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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对外担保额度（含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超过公司 2020 年末净资产

的 100%。 

2、公司 2022年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超过公司 2020

年末净资产的 50%。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铁物控股”）提供反担保额度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4、以上预计担保额度并不等于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还需根据年内

业务实际开展需要，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及预计担保额度情况 

2021 年公司重组上市以来，公司融资环境不断改善。公司积极与金融机构

协商，不断增加信用授信的额度。在需要担保授信的情况下，逐步由原来公司控

股股东铁物控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过渡至由公司直接为下属子

公司的融资需求提供担保。但考虑银行授信协议安排的延续性，预计 2022 年度

仍将有一部分银行授信由铁物控股提供担保。针对该类担保，根据国资管理要求，

由公司或下属的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晟科技”）、中

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提供关联反担保。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营和发展需要，为提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公司整体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经营计划

和资金需求情况，2022 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人民币 157

亿元，较 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减少 13.73%。具体担保方式为：由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由控股股东铁物控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或

下属的中铁物晟科技、天津公司、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提供反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一）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最大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57 亿元，担

保额度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21 年 10

月末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100% 高于70%（含） 198,105.04 960,000.00 144.00% 否 

100%、

80%、45% 
低于70% 139,521.24 610,000.00 91.50% 否 

合计 337,626.28 1,570,000.00 235.51% - 

（二）若公司下属子公司无法通过方式一取得担保，根据实际业务需要，由

公司控股股东铁物控股对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或下属的中铁物晟科

技、天津公司、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提供相等金额的关联反担保，本部分最大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 36 亿元，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21 年 10

月末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中铁物

总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 低于70% 203,979.55 360,000.00 54.00% 是 

中铁物晟

科技 

天津公司 

物总贸易 

合计 203,979.55 360,000.00 54.00% - 

授权总经理在年度银行授信担保额度范围内，在资产负债率 70%（含）以上

和以下两类子公司的总额度内分别进行调剂。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情况 



以上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股比例 
资产负债率 

影响被担任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担保人的

关系 

1 中铁物总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北京市 孙珂 10,500.00 
招标代理、物资代理服务业务及铁路建设

等工程物资供应服务 
100% 91.50% 无 全资子公司 

2 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 杜占海 47,622.06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供应业务 100% 89.98% 无 全资子公司 

3 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 白涛 45,459.04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供应和铁路移动装备

物资供应业务 
100% 85.75% 无 全资子公司 

4 中铁物轨道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程之盛 131,500.00 钢轨供应链管理及运维技术服务 100% 79.91% 无 全资子公司 

5 中国铁路物资西安有限公司 西安市 张成林 27,630.00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油品供应

链管理 
100% 80.23% 无 全资子公司 

6 中国铁路物资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市 刘平 47,030.00 
钢轨供应链管理、铁路移动装备物资供应、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 
100% 72.05% 无 全资子公司 

7 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 廖家生 300,000.00 
物资供应链管理、轨道运维技术服务、铁

路建设等工程物资生产制造及集成服务 
100% 62.31% 无 全资子公司 

8 中国铁路物资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市 杜明正 53,092.00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 100% 56.57% 无 全资子公司 

9 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孙政 120,610.34 
钢轨供应链管理、铁路移动装备物资供应、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 
100% 35.88% 无 全资子公司 

10 中铁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朱旭 110,182.28 油品供应链管理服务 100% 48.15% 无 全资子公司 

11 中铁物总铁路装备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 白涛 25,000.00 铁路装备物资供应服务 80% 42.19% 无 控股子公司 

12 中国铁路物资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倪令亮 205,340.00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生产制造和部分工程

建设物资供应服务 
100% 28.76% 无 全资子公司 

13 中铁物建龙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曾巍 20,000.00 
铁路终端业务、平台交易业务、代理销售

服务业务、物流配送业务、仓储装卸业务 
45% 17.00% 无 控股子公司 

14 中铁物建龙西南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都市 雷家勇 20,000.00 工程终端、钢材供应链集成服务 45% 9.65% 无 控股子公司 



 

（二）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 9月 20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资本 6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及通讯设备、专用设备、器材、铁路机车、车辆及配件、木材、焦

碳、炉料（含生铁、铁合金）的销售；铁路再生物资回收和利用；

进出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钢轨、焊接钢轨、道岔、弹条、扣配

件、桥梁支座、防水板、铁路线上配件的质量监督检测；信息咨询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产权关系结构图 

 

3、2020年经审计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1,529,553 

非流动资产 1,155,706 

总资产 2,685,259 

流动负债 1,659,640 

非流动负债 14,440 

总负债 1,674,080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 
100% 

96.40% 
中铁物总投资有限公司 

3.60% 

100% 

36.60% 1.21% 

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 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所有者权益 1,011,1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11,180 

4、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上预计担保额度不等于实际担保金额，公司将根据业务的实际需求，在股

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与金融机构协商，具体金额、期限、方式等以最终签

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以面向轨道交通产业为主的物资供应链管理及轨道运

维技术服务和工程建设物资生产制造及集成服务。公司的经营品种和业务特点，

决定了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规模较大，需要大量银行授信的支持。随着公司及

各子公司经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提升，预计经营规模和对资金的需求也将不

断增长。公司为各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系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下属子公

司借助股东整体资源优势，筹措资金，促进业务发展，符合相关下属公司经营发

展实际需要，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2、对于 2022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新增授信需求，公司将积极

与金融机构协商，不断增加信用授信规模，对于需要担保的授信，不断减少铁物

控股为中铁物晟科技下属子公司、天津公司及物总贸易提供担保，逐步过渡至由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提供担保。但考虑银行授信协议的延续性，预计

2022 年度及以后年度下属子公司仍将有一部分银行授信需由铁物控股担保。针

对该类担保，根据国资监管相关规定及担保方要求，由公司或下属的中铁物晟科

技、天津公司、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提供反担保。此项反担保的安排均系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下属子公司融资和发展，符合国资监管要

求，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3、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由公司或下属的中

铁物晟科技、天津公司、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对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

保，被担保的各家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4、被担保方中铁物总铁路装备物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80%的子公司，中铁

物建龙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物建龙西南供应链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持股45%的子公司，上述公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公司能够控制其经营管理，对其提供的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督和

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上述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

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年 10月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3.76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余额约为人民

币 20.40 亿元。除上述反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

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其他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预

计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2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