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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5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编号：临 2018-004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根据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铁路相关业务需要与其他铁路运输

企业共同完成，可以提升业务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铁道部为履行铁路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与原铁道部控制的除中铁

集装箱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外的其它铁路运输企业间的业务往来不属于关联

交易。2013年3月铁道部撤销后，以企业法人方式注册设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铁路总公司及下属企业也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法人，相关

的交易事项成为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

定以及公司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需要履行

董事会批准程序。 

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全部

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3名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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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由于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

等关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同时由于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贵公司目前从

事的铁路特种集装箱物流业务的线上运输业务还需要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相关

企业提供运输、调度组织等服务才能进行，无法由上市公司独立进行；贵公司的

沙鲅铁路由于运输区间较短，独立完成铁路的全部作业成本较高，不利于上市公

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司的铁路相关业务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经营。 

鉴于公司目前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大多是延续 2013 年铁路行业改革

之前的非关联交易事项，仅是由于行业改革而成为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内容并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新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也是的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

确定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

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上同意了该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万

元)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国铁路总公司 2,302.50 1,984.76  

沈阳铁路局大连电务段 106.60 106.60   

沈阳铁路局 324.75 324.75  

小计 2,733.85 2,416.11  

与关联方

合作经营 

沈阳铁路局 5,502.26 5,502.22  

小计 5,502.26 5,502.22  

使用关联

方的设备 

沈阳铁路局机车车辆租赁

中心 
2,885.00 2,911.05  

小计 2,885.00 2,911.05  

合计   11,121.11 10,829.38  

注：报告期末沈阳铁路局改制更名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沈阳局集团公司”）。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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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万元）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铁集装箱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2,434.37 37.96 379.92 1,984.76 37.26  

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沈

阳通信段 

106.60 1.66  106.60 2.00  

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 
324.80 5.06 81.20 324.75 6.10  

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资

产运营服务中心 

3,548.30 55.32 896.07 2,911.05 54.64  

小计 6,414.07  461.12 5,327.16   

与关联

方合作

经营 

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 
4,429.96  100.00  767.56 5,502.22 100.00   

小计 4,429.96    767.56 5,502.22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 

中铁国际多式联

运有限公司所属

分公司 

2,755.90 100.00 314.64 607.55 100.00 
双方协商今年将加大相

关业务规模 

小计 2,755.90  314.64 607.55   

合计   13,599.93   2,439.39 11,436.9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对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各关联人情况分别进行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云天 

注册资金：人民币 390,617.53 万元 

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5 日 

经营范围：集装箱铁路运输；集装箱多式联运；集装箱、集装箱专用车辆、

集装箱专用设施、铁路篷布的销售、租赁；货物仓储、装卸、包装、配送服务；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2、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全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 

注册资金：人民币 22,185,606.50 万元 

成立时间：1994 年 5 月 9 日 

经营范围：主营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装卸、仓储等。 

3、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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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钟成 

注册资金：人民币 7,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6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主营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无船承运等。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

司为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分别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一）款“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0.1.3 条

第（二）款“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阳局集团公司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

的全资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由上述第（一）项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

联关系。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事项多为承接或延续原已持续多年的协议，是由于铁路行业改革成

为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履约障碍或困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特种箱运输提供服务 

为确保公司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的正常运营，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提供包括特种箱运营管理、安全管理、修理维护、新箱开发、购置与技术

改造、文件传达等多项服务，公司按铁路货票中特种箱使用费的 20%标准向其支

付服务费用，该付费标准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无变化。2017 年公司就上述相关

服务所支付的服务费为 1,984.76 万元，预计 2018 年该的服务费为 2,434.37 万元。 

2、沈阳局集团公司就沙鲅铁路运输向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1）《铁路运输通讯设备代维修合同》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沈阳通信段按照原铁

道部相关规定及标准协商签定《铁路运输通讯设备代维修合同》，由其为沙鲅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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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司提供铁路运输通信设备代维修及租用电路等服务。2017 年沙鲅公司就该

服务支付费用 106.60 万元，2018 年预计服务费仍为 106.60 万元。 

2）《运输服务协议》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公司在收购原沈阳铁路局沙鲅铁路支线资产

及业务时于 2005 年 9 月与原沈阳铁路局签订了《运输服务协议》，由原沈阳铁路

局向公司提供事故救援、治安管理、货检等综合服务，各项服务的收费标准按“公

平、合理”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根据该协议，公司 2017 年度支付的服务费用

324.75 万元，预计 2018 年服务费用为 324.80 万元。 

3）《铁路机车牵引服务合同》 

根据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资产运营服务中心签

定协议，由其为沙鲅铁路公司提供机车牵引服务，服务费标准根据原铁道部相关

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2017 年公司就该项业务实际支付费用 2,911.05

万元，预计 2018 年支付费用为 3,548.30 万元。 

（二）与关联人合作经营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与沈阳局集团公司合作经营优质优价旅客列车 

根据公司于 1998 年与原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就投资改造旅客列车合作事

宜签订的协议及原铁道部有关清算政策，公司每年通过沈阳局集团公司取得空调

车清算收入，目前根据该协议投资的空调列车大部分已陆续到期退出。相关协议

内容及政策文件已在公司 1998 年公开发行股票时编制的《招股说明书》、2003

年配股的《配股说明书》、2007 年公司增发的《招股说明书》及以前部分年度的

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该交易定价是按照原铁道部颁布的相关规定确定，属国

家铁路运输主管部门定价，公允合理。2013 年后由于铁路行业改革，该合作事

项成为关联交易，2017 年公司从沈阳局集团公司获得空调列车清算收入 1,548.82

万元，由于近年来旅客列车陆续到期退出，预计 2018 年公司可获得清算收入

476.56 万元。 

2、向沈阳局集团公司出租旅客列车 

根据公司于 2004 年与原沈阳铁路局签订的租赁协议，公司将 59 辆 25 型和

7 辆 25Z 型旅客列车租赁给沈阳铁路局，每年公司获得列车租赁收入 4,072 万元。

上述租金是经双方充分协商测算后并经原铁道部铁财函[2004]773 号文《关于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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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局租用铁龙股份有限公司 25T 型客车的批复》批准，属于政府定价，公允合

理。由于 2013 年铁路行业改革，原沈阳铁路局成为公司关联方，该交易事项成

为关联交易事项，但执行的原协议无变化。2017 年公司从沈阳局集团公司获得

收入 3,953.40 万元，增值税（销项）118.6 万元，合计 4,072 万元。 

（三）向关联方提供劳务——向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所属部分分公司

提供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公司向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所属部分分公司提

供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组织发运、协调运力及运输途中的信息

跟踪，协调铁路运输调度部门下达集装箱调度命令等相关发运手续，并按照市场

价格收取费用。2017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607.55 万元，为了进一步拓展

市场，双方协商 2018 年加强业务合作，扩大业务规模，预计 2018 年发生金额

2,755.9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等关

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根据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铁路相关业务需要

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共同完成，可以提升业务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符合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目前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大多是延续

2013 年铁路行业改革之前的非关联交易事项，仅是由于行业改革而成为关联交

易事项，交易内容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新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也是的按照

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完整的铁路特种箱、铁路线路等资产产权，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系

统，所有经营决策均系独立作出，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铁路业务特有

属性和行业改革造成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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