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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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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顺丰控股”）及下属公司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2020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
司）拟在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
限为 250 亿元。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遵循审慎经营原则，开展授信及对外担保时，
有相应明确的授权体系及制度流程支撑。 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伍玮
婷女士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 并授权伍玮婷女士根据
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尚需提交
至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预计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发展战略和资金预算，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对外担保

额度有效期限内向以下列示下属公司提供合计 250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下属
公司信息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预计担保总
额(万元人民

币)

1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100% 150000 万
元人民币 李胜

航材及维修工具的
销售，租赁，货运场
站服务及与主营业
务有关的地面服务

20000

2 顺元融资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100% 37000 万

元人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3 顺元一号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4 顺元二号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5 顺诚融资租赁(深
圳)有限公司 100%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6
顺诚前海一号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
司

100% 1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7
亿顺前海二号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
司

100% 1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8 顺诚一号(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9 顺诚二号(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10 顺诚三号(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11 顺诚四号(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12 顺诚五号(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10 万元人

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13 顺恒融资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100% 17000 万

元人民币 OOI BEE TI 融资租赁业务 10

14
蔚景有限公司
(LUXURIANT VIEW
LIMITED)

100% 1 美元 — 投资业务 10

15
妙机有限公司
(ABLE CHANCE
LIMITED)

100% 1 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16

明迅投资有限公司
(FAST

BRILLIANT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00

17

迅扬投资有限公司
(FAST SPREAD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18

迅星(香港)有限公
司

(SPEED STAR
(HONG KONG)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19

迅翔投资有限公司
(FAST FLIGHT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0

迅岚投资有限公司
(FAST

BLIZZARD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1

迅音投资有限公司
(FAST SONIC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2

迅连投资有限公司
(FAST LINK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3

迅云投资有限公司
(FAST CLOUD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4

迅程投资有限公司
(FAST TRIP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5
隽盈投资有限公司

(Smart Earn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美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26

迅传投资有限公司
(FAST

DELIVER
INVESTMENT
LIMITED)

100% 1 万港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30000

27 深圳市顺丰供应链
有限公司 100% 70000 万

元人民币 吴国忠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
配套服务，国内贸易 10000

28 深圳市丰泰产业园
投资有限公司 100% 58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产业园开发建设和
经营，物业管理，自
有物业租赁

1000

29
深圳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 48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受托资产管理，电子

商务产业园管理 1000

30 深圳宏捷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100% 5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管
理 10

31
深圳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产业园的管理，物业

管理 10

32
泰州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运
营管理，经济信息咨
询，物业管理，房屋
租售

10

33
苏州市丰泰跨境电
商产业园服务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产业园管理，物业管

理 10

34 泰兴市丰泰产业园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产业园运营管理，物
业管理，房屋租赁， 10

35 无锡市捷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与咨询； 1600

36 淮安市丰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480

37 泉州市丰裕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1500

38 义乌市丰预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2000

39 合肥市捷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与咨询； 500

40 北京丰预泰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咨询；物业
管理； 100

41 长沙市宏捷产业园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高敏
产业园运营管理；企
业管理服务；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

100

42
深圳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物业管理，物业租售

代理 10

43 上海丰泰源兴物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
租赁，酒店管理 10

44 深圳市丰泰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劳坚伦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
项目技术咨询 10

45 郑州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2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46 合肥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4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管
理 10

47 嘉兴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4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管
理，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物流仓储服务

10

48 温州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9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的
开发，建设，管理，实
业投资及投资管理

10

49 无锡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25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物业管理(凭有效资
质证书经营) 10

50 武汉丰泰电商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26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60000

51 沈阳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1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开
发建设，投资和经营
管理

10

52 天津顺丰丰泰电商
产业园有限公司 100% 23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20010

53 芜湖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9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管
理 10

54 长春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9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10

55 盐城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7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56 西安市丰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6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57 长沙捷泰电商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9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产业园运营管理，物
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10

58 贵州丰泰电商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2500

59 北京华宝陆通汽车
投资有限公司 100% 23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60 成都市丰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61 上海丰预捷泰实业
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供应链管理，仓储管
理；物业服务； 54000

62 威海市捷泰电商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4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63 佛山市润众工业投
资有限公司 100% 128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对工业，商业进行投
资 10

64 南京丰泰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8500

65 重庆市顺丰捷泰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66
马鞍山市丰润泰电
商产业园管理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67
佛山市丰预泰产业
园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100% 90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500

68 南昌市丰泰产业园
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梁志刚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69 徐州市丰泰产业园
管理有限公司 100% 15000 万

元人民币 梁志刚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70 马鞍山市丰预泰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8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企业管理与咨询；物
业管理 100

71 晋江市捷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1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企业管理与咨询；物
业管理 2000

72 拉萨市丰泰产业园
管理有限公司 100% 4000 万元

人民币 贾永建 电子商务产业园运
营管理 10

73 赣州市丰泰产业园
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梁志刚 电子商务产业园运
营管理 10

74 厦门市丰预泰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运
营管理 10

75 新疆丰捷泰产业园
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运
营管理 10

76 南通市丰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25000 万

元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与咨询； 19000

77 海口丰泰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1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电子商务产业园运
营管理 10

78 深圳顺铠科技有限
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计算机软件的研发
与设计 10

79 深圳意丰科技有限
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计算机软件的研发
与设计 3000

80 泉州市丰预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7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电商产业园运营管
理，物业租赁 10

81 扬州市丰预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40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产业园管理，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 100

82 昆明宝顺智拣投资
有限公司 51.00% 18000 万

元人民币 梁志刚

项目投资；物业管
理、自由房屋租售；
供应链管理、仓储服
务、物流服务；

25000

83 南宁市丰预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35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企业管理服务；物业
服务；房屋租赁；仓
储服务；道路货物运
输

100

84 苏州市丰预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杨涛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产业园运营管理；物
业管理；

51000

85 嘉兴丰预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23800 万

元人民币 梁志刚 企业管理与咨询； 10

86 中山市润捷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企业管理咨询 1100

87 杭州振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吴国忠 接受企业委托从事
资产管理 3500

88 深圳誉惠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00% 25000 万

元人民币 杨尊淼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
咨询，投资兴办实业 10

89 东莞顺丰泰森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卢致椿 企业管理咨询；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 10

90 深圳拓丰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为产业园提供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网络信息技术开
发；信息技术外包；

100

91 深圳市意荣丰科技
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为产业园提供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网络信息技术开
发；信息技术外包；

100

92 深圳裕丰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为产业园提供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网络信息技术开
发；信息技术外包；

100

93 深圳意慧丰科技有
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为产业园提供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网络信息技术开
发；信息技术外包；

100

94 北京益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物业管理。 1000

95

固特发展有限公司
(GOODEAR

DEVELOPMENT
LIMITED)

100% 1 美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96
達譽國際有限公司

Fame Trend
International Ltd

100% 10 港元 — 产业园拿地项目 10

97 深圳意润丰科技有
限公司 100% 1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计算机软件的研发
与设计 800

98
陽帆控股有限公司

SUNNY SAIL
HOLDING LIMITED

100% 1 美元 — 投资控股 10

99

翠玉控股有限公司
(CHUI YUK

HOLDINGS
LTMITED)

100% 1 美元 — 暂无实际业务开展 10

100
紀澈有限公司

CRYSTAL ERA
LIMITED

100% 10UDS —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物业管理。 10

101 顺丰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100%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OOI BEE TI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
务和融资、咨询顾问 10000

102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200000 万

元人民币 王卫
供应链管理；资产管
理、资本管理、投资
管理。

100

103 深圳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15000 万

元人民币 郝增喜

承办空运，陆运进出
口货物及过境货物
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

2000

104 深圳市顺路航空货
代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郝增喜
一，二类(国际，国内)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
业务

5000

105 辽宁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申伟 普通货运，货运代理
服务 1000

106 山东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姚怀龙

普通货运(有效期限
以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为准)，国内国际
货运代理

200

107 西安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5000 万元

人民币 孙兴旺
普通货物运输(未取
得专项许可的项目
除外)

1000

108 浙江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徐前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
运输(冷藏保鲜) 3000

109 泉州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陈加平
普通货运道路运输，
国内外普通货物运
输代理

800

110 厦门市顺路物流有
限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罗乔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运输) 500

111 贵州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范福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汽车租赁，货物专用
运输冷藏保鲜

100

112 江西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熊晓斌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物专用运输，仓储 100

113 河北顺路物流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张晓玲 普通货运，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 100

114 北京顺城物流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姚怀龙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
运输(集装箱)，国际，
国内航空货运代理

5000

115 江苏汇海物流有限
公司 100% 9500 万元

人民币 巩继刚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16 无锡汇海永丰物流
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巩继刚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
保鲜)，

100

117 上海顺城物流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巩继刚
普通货运，仓储服
务，人力装卸服务，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1500

118 湖北顺丰运输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郭彦莹

承办空运，陆运进出
口货物及过境货物
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普通货运

500

119 成都泰顺物流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范福祥
货运信息咨询服务，
货运代理，装卸搬运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2000

120 重庆汇益丰物流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范福祥

货运代理，装卸服
务，搬运服务，物流
信息咨询，道路货运
经营

3000

121 广州汇益物流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郝增喜 物流代理服务 100

122 宁波顺城物流有限
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黄伟 普通货运(在许可证
有效期内经营) 200

123 河南汇海物流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郭彦莹

国际货运代理，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设备)

200

124 顺丰医药供应链有
限公司 100% 20000 万

元人民币 高智勇 道路货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100

125 顺丰医药供应链(黑
龙江)有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高智勇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道路运输代理服务 100

126 顺丰医药供应链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高智勇
货物快运代办服务，
物流信息咨询，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

100

127 顺丰医药供应链(吉
林)有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高智勇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道路运输代理服务 100

128 成都顺意丰医药有
限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高智勇 销售医疗器械，货运
代理，普通货运 100

129 顺丰医药供应链湖
北有限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高智勇 供应链管理;普通货
运;国际货运代理 100

130 深圳恒锋综合物流
有限公司 100% 5000 万元

人民币 魏昊

国际、国内货运代理
业务；装卸服务；经
营进出口业务；普通
货运；仓储服务。

100

131 顺丰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 100% 5000 万元

人民币 危平

国际货运代理，货物
冷链运输以及冷藏
车运输，货物运输、
货物仓储服务

100

132 北京顺丰冷链物流
有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危平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道路运输代理服务 100

133 安徽顺丰通讯服务
有限公司 100% 5000 万元

人民币 江薇薇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呼叫中心业
务

150

134 深圳顺丰通讯服务
有限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陈桂香
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

100

135 江苏顺丰通讯服务
有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肖萍

数据处理，软件开
发，通讯设备的研
发，销售及相关技术
服务

100

136 深圳市顺丰信息服
务科技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陈桂香
项目投资咨询，信息
技术、服务外包，软
件的开发与应用。

100

137 西安顺丰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刘远源
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

50

138 天津顺路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张晓玲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
运输(冷藏保鲜，集装
箱)，货物运输代理，
仓储服务

50

139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100% 15000 万
元人民币 陈雪颖

国际货运代理，国
内，国际快递，普通
货运

17300

140 浙江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冯黎
国内快递，国际快
递，普通货运，报关
业务

2000

141 宁波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50 万元

人民币 黄伟
国内快递，国际快
递，普通货运，报关
业务

3000

142 顺丰速运(湖州)有
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冯黎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43 台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50 万元

人民币 张佳伟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44 温州顺衡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叶献伟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145 丽水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758.1588
万元人民

币
郭庆文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46 舟山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黄伟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0

147 嘉兴顺丰运输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冯黎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48 绍兴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冯黎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49 金华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郭庆文 快递业务，货运经营 200

150 顺丰集团衢州运输
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郭庆文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51 江苏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姚鲁德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50

152 淮安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4000 万元

人民币 韩涛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53 宿迁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韩涛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54 镇江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喻运平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55 连云港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韩涛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56 无锡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4200 万元

人民币 李兵 国内快递及国际快
递 500

157 泰州顺丰运输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李兵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58 顺丰运输(南京)有
限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姚鲁德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600

159 徐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韩涛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60 顺丰运输(常州)有
限公司 100% 550 万元

人民币 喻运平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61 南通顺丰速递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徐翔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62 扬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喻运平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及冷链运输，汽车租
赁，国内、国际快递

100

163 盐城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徐前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64 苏州工业园区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 100% 510 万元

人民币 李佳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500

165 福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6020 万元

人民币 吕泽南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300

166 泉州顺丰运输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赵刚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67 龙岩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赖裕年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68 漳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700 万元

人民币 赖裕年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69 莆田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赵刚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70 三明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吕泽南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71 宁德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吕泽南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72 厦门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赖裕年
快递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国内货运代
理，国际货运代理

400

173 南平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吕泽南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50

174 顺丰速运(沈阳)有
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胡思久
普通货运，承办空
运，陆运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业务

500

175 大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侯爱鸣 快递业务，货运经营 100

176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5000 万

元人民币 姚俊

国际快递业务，跨省
快递业务，省内快递
业务，道路货物运
输，国际货运代理

2500

177 汕头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王勇刚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78 汕尾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王勇刚 快递业务，货运经营 50

179 汕头市澄海区顺丰
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王勇刚 国内，国际快递 50

180 佛山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576.493
万元人民

币
邱保东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0

181 肇庆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邱保东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

182 山东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4300.7 万

元人民币 郭隽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0

183 烟台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丁松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184 青岛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丁松 普通货运，办理国，
国内快递业务 500

185 威海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丁松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186 潍坊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300.7 万

元人民币 王钢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200

187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孙会东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188 郑州顺城物流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杨涛
仓储服务，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从事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50

189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刘晓利
普通货物运输，国际
国内快递(不含私人
信函)

1500

190 顺丰速运集团(上
海)速运有限公司 100%

2182.353
万元人民

币
周海强

承办进出口货物，国
际展品，私人物品及
过境货物的国际运
输代理业务

1200

191 上海成百科技有限
公司 100% 200 万元

人民币 周海强

计算机软件开发，信
息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50

192 中山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146.1754
万元人民

币
马家彬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193 揭阳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王勇刚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

194 西安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482.8999
97 万元人

民币
张宗坤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0

195 武汉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730.935 万

元人民币 王锋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196 云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500 万元

人民币 董哲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0

197 上海顺啸丰运输有
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周海强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198 珠海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马家彬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

199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陈沛华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0

200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贾永建
普通货运，货运配
载，货运代理，国内
快递及国际快递

500

201 顺丰速运(宁夏)有
限公司 100% 3800 万元

人民币 糜祖荣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202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潘韦

承办空运，陆运进出
口货物及过境货物
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

1000

203 武汉顺衡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潘韦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普通货运；国内快
递；装卸搬运服务；
供应链管理。

500

204 贵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杨都利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05 上海顺意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周海强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06 顺丰速运(惠州)有
限公司 100% 1508 万元

人民币 张栋 快递业务，货运经营 100

207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刘晓冬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208 吉林省顺丰速递有
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蒋义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09 青海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王书槐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210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王耀辉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200

211 上海顺衡物流有限
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周海强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3000

212 江门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马家彬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13 江西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熊晓斌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0

214 赣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熊晓斌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300

215 黑龙江省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史立臣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国内快递及国际快
递

300

216 河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李复昌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200

217 廊坊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4000 万元

人民币 徐保成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

218 兰州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王书槐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19 顺丰速运(东莞)有
限公司 100% 4173.22 万

元人民币 沈洪久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业务 3000

220 湛江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马家彬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21 顺丰速运(天津)有
限公司 100%

734.68120
2 万元人

民币
郭宏宇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300

222 天津顺丰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郭宏宇
自营和代理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代理报
关

10

223 山西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0 万元

人民币 姜新峰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24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田猛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

225 顺丰速运重庆有限
公司 100% 4000 万元

人民币 陈建联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0

226 梅州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张栋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

227 潮州市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王勇刚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50

228 天津顺丰速递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郭宏宇
国内快递，国际快
递，普通货运，报关
业务

500

229 内蒙古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何斌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

230 西藏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贾永建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00

231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王锋 普通货运，国际快
递，国内快递 1500

232 广东顺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潘葛

计算机网络技术开
发，网上贸易，网上
咨询，网上广告，网
络商务服务

500

233 深圳市顺丰研究院
有限公司 100% 50 万元人

民币 陈飞
物流，快递，供应链
等领域相关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

50

234 深圳市顺成供应链
服务有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庄易存

与供应链相关的信
息咨询，供应链综合
服务，供应链解决方
案设计

200

235 广州顺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易国胜 贸易代理，货物进出
口 50

236 宁波顺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徐前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50

237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100% 5000 万元
人民币 卢致椿

从事网络技术，信息
技术，电子产品技术
的开发，服务，咨询
和转让

100

238 顺丰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卢致椿
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

50

239 顺丰创新技术有限
公司 100% 45000 万

元人民币 卢致椿

网络技术、信息技
术、电子产品技术的
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

10

240 广州顺丰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苏转仪
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国内
货运代理；

10

241 浙江顺丰泰鼎置业
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万

元人民币 冯黎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

242 深圳顺丰快运股份
有限公司 100% 108000 万

元人民币 黄贇 企业管理；供应链管
理 100

243 东莞市嘉达快运服
务有限公司 100% 400 万元

人民币 曾治平 普通货运，快递，报
关服务 100

244 深圳市顺丰快运有
限公司 100% 180000 万

元人民币 黄贇

国内、国际货运代
理；仓储服务；城市
配送、城际配送、配
送。

2000

245 广东顺心快运有限
公司 58.72%

6984.1049
万元人民

币
黄偲海 道路货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 1500

246 北京顺心捷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钟国灵

供应链管理；企业管
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推广、技
术咨询

150

247 杭州顺心捷达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钟国灵

普通货运；装卸服
务；搬运服务；国内
货运代理；仓储服
务；

600

248 上海顺竹心合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刘洪斌

道路货物运输，装卸
搬运服务，货物运输
代理，仓储服务；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

500

249 东莞顺家心快运有
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关基深 道路货物运输；国际
货运代理； 200

250 深圳顺心捷达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关基深
国际货运代理；国内
货运代理；报关代
理；仓储服务。

150

251 苏州顺合心快运有
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陈宥任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搬运装卸服务；仓储
服务；国际运输代理
业务；

200

252 无锡顺合心快运有
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钟国灵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装卸搬运；国际货运
代理；货物报关代理
服务；

150

253 河南顺心捷达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刘洪斌

道路普通运输；仓储
服务；道路货物专用
运输；装卸搬运服
务；

50

254 厦门顺家心快运有
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廖文华
道路货物运输；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快递
服务；装卸搬运；

50

255 盘锦顺心捷达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许玉涵
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国际货运代理服务；
货物报关代理服务；

50

256 安徽顺合心快运有
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钟国灵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包装、装卸、搬运服
务；货物运输代理；
仓储服务；

50

257 山东顺心快运有限
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李启涛
道路货物运输；搬运
装卸服务；物流服
务；仓储服务

450

258 云南顺竹心丰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吴架孙

普通货物运输经营；
航空货物运输；国际
货运代理；货物报关
代理服务；

50

259 新疆顺心捷达快运
有限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王华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装卸搬运;货物运输
代理;打包服务;仓储
服务;

50

260 山西顺心快运有限
公司 58.72% 500 万元

人民币 许玉涵

道路货物运输;运输
货物打包服务;装卸
搬运服务;货物运输
代理;普通货物仓储;

50

261 陕西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罗建军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国内、国际货运代
理；

100

262 湖南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罗建军
普通货物运输；国内
货运代理；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

200

263 长春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李纯宝
城市配送、城际配
送；国内、国际货运
代理；

150

264 江苏顺和丰快运有
限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马鸿飞

道路货物运输；国内
货运代理；搬运装卸
服务；仓储服务；货
物配送服务；供应链
管理；

1000

265 广州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1000 万元

人民币 张邦冕
装卸搬运;道路货物
运输代理;国际货运
代理;道路货物运输;

2500

266 四川顺和丰快运有
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林晖钢
国内、国际货运代
理；从事装卸、搬运
业务；

300

267 北京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李纯宝

道路货物运输；国
内、国际海上、陆路、
航空货运代理；装卸
服务；供应链管理

1000

268 海南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张邦冕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货物运输代理，装卸
搬运，城市配送，供
应链管理服务

100

269 安徽顺和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程宏强

国际、国内货运代
理；普通货物道路运
输、装卸、搬运；城市
配送；

350

270 贵州顺丰智达快运
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罗建军

普通货运道路运输；
货运代理；装卸、搬
运服务；配送服务；
供应链管理；

100

271 广西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张邦冕
道路货物运输；仓储
服务，国内国际货运
代理

250

272 厦门市顺和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贾林
供应链管理；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

300

273 青岛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郑立友

国内货运代理、国际
货运代理；装卸服
务；搬运服务；供应
链管理；

150

274 山东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郑立友 道路货物运输；国
内、国际货运代理； 400

275 河北顺和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李纯宝
供应链管理；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

150

276 大连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300 万元

人民币 李纯宝

道路货运、普通货物
仓储；国内货运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

300

277 东莞顺丰智达物流
有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张邦冕 道路普通货运；国内
货运代理； 400

278 天津顺丰智达物流
有限公司 100% 2000 万元

人民币 李纯宝
道路货物运输；国内
货运代理；航空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

200

279 天津顺丰快运有限
公司 100% 500 万元

人民币 李纯宝 道路货物运输；国内
货运代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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