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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事件数据服务
TAPA Incident Information Service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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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TAPA IIS? What is TAPA IIS? 

TAPA的事件信息服务 (IIS) 是一个数据智能系统, 专为提高
有关行业内以及行业与执法机构（LEA）之间针对物流供应
链的犯罪信息的可用性和信息流。

目标:

• 提供有关亚太区域内运输中的货运犯罪的集中化知识资源
• 为了促进该信息向会员公司和LEA的传播
• 与整个地区的执法机构合作，以预防和发现针对供应链的
犯罪

提高公路货运安全：路线风险评估和数据智能
Securing Road Freight Across APAC & EMEA: Risk Assessment & Data Intelligence

TAPA对所有报告的数据和举报者的详细信息保
密。详细信息永远不会公开。



IIS 如何运作? How does IIS work?

TAPA 成员报告事件发生。
IIS数据库会跟踪所有事件并发

送电子邮件警报。

数据与 TAPA 成员和 LEA 共享以
进行分析。TAPA 成员可以登录IIS

数据库以查看跟踪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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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TAPA IIS ?
How to Access the IIS?

Visit TAPA Global 

Website 
www.tap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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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pa-global.org/


风险评估计算与中国案例分析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 China Route Case Study
Pana Laimos

Director, G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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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TAPA APAC



我们提供安全的移动解决方案，以保护对您的组织业务成果影响最大的因素。

您的车队，资产和人员。

我们是G4S Telematix



当全球真正
意味着全球.

我们是G4S集团的长期成员，

在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都有业务。

但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成员都可以
提出这样的声明。

我们也很自豪能在G4S集团中发挥
重要作用:

安全移动性

集团远程通信公司

跨境 G4S学院

我们为安全移动性派遣专家我们提供跨国家的

无缝服务



科技为我们每天处理的许多不同挑战提供了出色的解决方案。
然而仅凭技术就足够了吗？ 如何为您的业务增加实际价值？

在G4S Telematix中，我们设计的控制系统每个人都可以轻松

管理，即使涉及到扩展车队的车辆和货物。我们创建的平台
允许远程访问和保护您的资产。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将全力支持您充分利用所有这些
工具。我们的安全运营中心（SOC）确保专业人员会在

您需要时立即做出响应。

我们认为仅凭技术是不够的



24/7 连接+

三大支柱，
让您在旅途中安心

车队 资产

有效监控、管理和

保护您的车队

跟踪并保护您的车辆

和其他资产

关心和保护你的人员

安全

人员



有时候你确切知道你需要实现什么。

有时你会遇到一个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挑战。

在G4S Telematix中，我们始终能够应对挑战，我们可以帮助您解决

任何安全移动问题，无论它有多困难或模糊。

你有挑战吗? 
接受挑战



我们认为您的产品应该无缝地从生产转移
到最终消费者，而不应面临任何安全问题。

安全供应链

这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办法来保护产品
生产和运输所涉及的检查站，资产和
基础设施

我们的安全供应链解决方案确保识别、

评估和优先处理管理潜在威胁和

风险所需的工作。



覆盖范围-欧洲
参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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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乌克兰



风险分析

系统

服务

• 基于安全风险的运输风险评估模型

• 不断向模型提供各种不同来源的欧洲

供应链尝试、攻击和损失的最新数据

• 根据初步风险评估，为每个操作定制

完整的解决方案（设备、流程和程序）

• 高质量的跟踪设备，能够连接到多个

传感器并进行干扰检测

• 高抗磁性安全触点

• 机械或电子锁集成到跟踪系统中

• 货物/拖车报警网

• TAPA TSR1 认证

• 安全车队管理软件

• 与客户现有的第三方软件集成用于监控

• 路线定义和监控激活/终止

• 出发前检查

• 跨国监测

• 未授权停车和路线偏离检测

• 延迟出发和晚点到达通知和控制

• 激活传感器（紧急/开门/拖车脱钩/温度/湿度

等）并启动相关响应协议

• 警报验证

• 派遣移动响应单位

• 静电防护服务

• 货物护送

• 根据与客户商定的特定SLA处理事件

• 与地方当局的联络

安全供应链
成功之路



运输
风险评估模型

❑ 内部运输风险评估模型

❑ 基于PHA（初步危害分析）和FMECA（失效模式影响和危害性分析）国际公认的风险评估方法。

❑ 具有以下特点：

❑ 有效

❑ 基于实际，真实和经过验证的信息

❑ 致性

❑ 它将产生相同的结果，独立于谁执行风险评估

❑ 客观性

❑ 在考虑和陈述事实时不受个人感情或意见的影响



考虑因素
❑ 严重程度：如果考虑以下因素，则可以估算货物损失的严重程度和后果:

❑ 货物的价值，考虑到保险范围。

❑ 由货物的延迟交付直到更换（新装运）所造成的“成本”。

❑ 由货物损失事件的谣言和散布在客户，零售商等之间造成的“成本”。

❑ 频率：统计数据可以被视为“过去“概率”的“度量”。

❑ 有了这个假设，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在一个时期的开始就知道这一时期实际发生的货物损失，
我们就可以确定地计算上述产品所需的概率确定性。



考虑因素
❑ 威胁: 

❑ 威胁是独立于供应链活动的外部因素，它取决于供应链运作（运输、储存等）

的环境。

❑ 漏洞: 

❑ 它与覆盖供应链各种活动的保护/安全措施成反比。只要建立额外的保护和避免

措施，它就会减少。通常，漏洞的降低与保护措施成本的增加有关。



频率
（发生的可能性）

❑ 由于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决定使用历史数据和趋势来充实我们的模型。

❑ 我们决定使用TAPA IIS作为提供模型的主要来源。

❑ 我们将其与SPOT（安全停车在线工具）相结合，该工具提供了一个指示性

路线规划功能，包括：

❑ 沿途事件

❑ 道路沿线的安全/认证停车场



实例

❑ 从沈阳到南宁（中国）的路线：

1 32



路线1包括事件



路线1包括事件

日期 事件的类型 操作方式 产品的类型 价值 地点类型

30-03-16 劫机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50.000 在路上

16-03-14 工厂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27.455 原来的广场

04-03-14 工厂偷窃 内部 其他 3.195 原来的广场

27-02-14 工厂偷窃 内部 电脑/笔记本 127.500 在路上

26-02-14 辆车偷窃 不明 服装和鞋履 28.756 目的地的广场

12-11-13 工厂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61.314 原来的广场

14-05-13 工厂偷窃 内部 其他 32.653 原来的广场

26-04-13 工厂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6.560 铁路运输

27-03-13 劫机 暴力威胁 其他 -1 在路上

02-10-12 辆车偷窃 不明 食品和饮料 24.095 在路上

06-09-12 骗局 内部 其他 1.243

12-04-12 辆车偷窃 入侵 化妆品和卫生 47.410 在路上

25-02-12 工厂偷窃 入侵 金属 158.659 原来的广场

08-02-12 辆车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8.031 在路上

06-02-12 工厂偷窃 入侵 服装和鞋履 3.165.760 原来的广场

29-12-11 工厂偷窃 内部 电话机 881.761 原来的广场



路线1包括事件
（跟运输只有关系）

日期 事件的类型 操作方式 产品的类型 价值 地点类型

30-03-16 劫机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50.000 在路上

26-02-14 辆车偷窃 不明 服装和鞋履 28.756

27-03-13 劫机 暴力威胁 其他 -1 在路上

02-10-12 辆车偷窃 不明 食品和饮料 24.095 在路上

12-04-12 辆车偷窃 入侵 化妆品和卫生 47.410 在路上

08-02-12 辆车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8.031 在路上



路线2包括事件



路线2包括事件
日期 事件的类型 操作方式 产品的类型 价值 地点类型

30-03-16 劫机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50.000 在路上

31-05-14 辆车偷窃 不明 药用 6.415 三甲工厂的服务

30-04-14 辆车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在路上

23-04-14 骗局 内部 其他 32.213 三甲工厂的服务

26-02-14 辆车偷窃 不明 服装和鞋履 28.756 目的地的工厂

11-10-13 辆车偷窃 入侵 其他 246.188 公路港

11-10-13 辆车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24.603.000 公路港

21-05-13 骗局 内部 金属 3.260.780 原来的工厂

26-04-13 工厂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6.560 铁路运输

27-03-13 劫机 暴力威胁 其他 在路上

02-10-12 辆车偷窃 不明 食品和饮料 24.095 在路上

17-09-12 骗局 其他 5.569 原来的工厂

08-02-12 辆车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8.031 在路上

06-02-12 工厂偷窃 入侵 服装和鞋履 3.165.760 原来的工厂

15-01-12 工厂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原来的工厂



路线2包括事件
（跟运输只有关系）

日期 事件的类型 操作方式 产品的类型 价值 地点类型

30-03-16 劫机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50.000 在路上

31-05-14 辆车偷窃 不明 药用 6.415 三甲工厂的服务

30-04-14 辆车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在路上

26-02-14 辆车偷窃 不明 服装和鞋履 28.756 目的地的工厂

11-10-13 辆车偷窃 入侵 其他 246.188 公路港

11-10-13 辆车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24.603.000 公路港

27-03-13 劫机 暴力威胁 其他 在路上

02-10-12 辆车偷窃 不明 食品和饮料 24.095 在路上

08-02-12 辆车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8.031 在路上



路线3包括事件



路线3包括事件

日期 事件的类型 操作方式 产品的类型 价值 地点类型

12-07-20 辆车偷窃 被移动车辆盗

窃了

药用 49.976 在路上

30-03-16 劫机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5.000 在路上

14-05-14 工厂偷窃 入侵 金属 48.769 原来的工厂

30-04-14 辆车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在路上

02-10-13 辆车偷窃 入侵 电话机 492.246 不安全停车

26-04-13 工厂偷窃 入侵 食品和饮料 6.560 铁路运输

02-10-12 辆车偷窃 不明 食品和饮料 24.095 在路上

10-09-12 辆车偷窃 不明 家具/家用器 474 在路上

25-02-12 工厂偷窃 入侵 金属 158.569 原来的工厂



路线3包括事件
（跟运输只有关系）

日期 事件的类型 操作方式 产品的类型 价值 地点类型

12-07-20 辆车偷窃 被移动车辆盗

窃了

药用 49.976 在路上

30-03-16 劫机 内部 服装和鞋履 15.000 在路上

30-04-14 辆车偷窃 内部 服装和鞋履 在路上

02-10-13 辆车偷窃 入侵 电话机 492.246 不安全停车

02-10-12 辆车偷窃 不明 食品和饮料 24.095 在路上

10-09-12 辆车偷窃 不明 家具/家用器 474 在路上



可能性指数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可能性指数= 事件/年数 = 事件*100

公里/100   公里数*年数

公里：路线长度，单位为公里
事件：路线上的事件数
年数：包含事件的时间段

沈阳、
南宁、
中国

公里数 小时
公里数
（对比
跟最短
的路线)

小时
（对比跟
最短的
路线)

事件数
<25公里

可能性
指数

与运输
相关的
事件

总损失 (€) 平均损失
操作方式
（剧烈）

路线 1 2979 29 16 0.054 5 123,292 24,658 1

路线 2 3833 48 29% 66% 15 0.039 9 24,931,485 2,770,165 1

路线 3 3774 39 27% 34% 9 0.024 6 581,791 96,965 0



风险矩阵和风险指数

可能性/频率
I                              

灾难性的
II           

危急
III 

不重要的 

IV 

可以忽略不计的

频繁 1 3 7 13

可能性 2 5 9 16

偶然性 4 6 11 18

远程 8 10 14 19

不太可能 12 15 17 20

风险类别

10-17 可接受，但需要额外控制

18-20 可接受不需要额外控制

风险指数  风险接受类别

1-5 不能接受

6-9 不合意

风险评估矩阵

基于以上定性计算，得出了风险评估
矩阵。

风险指数

风险评估矩阵根据“配色方案”进行
描述，该方案最好地描述了每个公司
的“期望安全级别”。



损失和暴力
损失
灾难性的 危急 不重要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
损失>$100K $100K<损失<$10K $10K<损失<$1K <$1K

频率
频繁 >0.5

1 3 7 13

可能性 0.1<LI<0.5
2 5 9 16

偶然性 0.075<LI<0.1
4 6 11 18

远程 0.025<LI<0.075 8 10 14 19
不太可能 <0.025 12 15 17 20

MO

灾难性的
类别1

剧烈的>5

危急
类别2

5<剧烈的<2

不重要的
类别3

2<剧烈的<1

可以忽略
不计的
类别4

剧烈的 =0

沈阳、

那宁、

中国

公里数 小时 公里数

（对比

跟最短

路线）

小时

（对比

跟最短

路线）

事件数

<25公

里

可能性

指数

与运

输相

关的

事件

总损失

（€）

平均损失

（€）

操作方式

（剧烈）

路线1 2979 29 16 0.054 5 123,292 24,658 1

路线2 3833 48 29% 66% 15 0.039 9 24,931,485 2,770,165 1

路线3 3774 39 27% 34% 9 0.024 6 581,791 96,965 0



结果
路线3虽然比路线1长27％，执行时间多

34％，但在损失上存在“可接受，但需要

额外控制”风险，在操作方式上存在“可

接受不需要额外控制”风险（司机安全是
选择路线的最重要标准）

❑

路线1风险指数损失 10
路线2风险指数损失 8
路线3风险指数损失 15

路线1风险指数MO 14
路线2风险指数MO 14
路线3风险指数MO 20

沈阳、

那宁、

中国

公里数 小时 公里数

（对比跟

最短路线）

小时

（对比跟

最短路线）

事件数

<25公里

可能性

指数

与运

输相

关的

事件

总损失（€） 平均损失

（€）

操作方式

（剧烈）

路线1 2979 29 16 0.054 5 123,292 24,658 1

路线2 3833 48 29% 66% 15 0.039 9 24,931,485 2,770,165 1

路线3 3774 39 27% 34% 9 0.024 6 581,791 96,965 0



结论与建议
❑ 安全路线风险评估应始终是我们路线规划活动的一部分。

❑ 我们需要选择一种通用的方法/模型，以确保安全风险评估：

❑ 有效

❑ 持续

❑ 客观

❑ 我们需要选择数据源来填充模型，并决定哪些参数应是我们评估的主导参数:

❑ 损失价值

❑ 操作方法（尽量避免发生暴力情况）

❑ 其他情况

❑ 如果没有操作中断，执行“更安全”的路线



TAPA IIS 事件数据服务 –示范
Live Demonstration

提高公路货运安全：路线风险评估和数据智能
Securing Road Freight Across APAC & EMEA: Risk Assessment & Data Intelligence

Keven Liang
Board Member, TAPA APAC



问答环节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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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ng Road Freight Across APAC & EMEA: Risk Assessment & Data Intelligence

Keven Liang
董事会成员, TAPA亚太

Board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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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 Laimos
欧洲安全运营高级总监

Director, 

G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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