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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集装箱业务
• 干式集装箱贸易
• OW单程租赁服务
• 集装箱换箱业务
• 集装箱储运服务
• ISO 罐箱(JJMES)

联系我们



KDMES 成立于 1999

All About Containers

JJ MES 成立于 2000

拥有14 家中外业务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大
主要港口和内陆城市

在全球拥有100+ 个合作堆场，为客户提供无忧
的提还箱体验

集装箱业务已覆盖全球 200+ 个区域

在全球拥有并运营 1,000+ 个ISO 罐箱

集装箱库存稳定，平均持有10,000+ 新旧二手集装箱
遍布全球业务网络

每年可售出 60,000+ 新旧二手集装箱



美国
洛杉矶 

韩国 - 首尔

中国
上海/深圳/青岛/天津/乌鲁木齐/香港

越南 - 胡志明
印度
金奈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俄罗斯 - 莫斯科

波兰 - 华沙

阿联酋
迪拜

n   韩国: KUKDONG MES (HQ: Seoul ) 

n   美国: KD MES USA,INC.  (Los Angeles)

n   俄罗斯: KUKDONG MES Moscow 

n   中亚: KUKDONG MES Almaty

n 中国 / 非洲: JJ MES
      (Finance HQ: HKG / Operation HQ: SHA)
     : Shanghai , Shenzhen, Qingdao, Tianjin, Urumqi

n 上海：JJ TTS  进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n 东南亚: JJ MES Ho Chi M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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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东: JJ MES DMCC (Dubai)

n 欧洲: JJ MES Warsaw

n 印度: KUKDONG MES Chennai

业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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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业务全案服务提供商

企业文化

企业核心价值
Honesty 诚实守信

Etiquette 有礼有节  

Responsibil ity 负有责任 
Open Mind 思维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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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Release 长期合作拥有
信用证付款优待

100+ 合作堆场

24H 全球业务网络

高效率运营 All About Containers

 * 独 创 二 维 码 放 箱 管 理 体 系

 * 稳 定 可 靠 的 库 存 管 理 体 系
新箱业务

自主研发
集装箱业务管理系统



干式集装箱贸易

ISO 罐箱(JJMES)

集装箱换箱业务

集装箱储运服务

OW单程租赁服务

All About Containers



集装箱买卖业务

集装箱业务

标准干式集装箱 / 特种箱

新箱 / 二手集装箱

p 干箱(标准箱, 高箱) 
p 冷箱
p 开顶箱
p 框架箱

在全球拥有200+供箱地点

集装箱租赁 | 按租赁时期 & 按租赁数量
p 大批量租赁 & 小批量租赁 ≥ 1 个
p 长期租赁 & 短期租赁 ≥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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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船承运人

铁路运营商

船公司

节省您的业务成本
良好的信誉可获得我司的业务信用证

不再需要花时间精力去销售已抵达当地的集装箱

KD MES & JJ MES 拥有全球性的业务网络
可根据您的需求区域，提供便捷无忧的提箱放箱点

不再需要额外采购集装箱

托运人

ONE WAY单程租赁服务

业务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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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换箱业务

提供给我们 您无法处理的区域集装箱
交换给您 需要的区域等值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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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储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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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协助
管理并运营您的集装箱

没有人
处理您的集装箱？



罐箱买卖
- 新罐 & 二手罐

罐箱租赁
- 国内租赁 & 海外租赁
- 短期租赁 & 长期租赁
- 标准罐箱 & 特种罐箱
  (SWAP BODY 31-36L, LINING TANK涂层罐, SMALL小罐, GAS TANK气体罐, MEGC定制罐)

罐箱运营
- 进口 / 出口 / 铁路 / 公路 
- 全球罐箱业务运营网

液袋
- 出售 / 运输 / 货运

ISO 罐箱(JJMES) All About Containers

海外起租，国内还罐  韩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区域

内贸短租，异地还罐 在中国的罐箱，可提供30+区域
（上海、青岛、天津、张家港、黄埔、珠海、宁波、大连、太仓等）



非洲(执行办公: 上海)
● 业务网络: 中非 & 南非
 

Email: watsonchang@kukdong.com 
Tel: +86 (0)21 6122 0245

KUKDONG MES: 韩国 (总部: 首尔)

● 业务网络: 全球范围 / 韩国 / 日本 
 

[干箱业务]  
Email: korea@kukdong.com 
Tel: +82 (0)2 6263 7201

[ONE WAY] 
Email: oneway@kukdong.com 
Tel: +82 (0)2 6263 7202

JJ MES: 中国 (注册地: 香港 / 执行总部: 上海)
● 业务网络: 中国

[干箱业务]  
Email: china@kukdong.com
Tel: +86 (0)21 6122 6930

[罐箱业务] 
Email: tank@kukdong.com 
Tel: +86 (0)21 6122 0236

[ONE WAY] 
Email: oneway@kukdong.com 
Tel: +86 (0)21 6122 0235

上海
● 业务网络: 上海 / 宁波 / 南京 / 合肥 / 台湾 / 武汉 / 重庆 / 成都
Tel: +86 (0)21 6122 6930
青岛
● 业务网络: 青岛 / 连云港 / 西安 / 郑州
Tel: +86 (0)532 8502 8164
天津
● 业务网络: 天津 / 大连 / 蒙古(乌兰巴托）
Tel: +86 (0)22 5865 7932
深圳
● 业务网络: 深圳 / 广州 / 厦门 / 汕头 / 香港 / 福州
Tel: +86 (0)755 8271 0256
乌鲁木齐
● 业务网络: 乌鲁木齐/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
Tel: +86 (0)991 232 5013

JJ MES DMCC (UAE)
● 业务网络: 中东 / 北非/ 印度
 

Email: dubai@kukdong.com 
Tel: +971 4 578 7589

KD MES USA, INC (LA)
● 业务网络: 北美洲&南美洲
 

Email: lena@kdmes.com 
Tel: +1 310 516 9600 JJ MES Warsaw

● 业务网络:  欧洲 

Email: europe@kukdong.com 
Tel: +48 787 007 017KUKDONG MES Moscow 

● 业务网络: 俄罗斯
 

Email: russia@kukdong.com 
Tel: +7 903 596 63 21

KUKDONG MES Almaty
● 业务网络: 中亚
 

Email: kdcis@kukdong.com 
Tel: +7 727 392 20 82

JJ MES Ho Chi Minh
● 业务网络:  东南亚
 

Email: vietnam@kukdong.com 
Tel: +84 28 3826 7946

KUKDONG MES Chennai
● 业务网络: 印度 / 科伦坡
 

Email: india@kukdong.com 
Tel: +91 (0)44 4238 4207



线上网络平台

https://www.linkedin.com/in/jjmes https://www.facebook.com/kdjjmes

https://www.instagram.com/jjmes_container

https://www.kdmes.com

FindContainer Wechat Publichttps://jjmes.en.alibaba.com
https://www.youtube.com/cha
nnel/UCrkhrcQjGiA1lmalC8z
bkLA?reload=9

https://blog.naver.com/container_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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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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