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城市运输
在新加坡寻找世界一流
的陆路和航空运输解决方案

在当今节奏紧凑的社会里，城市人口需要高效和
可靠的交通运输服务，以实现高生产力并提升其
生活素质。新加坡已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并开
发出一体化城市铁路和公路网，及以屡获殊荣的
机场为中心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本着成功的
经验，新加坡已培育了一批经验丰富和能力卓越
的运输解决方案业者，而这些业者们也越来越积
极地把自己的技能和经验推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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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
作为全球航空业的领导者，新加坡是许多可提供广泛领域专业知识的公司总部所在地。这些专业知识包括规划、建筑设计和建
造，以及运营管理、机场支持服务和货物装卸。樟宜机场的成功即是提供整套解决方案的众多新加坡公司共同努力的成果。凭
借在国内及不断扩展的国际业务中获得的经验，这些公司将能向世界各地的机场和航空公司提供世界一流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有限公司为沙特阿拉伯达曼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提供运营管理服务。服务范围从机场运营和容量管理，到空运操作及商业
和零售开发等不一而足。

新科宇航服务于多样化的客户群体，包括先进的军事机构、主要航空公司、
领先的航空货运运营商和低成本航空公司等。新科宇航向他们提供订制维护
计划，确保他们能提供优质、及时和可靠的服务。

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CAG)/
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有限公司(CAI)
新加坡屡获殊荣的樟宜机场目前接待大约100家航空公司，
运营的航线涵盖60多个国家内的200多座城市。这也使樟宜
机场成为亚太区的首选国际门户，以及全球第七大最繁忙的
国际机场。

新科宇航
新科宇航(ST Aerospace)是全球最大的第三方航空维护、维
修、大修及改装 (Maintenance, Repair, Overhaul; MRO)服务
提供商，拥有8,000多名员工，在全球主要航空枢纽均拥有运
营设施。其运营网络横跨亚太、欧洲、美洲及澳大利亚地区，
为商用和军用飞机提供一体化的维护和工程服务，其中包括
机体、发动机和部件维修；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以及航空材
料和管理服务，包括“全面航空支持”。除了像日本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公司、联邦快递和UPS之类的长期客户之外，它还通
过按飞行小时收费的维护(MBH TM )计划，向客户提供客制化
和具成本效益的维护解决方案。

凭借世界一流的机场设施、高效的运营和卓越的客户服务，
樟宜机场所创造的“樟宜体验”品牌如今已享誉全球。作为
对其所做努力的肯定，樟宜机场在2010至2011年间先后24次
荣获“最佳机场”国际大奖。
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CAG)拥有并管理樟宜机场，主要业务
为机场运营和管理、航空枢纽开发、商业活动和机场紧急服
务。CAG还与其航空公司及其它机场股东密切合作，不断加
强新加坡的航空枢纽地位。
凭借在樟宜机场的成功经验，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透过其子
公司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有限公司(CAI)将其专业知识推
向海外。CAI的主要业务为投资并管理世界各地的机场，尤其
关注具有重要发展潜力的高增长市场。CAI也提供咨询和机
场管理服务，目前的海外项目横跨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
等主要经济体。

新航工程公司
新航工程公司(SIAEC)是领先的飞机维护、维修、大修及
改装(MRO)公司，向全球80多家航空公司提供全面的维
修解决方案。SIAEC为经停新加坡樟宜机场的50多家航
空公司提供停机线维护服务，并逐步的向澳大利亚、美
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扩展其服务网
络。除了停机线维护外，SIAEC还通过其位于9个国家的
25个合资公司及附属公司，并联合诸如普惠、劳斯莱斯、
松下航空电子等知名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发动机和
飞机部件维修服务。

德利国际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德利国际(Pteris Global)是机场物流
系统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服务内容包括机场行李处理、
机上饮食、空运货物装卸和快递处理等的机电系统。德利
国际提供全面的系统解决方案如系统和能力评估、系统的
概念设计、详细的工程设计、计算机同步和模拟、设备制
造、项目实施、系统集成，以及运营和维护，这使德利国
际成功地完成了位于4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项目, 包括樟
宜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的行李处理系统。德利国际目前
在加拿大、中国、马来西亚、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美国设有子公司。

新航工程公司是新加坡航空公司集团下属的工程公司，该公司确保新加
坡航空公司机队的安全与可靠性。新航工程也是全球首家维护空客A380
客机的MRO提供者，也是全球最初几个将波音747-400客机改装成运输
机的公司之一。

德利国际于2008年赢得了为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3号候机楼
升级和安装行李处理系统的控制系统的合同，随后于2009年赢得了为3
和4号候机楼设计和制造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的合同。

新翔集团
作为“口岸服务”和“食品产业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
新翔集团(SATS)已13次被评为“亚洲最佳空运货物终站
运营者”。其“口岸服务”范围包括航空地面保障服务如
乘客服务、停机坪和行李处理、航空安全到飞机内外部清
洁等悉数包含；而其“食品产业解决方案则包括航空配
餐、非航空食品分配和物流、非航空企业配餐、常温、冰
鲜和冷冻食品加工，以及航空亚麻布洗涤。如今，SATS为
从樟宜机场起飞的80%的定期航班提供服务，并拥有涵盖
亚洲30多个机场的航空地面保障和航空配餐服务网。

明康宇航
明康宇航(经新加坡民航局SAR147批准认证和英国民运
航空局根据EASA Pt 147批准的亚洲空运中心第二个站
点)是新加坡和亚洲提供航天工程支持服务、航空培训和
咨询服务的领先业者之一。在航空培训领域，明康宇航培
训中心(MATC)与美国波音公司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关系，
使其成为波音公司在美国以外的首批培训中心之一。明康
宇航在中国的培训中心还专门提供有关波音和空客机型的
课程及客舱乘务员培训。如今，该集团的全球业务范围涵
盖中国、印度、中东、东盟和中国台湾。
Flight Focus
Flight Focus是向全球航空业者提供创新与高端航空电
子设备的供应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Flight Focus，主力
产品为协助飞行员规划航程和储存飞行资料的电子飞行
工具包解决方案。其电子飞行工具包“The Flight Focus
PLATFORM TM”是一套完整的端对端解决方案，可与航
空公司的业务流程充分整合，并配备Iridium ® 卫星通讯网
络，从而可大幅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和降低拥有成本。

新翔集团在亚洲拥有十分广泛的业务范围，海外投资遍布中国、中国香
港、印度、印尼、中国澳门、马尔代夫群岛、菲律宾群岛、中国台湾和越南。
其机场航空地面保障和航空配餐运营网络涵盖亚太地区30多家机场。

陆路运输
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陆路交通运输网，可满足注重速
度、效率和生产力的快节奏经济的需求。通过结合世界一
流的技术与创新型方法，新加坡公司已发展出可满足当今
全球城市交通运输需求的解决方案。凭借丰富的经验，新
加坡公司在国内外均大获成功，他们提供的服务范围从规
划、设计和实施，到设备、运营和管理等悉数包含。
康福德高企业有限公司
康福德高企业有限公司(ComfortDelgro)是新加坡最大
的公交车和出租车运营商，旗下附属公司包括新捷运
(SBS Transit)、康福德高的士(ComfortDelgro)和城市的
士(Citycab)。在地铁交通方面，新捷运是新加坡东北线
(North-East Line)的运营者，这是世界上首个全自动重型
地铁系统。新捷运在2011年也成功获得新加坡第五条地
铁线 — 滨海市区线(Downtown Line) – 的运营权。该地
铁线完工后，新捷运运营的地铁系统总计里程长度将达
到82公里。
在国际领域上，康福德高是世界第二大陆路交通运输公
司，总运输车队包括44,800辆公交车、出租车和租赁车，
业务范围涵盖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英国/爱尔兰、越
南和马来西亚。康福德高的业务范围覆盖14座中国城市，
是中国最大的外国陆上交通运输运营商。该公司还是伦敦
最大的定期公交车和无线电出租车运营商，以及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最大的私营公交车运营商。

SMRT企业有限公司
SMRT企业有限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地铁运营业者，负
责运营新加坡地铁网络的南北线(North-South)、东西线
(East-West)和环线(Circle Line)，总计里程长度为110公
里。自2001年收购八达巴士公司(TIBS)后，SMRT也成为了
新加坡公交车和出租车领域的领先运营商。该公司还拥有
积极的海外拓展记录，包括运营阿布扎比马斯达尔城的个
人快捷运输系统的一年期合同；向作为韩国首条无人驾驶
地铁线路的首尔新盆塘线(Shinbundang Line)提供项目管
理咨询服务；以及收购深圳市中南运输集团49%的股份，
价值达6550万新币。
MSI环球有限公司
MSI环球有限公司(MSI Global)是新加坡政府陆路交通管
理局(LTA)的附属公司，提供专业陆路交通运输服务，包括
交通运输规划、项目管理和实施、铁路系统工程、自动售
检票和票务系统、基础设施管理、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和需
求管理等。除了维护新加坡的公共交通运输自动售检票系
统外，MSI环球的业绩还包括与美国IBM公司合作提供用
于大都柏林公共交通运输的综合票务应用软件；以及向上
海地铁10号线提供电气和机械项目管理与咨询服务。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企发局)是推动新加坡对外
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旨在促进以新加坡为基地的
企业的海外发展和国际贸易。
凭借超过35个地点的全球网络，包括许多新兴市
场，我们帮助外国公司和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企业合
作，携手拓展其业务。新加坡企业以优质创新享誉全
球，是理想的商业伙伴。

在英国，康福德高的附属公司Computer Cab和Merseyside Radio
Meter Cab运营的车队包括3,000多辆无线电出租车和3,900辆私人租
赁车。作为伦敦市场的领导者，Computer Cab共拥有四个独立的品牌–
ComCab、DataCab、Call-A-Cab和Local Taxies。

所用图片蒙本文所介绍之公司惠允。

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外国公司与新加
坡企业合作进军亚洲的基地。新加坡独特的战略位
置，稳定的政府，具备竞争力的劳动队伍，以及亲商的
环境都使其成为外国公司进入本区域的理想起点。
请浏览 www.iesingapore.com 索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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