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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2017年3月24日公告的《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德

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

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德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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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概要 

一、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简称：13铁龙01。 

2、债券代码：122300。 

3、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次债券于2014年1月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4]17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15

亿元人民币。 

4、发行主体：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

司”）。 

5、发行规模：7.5亿元人民币。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2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及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80%。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起息

日为发行首日，即2014年5月9日（T日）。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

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

票面总额的本金。 

10、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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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新信用级别：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于2015年4月23日出具

的《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中铁铁

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13、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债券简称：13铁龙02。 

2、债券代码：136064。 

3、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于2014年1月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4]17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15

亿元人民币。 

4、发行主体：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

司”）。 

5、发行规模：6亿元人民币。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及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77%。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起息

日为发行首日，即2015年11月30日（T日）。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还本付息将按照债券登记机

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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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1、最新信用级别： 

根据联合信用于2016年5月18日出具的《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分析报告》，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13、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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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Railway TieLong Container Logistics Co., Ltd. 

法定代表人：吴云天 

注册资本：1,305,521,874.00 元 

设立日期：1993 年 02 月 16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10200000021699 

住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 32 号创业大厦 A 座 2716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 1 号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铁龙物流 

公司股票代码：600125 

公司的经营范围：铁、公、水路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仓储；货

物装卸；设备租赁；集装箱现场维修；承办陆路、水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包括揽货、订舱、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报关、报验、相关短途运输服务及

咨询业务）；物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制毒

化学品）、危险化学品（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批发；货物、技术进出口、

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以下仅限分公司经营）销售蔬菜、果品、肉、蛋、禽及水产品、

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停车场管理服务。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业务包括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铁路客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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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具体说明如下： 

1、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公司于 2006 年 1 月收购了中铁集装箱公司的全部铁路特种集装箱资产及业

务，开始经营铁路特种集装箱运输物流业务并逐步成为公司的战略性核心业务板

块，目前公司经营的铁路特种集装箱包括各类干散货集装箱、各类罐式集装箱、

冷藏箱等，资产规模逐年增长，资产结构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优化。该业务实现的

收入、利润逐年增长，在公司主营业务盈利中的占比逐年提升，2016 年度该业

务实现的毛利占比为 41.1%。 

2、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2005 年 10 月公司收购连接哈大铁路干线沙岗站与营口鲅鱼圈港的沙鲅铁路

支线，成为独立的铁路承运人，开展铁路货物运输及相关仓储和短途运输等物流

延伸业务。后续又对该铁路支线进行两次扩能改造，运能从 2400 万吨/年提升至

8500 万吨/年。近几年受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需求下降影响，

支线的货物到发量逐年下滑。2016 年度该业务与国家铁路货运情况总体保持一

致，到发量止跌回稳并出现正增长。2016 年度该业务实现的毛利占比为 32.3%。 

3、铁路客运业务 

铁路客运业务为公司上市初期开始与沈阳铁路局合作经营的空调旅客列车

业务，目前正逐步到期退出，其收入利润在公司中的占比逐年下降。2016 年度

该业务实现的毛利占比为 9.6%。 

4、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为应对近年来不利的经济环境，缓解经营压力，公司创新经营模式，在物流

供应链经营上进行了全新尝试，从 2014 年 5 月开始开展钢材委托加工贸易供应

链管理业务，报告期该业务经营稳定。2016 年度该业务实现的毛利占比为 11.2%。 

5、房地产业务 

对公司利润贡献占比下降，公司已开始控制业务规模，努力加快既有楼盘的

销售。2016 年度该业务实现的毛利占比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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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它业务 

公司保留了上市前的商品混凝土、酒店、置业、出租汽车等业务。对这些非

核心业务，公司将其定位为效益监控型业务板块，以全面控制风险和资产经营方

式实施管理。主要目的是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安排人员，维护队伍的整体稳定。

2016 年度其他业务实现的毛利占比为 2.3%。 

（二）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2016 年度公司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委托加工贸易业务等实现了收入同比

增长，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房地产业务等收入同比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较

上年度增减 

（%） 

营业成本较

上年度增减 

（%） 

毛利率较上

年度增减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129,305.09 109,267.15 15.50% 1.96% 1.77% 
增加 0.16 个

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

业务 
105,817.25 90,100.89 14.85% -13.48% -13.02% 

减少 0.46 个

百分点 

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375,811.69 370,373.38 1.45% 4.19% 4.28% 
减少 0.08 个

百分点 

铁路客运业务 6,939.20 2,242.43 67.68% -2.62% 5.36% 
减少 2.45 个

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9,575.40 7,891.08 17.59% -13.37% -7.29% 
减少 5.41 个

百分点 

其他业务 3,799.61 2,689.39 29.22% 5.81% 9.31% 
减少 2.26 个

百分点 

合计 631,248.24 582,564.32 7.71% -0.06% 0.57% 
减少 0.58 个

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年末（万元） 2015年末（万元） 增减率（%） 

流动资产 427,733.27 456,385.27 -6.28 

非流动资产 322,923.25 299,578.40 7.79 

总资产 750,656.52 755,963.66 -0.70 

流动负债 160,539.35 188,911.90 -15.02 

非流动负债 86,703.42 78,722.67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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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247,242.77 267,634.56 -7.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1,201.02 486,183.56 3.09 

所有者权益 503,413.75 488,329.10 3.0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年度（万元） 2015年度（万元）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631,248.25 631,602.25 -0.06 

营业总成本 602,012.22 598,390.17 0.61 

营业利润 31,332.07 35,805.75 -12.49 

利润总额 32,964.45 37,414.00 -11.89 

净利润 24,223.30 28,045.84 -13.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156.11 28,112.20 -1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5 0.215 -1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5 0.215 -13.9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年度 

（万元） 

2015年度 

（万元） 

增减率 

(%)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47.78 42,272.42 10.82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1.16 -63,939.80 108.57 
2016 年度委托银行理财业

务到期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376.27 50,929.01 -259.78 

2016 年度 2013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到期兑付及支

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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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13铁龙01”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14年1月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7号文

件核准，于2014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13日公开发行了7.5亿元公司债券。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2、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6年度报告，“13铁龙01”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运用计划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二、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13铁龙02”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2014年1月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7号文

件核准，于2015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2日公开发行了6亿元公司债券。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2、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6年度报告，“13铁龙02”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运用计划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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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13铁龙01”、“13铁龙02”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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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3年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3铁龙01”于2014年5月9日正式起息，债

券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5年至2016年间每年的5月9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本期债券到期日为2016年5月9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2016年度，发行人已于2016年5月9日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本期债券的利

息及本金，本期债券已于201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二、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3铁龙02”于2015年11月30日正式起息，

债券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6年至2018年间每年的11月30日为上一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本期债券到期日为2018年11月30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

期利息。 

2016年度，发行人已于2016年11月30日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本期债券的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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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根据联合信用于2015年4月23日出具的《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

定。 

2016年5月9日，本期债券已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故在2016年度不涉及

跟踪评级事项。 

二、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根据联合信用于2016年5月18日出具的《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分析报告》，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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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为畅晓东先生，2016年期间无变化。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为邵佐龙先生，2016年期间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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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3年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盖章）：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