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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满足各种需求的:

系列
我们的“PRIO”系列以“保证优先”的方式满足了全球众多企业的需求。

为了更快、更准确地将客户每一件珍贵的货物运送到世界各地的物流据点，

我们开发了丰富多彩的商品服务。

紧急货物运输服务

适合各种车型及尺寸的整车空运服务

100%保证装载，无重量限制

艺术品及乐器等货物的运输服务

使用温控集装器和专业操作安全运输药品

适用于各类货物及温度范围

尽可能保护精密货物免受冲击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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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位确保服务

温度管理服务

特殊货物服务

紧急货物服务

全球质量标准的医药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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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 EXPRESS 的三大优势

紧急货物运输服务

出发120分钟前预约，60分钟前承运，并能够在到达后90分
钟内交付货物。为紧急货物的运输提供便捷服务。

最迟可在航班起飞120分钟前

受理预约

保证货物100%装载于您预约

的航班上

最迟可在航班起飞60分钟前

办理承运

重量及尺寸限制飞机抵达后90分钟内完成交付* 危险品、动植物和贵重物品等，

所有货物均可承运

适用路线、货物种类

适用路线 ANA旗下所有航班

适用货物种类 普货、生鲜货物（含有冷却用干冰的货物除外）

不可承运的货物种类
危险品（包括冷却用干冰）、动植物、贵重物品、遗
体等需特殊操作的货物

重量/尺寸限制

每份主运单对应货物不超过 300公斤
每件货物最多100公斤，尺寸以能够装入飞机散
舱内的大小为限。
*根据机场不同，可操作重量有所不同。

适用路线 ANA旗下所有航班

适用货物种类
包括危险品（含冷却用干冰）、动植物、贵重品和
遗体在内的所有货物。

不可承运的货物种类 无限制

重量/尺寸限制
以飞机货舱内可搭载的尺寸及重量为限。预约时，
请确认实际可用舱位。

可于航班起飞120分钟前接受预订，能够满足
客户的紧急运输需求。

预约 PRIO FREIGHT 配送的货物，可百分百确
保装载于预定航班，无需担心延误。

航班起飞60分钟前接受办理，大幅缩短货物运
输时间。

无重量及尺寸限制，故可运输其它服务无法应
对的超重货物和大型货物。*

货物可在飞机抵达后 90 分钟内完成交付。 没有货物类型的限制。

POINT 1 POINT 2 POINT 3

*若航班在海关非工作时段到达，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交付。
*具体交货时间以各目的地机场的服务标准为准。

*限于飞机货舱可搭载的尺寸和重量。预订时，请确认实际
可用舱位。

PRIO FREIGHT  的三大优势

100% 保证装载，
无重量限制

不受尺寸、重量、对象品目的限制,保证100%装载于您预约
的航班。我们把客户对货物运输的需求置于首位。

适用路线、货物种类

POINT 1 POINT 2 POINT 3

紧急货物服务 舱位确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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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 TEMP 操作流程

为各种需要温控的货物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如鲜货、冷冻食
品和化学产品。选择最适合您需求的温控方法，如使用干冰、
可充电式压缩器或特殊蓄冷材料等。

从货物的收运到放行/交付，所有工序我们都会谨慎操作客户珍贵的货物。

*根据机场设施不同有一定差异。

*根据机场设施不同有一定差异。

*根据机场设施不同有一定差异。

在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及与外界空气接触
的货站环境下，进行打板装箱作业。

收运至医药品专用的区域。
将货物储藏至指定温度范围的调温库内。

在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及与外
界空气接触的调温库环境下，进
行打板装箱作业。

从货站搬出到飞机搭载，保持温控管理的状
态，将停机坪上的运输时间缩短至最少。

将货物储藏至指定温度范围的
货站内。对温度每3小时进行一
次检查。

从货站搬出到飞机搭载，保持
温控管理的状态，将停机坪上
的运输时间缩短至最少。

打板装箱收运 仓储打板装箱 运输仓储 运输

温控集装器种类

可充电式压缩器：0℃～25℃
干冰式：-20℃～20℃

-25℃～-15℃、2℃～8℃、
15℃～25℃

-5℃、5℃

Envirotainer集装器 va-Q-tainer ANA Cargo所有干冰集装器

温控集装器种类

（以前为 ： PRIO PHARMA）

可充电式压缩器：0℃～25℃
干冰式：-20℃～20℃

（以前为 ： PRIO COOL）

-5℃、5℃

Envirotainer集装器 ANA Cargo所有干冰集装器

使用温控集装器和专业操作安全运输药品，
确保品质

提供各类主动式和被动式的温控集装器，同时运用针对性强
的专业操作以确保运输质量。

PRIO PHARMA  操作流程
从货物的收运到放行/交付，所有运输步骤我们都会谨慎操作客户珍贵的货物。

PRIO PHARMA  的三大优势 PRIO TEMP  的三大优势

可保持指定温度范围（2-8℃、

15-25℃等）的远距离运输

适应从冷藏到冷冻货物所需的各

类温度范围

备有医药品专用集装箱 使用干冰或特殊蓄冷材料等温控

方法，以满足您的需求

使用针对性强的专业操作以确保

医药品运输质量

可实现稳定恒温不变的温控服务

POINT 1 POINT 1POINT 2 POINT 2POINT 3 POINT 3

适用于各种货物及温度范围的
温控方案

温度管理服务 温度管理服务

Photo : Envirotainer AB Photo : Envirotainer ABPhoto : va-Q-tec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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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 VEHICLE 的三大优势PRIO SENSITIVE  的三大优势

适合各种车型及
尺寸汽车的整车空运服务

极力保护精密货物免受冲击的
专业服务

PRIO SENSITIVE  操作流程

灵活使用业务精通的员工及我们的货运航线网络，进行整车
运输。从小型汽车到 SUV 汽车，各种车型我们均可承运。我
们可将其运往如车展、测试等各种有需求的场合。

使用充分考虑到货物受到冲击风险的方式进行操作。这是一
项极为适合贴有防震贴或防倾贴的半导体制造装置、医疗器
械等精密货物运输的服务。

从货物的收运到放行/交付，我们都会悉心操作客户珍贵的货物。

往返芝加哥（ORD）的货机为航空公司包机航班进行执飞。

从小型汽车到 SUV 汽车，

各种车型我们均可承运

对应半导体制造设备、

医疗设备等精密仪器的运输

通过我们的货运航线网络可将您

的车辆快速运送到各个目的地国

家及城市

使用尽可能小心谨慎的

操作以避免冲击风险

根据汽车的特性实施特别操作服

务，以确保安全运输

有效运用核查清单，在始发、经

停及目的地机场对货物进行监控

适用路线、货物种类适用路线、货物种类

灵活使用货机航班（全货机）主货舱可对应各种
车型及尺寸的整车运输。
关于实际可装载的整车尺寸及车型，还请随时
请与我司商谈，以便制定装载计划。

使用核查清单对防震贴、防倾
贴的状况进行确认。

小心驾驶机场内拖车运送货物（低速
行驶，并驶时尽可能避开高低不平路
面）

在叉车作业安全限速行驶区域
进行拼装作业。

小心驾驶机场内拖车运送货物
（低速行驶，并驶时尽可能避开
高低不平路面）

在叉车作业安全限速行驶区域进行
拆板作业。

自货物到港时间起算，180分
钟以内提供相关资料，确保货
物可以进行海关申报。

我们不仅可送达汽车产业发达的国家及城市
（如：美国／芝加哥、泰国／曼谷、中国／广州
等）， 亦可运输至所有我司全货机通航的机场。

配合客户委托运输车辆的车型及外观，小心谨
慎地进行操作，在装运时避免损伤和破坏。同时
可提供针对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如有需要，请联
系我们的销售代表。

收运

运输

打板装箱 出发 到达

货物交付

运输

拆板

POINT 1 POINT 1POINT 2 POINT 2POINT 3 POINT 3

特殊货物服务特殊货物服务

*若航班在海关非工作时间抵达，可能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付，还望知悉。
*交付时间取决于每个目的地机场的服
务标准而有差异。

适用路线 ANA旗下所有航班

适用的货物种类 贴有防震贴、防倾贴或两者皆有的托盘货物

重量/尺寸限制
以飞机货舱可装载的重量和尺寸为限。预约时，请
务必确认实际可用舱位。

适用路线 ANA旗下所有航班（仅货运航班）
*包括所有包机航班

适用的货物种类 汽车（四轮)

重量/尺寸限制

以货机航班（全货机）主货舱可装载的重量、尺寸
为限。
有关运输已封装汽车的相关事宜，请与我司商谈。
请在预约时确认实际可使用的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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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 ART 的三大优势

艺术品及乐器等货物的
妥善保管及运输服务

针对例如来自其他国家的艺术品、音乐会乐器等货物进行特
殊谨慎运输的服务。

对艺术品、乐器等精密货物进行

谨慎安全的运输

PRIO ART 为承运货物提供例

如在上锁的库区内进行仓储等的

安保措施，旨在让货主安心

根据不同货物的特性灵活提供、

防震对应等措施进行应对

适用路线、货物种类

对于美术品、乐器等普通运输服务无法收运的
精密货物，PRIO ART 均能提供细心、安全、
安心的运输服务。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采取相应安保措施，尽
可能确保您货物的安全，使您高枕无忧。

根据货物的不同特点，PRIO ART可对货物实
施湿度管理、防振颤、防冲击等方面的措施，确
保货物的运送质量。预约时请告知我们您的需
求。

POINT 1 POINT 2 POINT 3

特殊货物服务

适用路线 ANA旗下所有航班

适用的货物种类 所有艺术品（包括乐器）

重量/尺寸限制
以飞机货舱可装载的重量和尺寸为限。预约时，请
务必确认实际可用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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