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125
证券代码：163794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证券简称：20 铁龙 01

公告编号：2022-006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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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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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改制更名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根据时间点称“中国铁路总公司”或“国铁集团”）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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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度扣除
铁路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22,580.78万元，为公司2021年末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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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3.51%，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要履行董事会批准程序。
中国铁路总公司于2018年开始实施新的《铁路货物运输进款清算办法（试
行）》
（铁总财〔2017〕333号，以下简称“《新清算办法》”），由此公司与中国
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所属的各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因执行行业统一清算政策所
产生大量的路网清算关联交易。由于该清算办法确定的清算价格是行业制度的组
成部分，不属于商业定价，属于行业管理定价，并已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具
有国家定价的属性，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
四条第二款“一方与另一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为国家规定的”可以
豁免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相关规定，但为了投资者更充分的了解
相关情况，公司将相关的清算关联交易事项一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公司已于2022年4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全部
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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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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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集团下属相关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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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业改革之前的非
关联交易事项，由于行业改革或清算政策变更而成为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是
按照铁路总公司的行业统一清算标准或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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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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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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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易
类别

报告期实际
2021 年预 报告期实
发生金额占
计金额 际发生金
年度预计金
（万元） 额（万元）
额比例

关联人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特种箱运输服务)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维修)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服务费)

接 受 关 联 沈阳铁道设备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机车牵引服务)
人提供劳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所属分公司
务
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29.00

3,169.24

125.32%

22.81

22.81

100.00%

324.76

324.76

100.00%

3,630.40

2,809.60

77.39%

923.65

476.50

51.59%

984.95

784.89

79.69%

注

939.05

小计

8,415.57

8,526.85

101.32%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所属分公司

1,859.80

3,183.27

171.16%

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向关联方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大连中铁外服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

5,008.93

3,809.38

76.05%

270.00

299.20

110.81%

小计
大连铁越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关联
铁总服务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
方资产
小计
向 关 联 方 大连中铁外服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
租赁资产 小计
合计

注

2,132.46

7,138.73

9,424.31

132.02%

586.59

586.59

100.00%

1,237.23

1,211.13

97.89%

1,823.82

1,797.72

98.57%

注

33.03
33.03

17,378.12 19,781.91

113.83%

注：报告期内发生三项报告期初预计时未预见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
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标准。
2、与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 报告期实际发 报告期实际发生金额
金额（万元） 生金额（万元） 占年度预计金额比例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货运中心(货车占用费）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接 受 关 联 方 大连供电段(接触网电费）
提供的劳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各运输企业(货运清算付费)
小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
向 关 联 方 提 属各运输企业(货运清算收入)
供劳务
小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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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1.30

4,895.72

99.08%

986.00

860.58

87.28%

90,046.90

88,265.36

98.02%

95,974.20

94,021.66

97.97%

26,161.60

22,309.25

85.27%

26,161.60

22,309.25

85.27%

122,135.80

116,330.91

95.25%

（三）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与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年初至
本次预计
披露日与关
金额与上
本次预计
上年实际 占同类
占同类业 联人累计已
年实际发
金额（万
发生金额 业务比
务比例 发生的交易
生金额差
元）
（万元） 例
金额（万元）
异较大的
-3 月末
原因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3,102.45
(特种箱运输服务)

32.04%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
司(设备维修)

22.80

0.24%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
司(综合服务费)

324.90

3.36%

接 受 关沈阳铁道设备运营服务有限
3,625.40
联 人 提公司(机车牵引服务)
供劳务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499.66
所属分公司

37.44%
5.16%

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
1,635.87
任公司
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小计

775.65 3,169.24 37.17%

81.19

0.27%

324.76

3.81%

869.92 2,809.60 32.95%
121.93

16.89%

471.70

22.81

476.50

5.59%

784.89

9.20%

4.87%

939.05 11.01%

9,682.78 100.00%

1,848.69 8,526.85 100.00%

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2,598.00
所属分公司

23.47%

656.82 3,183.27 33.78%

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
4,181.74
向 关 联任公司

37.78%

45.36 3,809.38 40.42%

方 提 供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劳务 司

320.00

2.89%

大连中铁外服国际货运代理
3,967.51
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

35.86%

988.36 2,132.46 22.63%

11,067.25 100.00%

1,770.54 9,424.31 100.00%

小计

586.59 32.63%
大连铁越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关
铁总服务有限公司及所属企
1,211.13 67.37%
联方资
业
产
小计
1,797.72 100.00%
向 关 联大连中铁外服国际货运代理
方 租 赁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
资产 小计
合计

80.00

146.65

299.20

3.17%

586.59 32.63%

308.64 1,211.13 67.37%
455.29 1,797.72 100.00%

33.03 100.00%

8.26

33.03 100.00%

33.03 100.00%

8.26

33.03 100.00%

22,580.78

4,082.78 19,781.91

2、与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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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业务
量增加

预计业务
量增加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本次预计 占同类
上年实际
联人累计已
金额（万 业务比
发生金额
发生的交易
元）
例
（万元）
金额（万元）
-3 月末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货运中 4,664.20 4.47%
心(货车占用费）
接受关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联人提 有限公司大连供电段 1,082.50 1.04%
供的劳 (接触网电费）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务
限公司所属各运输企 98,587.60 94.49%
业(货运清算付费)
小计

104,334.30 100.0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向关联 限公司所属各运输企 26,904.00 100.00%
方提供 业(货运清算收入)
劳务
小计
26,904.00 100.00%
合计

131,238.30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占同类
年实际发
业务比
生金额差
例
异较大的
原因

1,475.65

4,895.72

5.21%

299.87

860.58

0.92%

23,416.61

88,265.36 93.87%

25,192.13

94,021.66 100.00%

6,310.96

22,309.25 100.00%

6,310.96

22,309.25 100.00%

31,503.09 116,330.9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铁路总公司，2019 年 6 月 14 日改
制更名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陆东福
注册资金：人民币 17,395 亿元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14 日
主营业务及职责：铁路客货运输；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对外
承包工程项目；并派遣实施上述对外承包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路客货运输相
关服务业务；铁路工程建设及相关业务；铁路专用设备及其他工业设备的制造、
维修、租赁业务；物资购销、物流服务、对外贸易、咨询服务、运输代理、广告、
旅游、电子商务、其他商贸服务业务；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卫生检测与技术服务；
国务院或主管部门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负责铁路运输统一
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负
责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算和收入进款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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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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里
注册资金：人民币 26,8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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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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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除沈阳局集团公司以外的其他不特定
运输企业或非运输企业
公司铁路运输清算日常关联交易的对象为国铁集团所属的包括但不限于中
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运输企业。公司的铁路运输、物流等相关业务
实际发生过程中，将与大量不特定其他铁路运输等相关企业相互提供服务，公司
无法全面准确确定具体的关联交易对象及其交易金额。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铁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所属的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
他铁路运输、非运输企业基本都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的全资、控股或合资企业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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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国铁集团为公司特种箱运输提供服务
2013 年 6 月，铁路实施货运组织改革。在本次货运组织改革之前，公司第
一大股东中铁集装箱公司作为铁路集装箱承运人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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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传达等多项综合服
务，公司按特种箱使用费的 20%向中铁集装箱公司支付综合服务费。铁路货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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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后，为确保公司继续顺利经营铁路特种箱业务，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本公司重
新签署了《铁路特种箱服务协议》，服务费用标准不变。2021 年公司就上述相关
服务所支付的服务费为 3,169.24 万元，预计 2022 年该项服务费为 3,102.45 万元。
2、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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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定相
关业务合同，由其为沙鲅铁路公司提供铁路运输通信设备代维修及租用电路等服
务。2021 年沙鲅公司就该服务支付费用 22.81 万元，2022 年预计服务费为 22.80
万元。
2）《运输服务协议》
为确保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的《运输服务协议》，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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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度支付的服务费用 324.76 万元，预计 2022 年服务费用
为 324.90 万元。
3）《铁路机车牵引服务合同》
为确保沙鲅铁路运输生产的需要，根据公司与沈阳铁道设备运营服务有限公
司签定的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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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就该项业务实际支付费用
2,809.60 万元，预计 2022 年支付费用为 3,625.40 万元。
3、公司根据沙鲅铁路运输需要按行业相关规定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相关企业支付货车占用费及接触网电费
1）支付货车占用费（与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铁路行业相关规定，公司沙鲅铁路运输经营需要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货运中心支付货车占用费。2021 年沙鲅公司支付货车占用费
4,895.72 万元，预计 2022 年支付货车占用费 4,664.20 万元。
2）支付接触网电费（与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铁路行业相关规定，公司沙鲅铁路运输经营需要向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供电段支付接触网电费。公司 2021 年度支付的电费 860.58 万元，
预计 2022 年电费为 1,08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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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保证公司铁路特种箱业务运营接受相关关联企业服务
1）接受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所属分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公司接受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及所属部分分公
司提供的国内货物运输服务以及中亚班列国际货物运输服务。2021 年该项业务
实际支付费用 476.50 万元，预计 2022 年支付费用为 499.66 万元。
2）接受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境外货物运输服务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铁龙国际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铁洋多式联运有限
公司接受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欧洲至中国境内的运输和延
伸服务。2021 年该项业务实际支付费用 784.89 万元，预计 2022 年支付费用为
1,635.87 万元。
5、接受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软件开发及数据服务
根据公司多式联运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研发的需要，公司接受北京经纬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项目系统软件开发服务，主要包括“箱伴而行”系统和“诚
运天下”平台的研发服务。2021 年该项研发服务实际支付费用 939.05 万元，预
计 2022 年支付平台项目数据服务费用等为 471.70 万元。
（二）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向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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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属部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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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3,183.27 万元，预计 2022 年
发生金额 2,598.00 万元。
2、向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中铁集装箱境外堆场管理服务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铁龙国际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铁洋多式联运有限
公司向中铁集装箱欧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中铁集装箱境外堆场管理服务，主
要服务内容包括管理中铁集装箱在境外堆场的入场、出场、装卸和修理，并按照
市场价格收取费用。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3,809.38 万元，预计 2022
年发生金额 4,181.74 万元。
3、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公司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货物运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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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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299.20 万元，预计 2022 年发生金额 320.00
万元。
4、向大连中铁外服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提供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中铁铁龙（大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大连中铁外
服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提供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并按照市场价格
收取费用。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2,132.46 万元，预计 2022 年发生金
额 3,967.51 万元。
（三）租赁关联方资产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租赁大连铁越集团有限公司房屋及设备
公司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租赁经营大连铁越集团有限公司房屋及设备，
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586.59 万元，预计 2022 年发生金额 586.59 万
元。
2、租赁铁总服务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房屋
公司根据业务经营及办公需要，租赁经营铁总服务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管理
的部分房屋作为办公场所，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1,211.13 万元，预
计 2022 年发生金额 1,211.13 万元。
（四）向关联方租赁资产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沙鲅铁路分公司向
大连中铁外服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租赁房屋作为办公场所，并按
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2021 年度该项业务实际发生金额 33.03 万元，预计 2022
年发生金额 33.03 万元。
（五）与铁路运输清算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中国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所属的相关运输企业为公司沙鲅铁路货运业务
提供服务或接受服务。
按照 2018 年初开始实施的铁路运输清算办法，公司沙鲅铁路货物运输收入
的清算由原来的“分段计算、管内归已，直通清算”方式改为以承运企业为核算
主体的“承运清算”方式，收入成本发生巨大变化。沙鲅铁路公司发送货物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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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收取的（货票）收入扣除铁路建设基金等项目后全部计入公司作为承运人收入，
同时需要向货物途经的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新清算办法》支付机车牵引、线
路使用、车辆服务、到达服务、综合服务等费用，属于接受关联方劳务性质的关
联交易。接卸到达货物时，将按《新清算办法》收到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发站承运
人支付的到达服务、线路使用、车辆服务等费用，属于为关联方提供劳务性质的
关联交易。
上述相互支付服务费用所依据的清算价格是行业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属于商
业定价，属行业管理定价，并已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具有国家定价的属性。
2021 年度上述接受关联方服务类型的关联交易公司所支付的清算费用为
94,021.66 万元，预计 2022 年度为 104,334.30 万元；2021 年度上述属于为关联方
提供服务类型的关联交易公司所获得的清算收入为 22,309.25 万元，预计 2022
年度为 26,9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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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延续
2013 年铁路行业改革之前的非关联交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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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铁路运输清算产
生的关联交易也都是的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确定交易价格或是执行行业
统一管理定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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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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