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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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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项目名称：1、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2、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3、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 

 新项目名称及投资总金额：购置500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投资总金额

为人民币27,470.00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调减募集资金

90,611,176.20元，“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和“芜湖汽车零部物流

基地项目”全部剩余募集资金184,088,823.80元,共274,700,000.00元

投入到新项目中。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2018年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2016 年 6月 2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3号）文核准，本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1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发行

价格每股 15.4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7,354,3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33,717,1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3,637,200.00 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16年 8月 4日“XYZH/2016BJA20645”号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IPO募投已使用148,830,073.60元，使用率25.50%， 



募集资金余额445,026,543.68元（含利息及理财收入）。各专户余额情况具体如

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已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率 目前专户余额 

1 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90,287,100.00   94,256,721.05 49.53% 99,284,692.46 

2 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135,889,700.00   - 0.00% 136,031,775.06 

3 
智慧物流一体化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 
39,290,000.00 28,441,552.55 72.39% 5,781,466.70 

4 
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

项目  
46,580,400.00   60,000.00 0.13% 48,057,048.74 

5 
长春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

项目 
171,590,000.00   26,071,800.00 15.19% 871,560.72 

合计 583,637,200.00 148,830,073.60 25.50% 290,026,543.68 

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总余额差异额系购买的55,000,000.00元 的募集资金专户

交通银行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1亿元导致。 

本次变更的投向的总金额为274,700,000.00元，占总筹资额的47.07%，变更

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购置500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拟投资总金额为人

民币274,700,000.00元。本项目涉及关联交易，此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同时公司保荐机构也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具体事项请参

考公司同日发布的2017-065号公告。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非

关联董事均同意此次变更，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本项目已取得了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海发改投资备字[2012]21 号），实施主体为唐山长久物

流有限公司，总投资 19,028.71万元，投资资金明细如下表所示（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及其他费用 15,053.39 79.11% 

2 设备购置费用 410.50 2.16% 

3 土地购置费用 2,675.00 14.06%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4 铺底流动资金 889.82 4.68% 

 合计 19,028.71 100.00% 

项目建设期预计为24个月，前3个月完成项目前期研究及立项、初步设计和

建设监理招标、施工图设计及施工招标。第4-8月完成土建工程和设备订购。第

9-12个月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和员工招聘、培训。第13-24个月完成封闭库建设及

露天仓储场地扩建。项目投资建设完成后，预计新增年均营业收入81,430.88万

元，年均净利润5,947.30万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22.21%，税后动态投资回

收期为8.02年。 

2、实际投资情况：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唐山长久物流有限公司，目前累计投

入金额为94,256,721.05元，其中建筑工程及其费用37,599,865.71元、土地购置

费用56,656,855.34元，本项目已经基本建设完成，2012年至2016年共实现收入

1,923,319,546.91元、净利润176,675,872.41元，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由公司财务

部根据要求统一调配及安排，建设已形成的资产后续将继续作为仓储发运场地使

用。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项目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并实际运营，目前主要用于一汽马自达、柳州五

菱、天津丰田、广州丰田等品牌商品车的仓储及运输服务。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

展，本次拟调减募集资金规模90,611,176.20元用于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673,516.26元将继续用于项目的后续建设，本次调减不会对后续实施造成影响。  

（二）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本项目取得了北京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项

目备案通知书（京顺义发改（备）[2012]64 号）、（京顺义发改（备）[2015]7

号），实施主体为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 22,153.00万元，投资资

金使用计划明细如下表所示（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1 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 16,145.42 72.88% 

2 场地租赁费 4,622.40 20.87% 

3 铺底流动资金 1,385.18 6.25% 

 合计 22,153.00 100.00% 



项目计划4年时间建设完成，计划用于购置运输设备的资金分四批在四年中

逐步投入。项目可分为四个阶段：前期研究及立项、初步设计和建设监理招标、

土建施工、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项目具体实施进度见下表： 

项目内容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项目前期工作     

运输设备订购     

配套设备订购      

土建工程施工     

设备安装调试      

预计项目投入运营后，年均营业收入44,443.50万元，年均净利润5,619.77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27.30%，动态投资回收期为6.13年。 

2、实际投资情况：收到募集资金后，无实际投入。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公司于2016年8月收到IPO募集资金，2016年8月18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的《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治

理方案”或“方案”），2016年9月21日起，全面禁止“双排车”通行，并督促

汽车整车物流企业更新改造不合规车辆运输车，2017年底前完成60%，2018年7

月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随着国家政策的发布与实施，汽车

物流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路运输的运输工具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带来

公路运输成本的变化。由于进口车项目是2013年规划的项目，项目实施的主要内

容为购买160台自动装卸车，其平均成本为100万元一台，其成本和规格已经不符

合目前政策条件下的公路运输的要求，且相应的项目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因此，

本次拟变更为符合国家标准和产业实际需求的中置轴轿运车。鉴于该项目至今还

未实施，募集资金也未投入使用，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不会对该项目造成

影响。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将会变更至购买符合国家要求和产业实际的中置轴运输

车项目中，该项目预期将给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运力保障和利润来源，因此，本

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影响。 

（三）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 



1、原计划投资情况：本项目取得了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开备[2014]10 号）、芜湖市环保局同意“芜湖汽车零部

件物流基地项目”的审批意见，实施主体为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

4,658.04万元，投资资金使用计划明细如下表所示（金额：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及其他费用 3,270.50 70.21%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999.36 21.45% 

3 铺底流动资金 388.18 8.33% 

 合计 4,658.04 100.00% 

本项目计划1年时间完成，共分四个阶段：前期研究及立项、初步设计和建

设监理招标、土建施工、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如下图所示： 

项目内容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项目前期工作     

设备订购     

土建工程施工     

设备安装调试     

预计项目投入运营后，新增年均营业收入5,541.29万元，年均净利润848.09

万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8.29%，税后动态投资回收期为7.98年。 

2、实际投资情况：该项目实际投入6.00万元，主要为公司所支付的环境影

响评估等费用，后续无其他实际投入。 

3、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项目计划在安徽省芜湖市建设集仓储、干线运输/支线配送、包装、增值

业务于一体的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主要为以奇瑞汽车为主的各地汽车生产厂商

和经销商提供零部件物流服务。由于项目设计日至募集资金到位间隔时间较长，

奇瑞汽车的车型投放发生了变化，部分车型转移到开封、鄂尔多斯、大连等基地

相继进行量产，同时，其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也布局在山东齐河、安徽巢湖和

河北石家庄。因此，在芜湖设立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已经不再符合战略规划，本

次拟将其整体变更为购买合规的中置轴轿运车，用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三、详细介绍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项目概要 



新项目“购置500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总投资额27,470.00元，具体如下： 

1）中国重汽T5G底盘4X2驱动中置轴列车：共计采购300台，车辆价格50.48

万元/台，购置税约4.3万元/台； 

2）一汽解放J6底盘6x2驱动中置轴列车：共计采购200台，车辆价格约50.83

万元/台，购置税约4.35万元/台； 

上述采购标的累计500台，车辆总金额25,310.00万元，购置税总金额约

2,160.00万元，合计约27,470.00万元。此次采购为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吉林省长久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长久（滁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采

购，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与2017

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17-065号公告。 

上述资金预计将在2017年底前支付给长久专用车，标的中置轴轿运车预计将

在2017年年底交付完毕。根据行业平均特点，动态投资回收期约为7.14年，预计

年平均产值为4.1亿元,预计年平均利税总额5,200万元, 目前不存在资金缺口。 

（二）项目必要性 

（1）采购自有运输车辆的必要性。根据2016年8月18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的《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治理方案”或“方案”），2016年9月21日起，全面禁止“双排车”通行，并

督促汽车整车物流企业更新改造不合规车辆运输车，2017年底前完成60%，2018

年7月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各中小承运商为满足治理方案的

相关要求，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新增符合规定的车辆，但由于受到资金和融资能力

的限制，无法在短期内通过自身采购满足运能的需求。公司拟采购合规中置轴车

辆，一方面以应对运力逐步淘汰的状况，在满足现有存量业务运力需要的同时开

拓新市场业务，另一方面，公司将根据自有运力的运行情况，更加及时准确的掌

握运输成本的市场情况，使公司在制定运输成本价格时更为合理。 

（2）选择中置轴车型的必要性。根据工信部修订的《汽车、挂车及汽车列

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及治理方案的规定，2018年7

月1日后合规车辆只有中置轴车辆及标准六位半挂车，中置轴轿运车在采购价格

上高于目前六位半挂车，但其装载数量为7-9台，高于标准的六位半挂车。根据



中置轴轿运车装载量、结构与性能特点，将其与目前六位半挂车相对比，通过中

置轴轿运车运输方式，根据测算，可节省单台商品车运输成本约5%-10%，其经济

性能优于六位半挂车。 

（3）选择关联方长久（滁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专用车”）

的必要性。中置轴车辆在国内是新车型，在选择供应商时，车辆性能、价格、厂

商的产能均为重要的考虑因素。长久专用车是国内第一批取得正式公告的中置轴

制造商。2017年1月23日，交通运输部第37批道路运输车辆燃油消耗达标车型的

公示榜中，长久专用车的中置轴轿运车CHX5240TCL车辆运输车(列车)及车辆运输

车(牵引货车)成为轿运车行业首台通过中国燃油公告的运输车车型。长久专用车

具有自主专利技术，使用空气悬挂技术。长久专用车在车辆运输车项目上，目前

已申报21项专利。长久专用车借助其全球专利的三维仿生制动蹄铁接触结构，使

蹄铁在受力情况下回位更顺畅，保障了行驶安全性。而牵引球+稳定摩擦环牵引

装置，则能够有效的防止列车发生折叠、甩尾等现象。为避免装卸车辆时发生磕

碰现象，长久中置轴车辆运输车还采用摆线马达带动丝杠专利技术，控制上层平

台升降，以此确保上层平台各升降点升降平稳。采用空气悬挂，在车辆行驶时，

冲击小，对运输物品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使用空气悬挂后，可延长车辆的使用

寿命，轮胎寿命可延长12%以上。载台灵活多变的设计，不仅使装载重心更低，

混搭能力更强，还使容载量发挥到最佳，比其他厂家同类产品多载1-2台车。目

前长久专用车年产能达到6000台，能够保障车辆的及时交付。  

（三）项目公允性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7）第YCV1172号《资产

评估报告》，本次项目购置的500台中置轴轿运车单台价格与评估报告相符。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2016年我国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4.46%，达到2,811.88万辆，销售同比增长

13.65%达到2,802.12万辆，产销量均位列全球首位。我国汽车市场依然有着巨大

的发展潜力，预示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汽车物流市场需求量将保持增长。

在治理方案正式实施期间，运输车单台装载量的下降及不合规车辆的逐步退出将

导致全社会运力短缺。虽然公司合作的承运商在合规运力方面加大了投入，但由



于其资金规模有限，有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运力保障。因此，公司直接购置合规中

置轴运力，有助于公司稳定存量业务，同时在新业务开展中也更具竞争力，对公

司持续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意义，保证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二）风险提示 

1、本公司所属行业与宏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受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若未来经济景气度持续低迷甚至下滑，将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2、目前本项目受到国家政策影响较大，未来如果国家调整相应政策，可能

会使得项目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3.随着未来中置轴车辆数量的增加，行业竞争可能会加剧，可能存在价格下

降，使项目经济效益不能按期实现的风险。公司将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增强服务

标准及质量，提高市场占有率。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是基于市场变化和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而制定，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3、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长久物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出于市场变化以及公司自身实

际情况，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长久物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保荐机构对长久物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