团队共同协商并

提供实时应对，所以对运输敏感的医药品和半导体等产

品来说是最佳机场。FedEx也将和空港公社继续保持紧密

的合作关系，积极应对全球物流趋势，为巩固仁川机场

的物流枢纽之地位做出努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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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惜巨资积极投资的仁川机场共同合作，
基于冷链货运中心（Cool Cargo Center)

安全配送新鲜货物和医药品“ ”
大韩航空与仁川机场自2001年开航以来在多种领域一直

保持合作关系，双方在2021年9月起在第二旅客航站楼指

挥塔西侧建立并运营冷链货运中心（Cool Cargo Center 

）。. 

仁川机场在亚洲首次在空侧（机场运航区域）内建立了新

鲜货物处理设施 – 冷链货运中心（Cool Cargo Center ）

，负责运输医药品及易于腐败的食品和植物等多种新鲜货

物。为了在恶劣天气下也能保证运输安全，货运中心设有

天蓬和冷藏/冷冻/保温等调温仓库，以减少新鲜货物的外

部暴露时间和提高运输质量，并通过调温仓库维持符合货

物特点的温度。 

大韩航空仁川货运分公司HONG SEONG HYUP客服组长

称：“仁川机场为成为亚洲物流枢纽机场不惜投资，为了

在不断扩大需求的新鲜货运市场巩固亚洲枢纽机场之地

位，仁川机场在最佳时期建立了冷链货运中心。尤其要强

调的是冷链货运中心位于空侧内。这样的高水平基础设施

大幅减少了货物移动时间，从而确保了连接时间较短的转

运货物的安全运输。” 

实际上，大韩航空在新冠疫情后一直通过仁川机场承担了

新冠病毒诊断试剂盒的全球配送。同时，还将从美国和欧

洲进口的疫苗安全输送至蒙古等亚洲各国。

关于仁川机场在数字化方面的优势，HONG SEONG HYUP

组长还称：“仁川机场通过AIRCIS航空物流信息系统提供

物流主体之间可以共享信息的一站式服务，我们的业务效

率由此得到了急剧提升。今后，大韩航空为仁川机场巩固

东北亚物流枢纽机场之地位助一臂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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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质量和信任度方面，
仁川机场始终是最优秀的机场“ ”

拥有150年历史的全球物流企业DB Schenker自1997年

进入韩国市场以来，一直与仁川机场保持紧密的合作关

系。 

Schenker Korea的CEO Dirk Lukat称：“位于东北亚战略

要地的仁川机场连接全球16亿人口和150座城市，其覆

盖范围达全球GDP的25%。仁川机场自由贸易区还提供

全球物流业务所需的多种优惠。” 

Dirk Lukat讲道：“仁川机场不仅配备了高端基础设施，

其真正的竞争优势在于优秀的人才。具备专业知识的

专家们可以迅速应对客户的诸多需求。除了专业人才以

外，便捷的数字化关税处理系统也会帮助客户迅速处理

全方位物流业务。”

为应对不断增加的医药品冷链需求，Schenker Korea与

仁川机场、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共同获得了IATA的医药

品航空运输质量认证（ CEIV Pharma ）。 

Dirk Lukat称：“最近，随着韩国的半导体和汽车产业

取得飞速发展，医药品行业的出口也不断扩大，对半

导体、汽车、医药品等处理难度大的货物需求也随之增

加。而我们的专业性正好在这个方面发挥了优势。在此

过程中，仁川机场以卓越的基础设施服务为基础，始终

确保了高质量和稳定性，从而对我们的业务起到很大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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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GLOBAL CARGO HUB

ADDRESS

LINKEDIN

TELEPHONE

仁川国际机场第1旅客航站 : 22382 仁川市 中区 机场路 272
仁川国际机场第2航站楼 : 22382 仁川市 中区 第2航站楼大路 446
仁川国际机场公司：22382仁川市 中区 机场路 424号路 47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ncheon-international-airport-cargo

物流销售团队: 032-741-2277

EMAIL
cargo@biz.airport.kr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ncheon-international-airport-car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