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方物流服务介绍 

 
 

dsl logistics 是帮您节省仓库运营成本的专家！ 
 

 

假设您的仓库运营成本每年约为 NZ$ 200,000 

 

交给我们      则每年约为 NZ$ 50,000 

 

约节省  $ 200,000 - $ 50,000 = 75%  

          $200,000 

 

  

catherine@dsl.co.nz amanda@dsl.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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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欢迎您的惠顾！感谢您给 dsl logistics 机会介绍我们独特的物品跟踪系统，我们的服务承诺：耐

心、及时地解答您关注的讯息。 

 

为什么 dsl logistics 是您的首选？ 

 

 
 

dsl logistics 是一家深受业界好评、经验丰富的第三方物流公司。我们服务的客

户包括一些著名品牌的零售商和快速消费品批发商。 

dsl logistics 在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有密切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为客户

提供直达目的地的门到门运输服务。 

dsl logistics 坐落在机场附近，拥有现代、安全的运营装备以及充足的储存空间。 

dsl logistics 的互联网跟踪系统可以针对个别的库存单位从最初的入库到最后的

派送进行跟踪。dsl logistics 独特的 IT 系统精致、完善、安全，是由物流系统开

发工程师经过 15 年多的现场操作经验而不断完善的，并被销往国际其他的 3PL

公司。我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系统调整，以便客户无需修改他们自己已有

的系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不会针对系统的匹配另行收费。 

dsl logistics 坚持与客户一起协商议定对于运输及海外货代的选择，以便提供更

合理的大宗货物集装运价给客户，且未对该流程服务获取利润。 

dsl logistics 拥有蒸汽隧道装置以及功能齐备的熨衣、存储设备，以确保衣服可

以直接上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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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sl logistics 公司 

 

dsl logistics 公司创建于 1986 年，现有全职

员工 60 余人。dsl logistics 公司的三位董事都已

为公司服务超过 20 年：Daniel Silva 先生建立并

运营管理进口业务；John Widdows 先生建立和管

理第三方物流服务业务；Phillp Rashleigh 负责开

发公司全部业务的 IT 系统管理。公司负责运营管

理的办公人员有 5 人，仓库管理经理拥有十多年

的管理经验。 

dsl logistics 公司运营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的建筑设施是一座经授权的海关保税仓库，

也是一所经 MAF 授权的过渡性设施。这是一座现代的，经专业设计的面积达 4200 平

方米的建筑，坐落在奥克兰国际机场附近新近开发的商业圈中，交通便利。商业圈中设

置了很多安全监控镜头，整个区域设有多个安全警示牌。 

dsl logistics 公司安装了 2.6 米高通电防护栏，建筑设施的出入口仅允许授权人士

使用。整座建筑全方位安装了安全照明，所有的进出口处采用 24 小时全天候报警系统

进行监控。仓库的内部和外部安装全方位、多功能的中央监控摄影设备，它们可以针对

所有货物的进出进行高达 30 天容量的录制。整座建筑安装配备了有监控功能的喷洒式

灭火器。所有的安全设施都会被定期检测和维护。 

虽然我们已经倾注全力保护客户的财产物品，但是

以防万一，dsl logistics 公司承保了 1000 万纽币的公共

责任险。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也为他们的货品进行足够

的投保。 

我们的客户大部分在从事快速消费品的货物贸易，

dsl logistics 公司尤其擅长这个领域的物流服务。随后

我们附上一些贸易商的信息及联系方式，非常欢迎您就

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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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sl logistics 设施 

 

dsl logistics 公司的物品仓库占地面积 4200 平方米，墙体高度达 12 米，里面配置

了标准尺寸的立体货架，既方便大宗物品存储，也方便单个物品存储和拣货。 

dsl logistics 公司的第二个物品仓库主要进行成衣产品的运输挂柜服务。这个仓库

拥有约 1200 平方米的悬空电动轨道系统，此外，仓库内部还配有 10 米高的狭长货架，

客户还可以在这里存储平板包装的衣物。这里我们配有如下的设备： 

 5 间威捷公司的蒸汽隧道 

 多功能的蒸汽熨斗及威捷公司的熨烫

真空台 

 威捷公司的自动衬衫成型机 

 威捷公司的多功能成型机，可用来为

夹克，裙子，女装衬衫及连衣裙塑形 

 威捷公司的自动裤子成型机 

 手动的熨衣设备 

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存储和处理能力，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增加 75%，并且

在公司的主体仓库外继续扩充几百米的场地，公司的占地面积将达到 10500 平方米左

右，其中约 7000 平方米分配给各个客户使用。 

我们将基于货品存储及搬运需求分配使用空间，同时，

充分考虑到物品潜在的增长容积，不论是季节性的或是长

期的。dsl logistics 公司持续地进行仓库容量的管理，以确

保分配给客户的使用空间可以根据客户自己的库存管理需

求而进行变化（扩大或者减少），也保证了公司仓库存储空

间的优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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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sl logistics 服务 

 

1. 收货与存货 

1.1 物品入库 

我们会在货品到达时根据供应商的文件

进行数量清点及物品核对。如有额外的需求，

如质量保证，我们也可以执行。一旦上述核对

检验完成，这些物品会被放入便于提货的仓储

位置。 

另外，我们的系统还会自动发送有关供应

商文件与我们清点结果偏差的报告邮件。在质

保期间，任何被检测出来的问题同样也会由系

统自动生成报告。物品现存量的数字可以随时

通过我们的网站查阅并即时更新。 

1.2 存储 

物品有多种不同的存储方式：高层货架主要存储大宗或成箱物品；低层货架用来储

存便于补货提货的物品；还有挂衣箱和悬挂轨道。 

我们的四间仓库有充足的空间来存储衣架和其他的附件设施，但所需的存储空间另

行收费。库存物品的存储成本由系统根据相关物品在每天结束的时候计算出费用。 

1.3 库存管理 

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库存管理方式。我司

有专门的库存管理团队对每个客户的低层货

架物品进行持续、循环的货物清点。此举不但

可以确保库存量的精确性，还有助于保证拣货

的准确率保持极高的及时交货率。如果客户想

满足审计的需要，我司也可以提供此类清点的

具体流程给客户。 

我们的一家进出货量很大的客户就选择不进行年度的库存盘点，而采取循环的库存

清点。不论是循环式库存清点还是年度的库存盘点，相关的费用都包含在双方商定的服

务费中。虽然客户仅要求进行年度盘点，但我司仍旧会执行循环库存清点，因为这样可

以保证订单完成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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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户要求进行年度盘点，双方需共同商定：在某一时间段内，客户不能有物品

进出，并且这个时间段足够完成货物的清点。需要清点的时间根据需要清点的物品数量

而不同。有些客户要求在一年中要做多次的库存盘点。鉴于上述情况，我司仅根据正常

的小时薪资进行收费。 

1.4 原包装服务 

一些经销商已转型为混合模式，他们需要提供原包装

服务（尤其在上海和深圳），即存储货物在我们奥克兰的

配送中心的补货线上，随后进行订单的拣货和包装。原包

装箱在到达后即刻被交叉理货后送往各个门店。我们通过

中国代理提供的数据，不论货箱是在中国，还是在墨尔本

或奥克兰装运，我们都可以在公司的网站上显示出细化到

单位货品的状态， 

尽管这些服务模式减少了通过我们配送中心的货物

处理数量，但却为我们的客户节省了很多支出，dsl 

logistics 将继续全力支持配合。 

2. 仓库/店商补货管理 

我们提供多种的拣货选择。对于从大宗货物中拣取配比包装，我们采用声控扫描拣

货系统。这种方式使得我们可以快速准确地进行货品的提取。 

所有货品的包装或数量都可以根据零售商的要求运往门店。我们可以提供扁平包装

和悬挂包装运输，或者两种方式混合服务。 

客户可以选择他们自己中意的快递服务公司，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按照我们最好的

批发成本价进行询价。 

我们利用客户自己的系统和我们的

仓库管理系统进行文件交换并发出自动

的拣货任务。通常，我们不接受客户提

供的仓库管理系统进行工作，因为他们

的模式不适用于我们自己的仓库管理特

点。我们努力完成向客户承诺的服务指

标，确保货物及时运往各个门店。 

3. 店商召回及退货 



 

http://www.dsl.co.nz  ………………………………………………………………………………………………………………………………… 6 

我们接受货品召回到我们的配送中心，以后再按照客户的其他要求进行处理。我们

也同样接受客户的退货处理。 

对于供应商要求保留的货物及损坏商品的退货，我们将它们储存在仓储管理系统中

虚拟的分仓，以便将它们与正常的货物区分。货物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时从分仓中移

出，或者销毁，或者归还给供应商，或者送往慈善机构。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直观

了解到所有分仓的货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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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sl logistics 增值服务 

 

在收货过程中，我们的员工将进行货物质检。大部分客户要求我们提供基本的质量

检查，诸如检查标签及价格签的准确率。我们的员工在服装处理方面很有经验，也可以

进行基本的质量检测工作。 

当客户有需求进行深度的质量检测时，例如：检查缝线痕迹，色牢度等。一些客户

会选择他们自己这方面的专家驻扎在配送中心，长驻或者临时性的。我司会给他们提供

办公场所和计算机设备并只按成本收费。 

为了支持上述服务，我司已开发出网络模式以便使得质保的虚拟仓库的进出同样直

观。此项目不另行收费。 

我们的服装处理部门有很好的蒸汽及熨烫设备。我们拥有 5 间威捷公司的蒸汽隧

道，可以每小时提供 1200 件（平均值）衣物的空间。配置是可以根据处理要求进行调

整的，也许可以成倍的增加。我们还可以提供专业设备来进一步保养衣物，以便使它们

能以最好的状态到达零售店面。 

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增值服务，例如：重新打印和粘贴价格标签、更换吊牌等。

我们将缝纫和干洗工作外包给与我们长期成功合作的工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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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sl logistics 服务指标报告 

 

在签署合同时，我们需要制定明确的服务指标体系，dsl logistics公司承诺通过精

确的服务指标来管理我们的物流服务。 

dsl logistics 公司的在线网站为您提供以往及目前的服务指标数据参考。我们希望

客户能够定期召开服务指标的回顾回忆。附录相关的客户报告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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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dsl logistics 信息管理系统 
 

dsl logistics 公司为所有的客户提供为其内部编写的报关软件。我们软件开发的目

标就是使其应用能力超强，容易使用并且具有智能功能。dsl logistics 的软件开发使用

Microsoft的开发工具完成。 

dsl logistics 公司所有开发的内部编写应用都使用 Microsoft SQL 服务器作为后台

数据库，并且是在 Windows 的平台上运行。一台电子体

积及重量测量仪与 dsl logistics 公司的仓库管理系统集

成后，可以跟所有的速递发货系统通用。 

dsl logistics 公司自 1986 年成立起就使其 IT 成为

我们的主要竞争力。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dsl 

logistics 就领先使用 EDI 作为澳大利亚零售商和制造商

运往纽西兰的货物在入关时简化海关清关手续的工具，

并且在纽西兰进口货物无纸报关操作的试运行期间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dsl logistics 公司 早在 1996 年 就开 发出了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WMS) 中 的

Trackstock， 并且在那时就是为 3PL 的运营进行开发

的。Trackstock可以提供的无线电频率性能主要用来： 

 物品入库处理 

 物品出库扫描装箱 

 库存分配/拣货区补货 

 在位货品的核实 

 库存货品的查询 

正是由于我司的软件开发是内部编写的形式，才使得每个客户不同需求的变化得以迅

速有效地得以解决。这也使得客户有更多的灵活性。当客户开始把 dsl logistics 公司作

为第三方服务的供应商时，客户并不需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内部管理系统。 

我们使用从客户的 ERP系统中传来的文件来维护 3PL 流程中的进库、出库、返还和

库存管理功能。我们也将客户需要查询的信息结果以同样的方式发回到客户自己的系统

中以方便他们使用。这种集成系统的服务我们并没有另行收费，这也是我们向新客户提

供的服务之一。 

dsl logistics 公司拥有精密的在线网络跟踪系统。在那里，客户可以了解进库和出库

的订单处理流程，获得发货的时间和收货人的名字。客户还可以知道最新的货物现存量

及任务完成情况。以上信息客户可以在线随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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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dsl logistics 建议 KPI 指标 

 

KPI 指标是在目前公司为以往客户提供服务的管理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最终

实际的指标参数要参考客户的服务水平和业务量等具体要求。 

 

入库处理 

目标-99%，实际-98% 

百分比代表在收到货物的第二个工作日下午 6 点前将货物清点并归位到 dsl logistics 公

司仓库的完成率。 

 

出库处理 

目标-99%，实际-98% 

百分比代表在每天上午 6 点前收到的出库物品订单会在同一天提取装运并根据快递公

司的 KPI 指标运输的完成率。 

 

订单完成率 

目标-99%，实际-98% 

百分比代表货物按照订单要求时间发货的完成率。 

 

库存差异 

目标-99%，实际-98% 

dsl logistics 公司确保客户年度的库存累计损失低于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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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竭诚欢迎联系以下客户查询我们的服务反馈。 

 

“我们已经同 dsl 合作 20 多年。他们作为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承包商为我们 Sussan and 

Suzanne Grae 分部提供了极好的服務。我推荐他們的服務。” 

——Russell Mullane, CFO, Sportgirl/Sussan Group 

 

“我們跟以前的物流供應商一直存在着诸如订单处理严重延误和库存数量极其不准确的

问题。因此我们决定选择搬往 dsl 700 个货板以及 7 个尚未开启的集装箱。dsl 的团队

在一周内完成了上述所有物品的搬运和拆箱作业，并在集装箱开箱的一天内清理了积压

的订单。我对于 dsl 公司为 SENCO 提供的服务给予极高的评价。” 

——Mark Glidden, General Manager, Senco Brands (NZ)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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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诺 
 

 

 

“我们对公司的服务质量非常有信心，因此针对公司的新客户，

在合同最初的 6个月内，客户可以无条件、无理由地终止我们的服务

合同。” 

 

—— dsl logistics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