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输优化方案

节省 25%

物流运输费用

越南铁路集装箱运输

越南铁路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Ratraco Solutions)

胡志明办公室地址: 越南胡志明市，新平郡第4坊厚江路bis 21 号
河内办公室地址：越南河内市南慈廉郡，美庭坊，尊室说路2号

公司税号: 0316136487
公司网站 : RatracoSolutions.com
邮箱: Toannguyen@Ratraco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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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RATRACO 铁路运输和贸易股份公司是越南铁路集团成立于2000年的运输部门，经过不
懈地努力和发展，RATRACO不断扩大规模和业务范围，以迅速响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
求。经过近20年的运营，公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RATRACO品牌在以下主要业务领域
得到了肯定：

1.货物运输

»国内运输（集装箱整箱，拼箱，散货）

»国际进出口的运输（从越南至-中国，俄罗斯，欧盟）

»自行式冷藏集装箱运输

»运输汽车整车，汽油和液化天然气油罐箱（P，NR）

2.进出口服务

»报关代理

»贸易货物进出口

愿景

凭借在物流领域近20年经验背景和能力，Ratraco的目标是将公司打造成为越南领先
的物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并覆盖该地区和世界各地， 成为国内外客户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

使命

建立涵盖公路，铁路，海运，航空的多式联运系统，以及遍布越南的配送中心系
统，以满足越南以及国际客户的最大服务需求。

不断提高质量和服务，以优化运营并为客户优化成本。

为客户提供高效物流解决方案，保障出色的服务，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从而为促
进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做出积极贡献，从而造福社区和社会。

核心价值

顾客：

Ratraco始终以为客户寻找解决方案和提供最佳服务以满足所有客户需求为动力。

员工：

人力资源是业务成功的核心基础，我们始终努力创造专业的环境，促进增长，基于平
等价值和尊重员工期望，提高员工待遇为目标。

诚信：

诚信，透明和商业道德是Ratraco所有活动的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公平，透明的工
作和商业环境。

提高：

Ratraco始终意识到变化的价值，不断改进以为客户带来最佳服务价值，从而跟上了社
会变化的趋势。

始终在生产和业务活动以及公司治理中研究，探索和应用新技术，专注于数字化转型
以迎接4.0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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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和发展历程
公司的前身是2家公司，分别是越南铁路联盟
运输服务中心和芒果树酒店。目前Ratraco已
经是一家专业运输的公司，公司已在河内证
券交易所（HNX）上市，股票 代码为RAT

目前，凭借现有的设施，技术基础设施和人
力资源，公司已准备好为国内外运输市场和
客户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

RATRACO已与许多国内外单位合作和合资，
开展物流合作和服务。

除了建立合资公司外，RATRACO还与国内外
公司签订了许多商业合作合同，以寻求促进国
内外铁路货运的机会。

特别是与领先技术公司Fado合作，成立合资企
业RATRACO Solutions，将4.0技术应用于铁
路物流商业运营。
.

各直属公司和单位

越南北方铁路运输中心
河内-东英站

国际铁路联运中心
河内总部

2000

2005

2006

2010

2011

2014

2015

2020

2000年11月30日，交通部发布了第3676/2000号决定/ QD-BGTVT，关于将国有企业：越南铁路联盟下的
芒果树酒店和运输服务中心转变为股份公司。

2002 年1月份，RATRACO获得了商业登记证编号0103000776的许可；

2004年4月4日，在VNR网络上开通第一列南北铁路货运专列。

与越南矿产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联威运输和贸易股份公司，投资建造了02艘新的五星级优质

客船。

与日本Nissin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NRGreenlines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 主要开
拓和服务在越南的日本制造企业。

接收了171节专门运载液体的油罐箱；通过越南铁路总公司的出资形式，增加注册资本，将股份
提高到73％。

与Indo tran货运代理股份公司合作，成立了ITLRatraco合资公司，主要开拓和服务在越南的新加
坡制造企业。

成立RATRACO 100％持股的子公司：Ratraco travel; Ratraco Trading，河内Ratraco物流公
司； 西贡Ratraco物流公司；

特别是在2012年，Ratraco获得越南交通运输部许可，具备了铁路货运资格的物流企业。将原有
经营服务模式转变成开发铁路货运物流服务

越南铁路总公司实施了固有企业股份化，将企业控制股份比例降低到35％的政策。 Ratraco还将
其注册资本提高至340亿越南盾。公司成功注册并在河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交易代码为RAT；

与中国铁路集装箱公司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该公司是通过集装箱将货物从越南运到中国或从中国
转运到欧盟国家（一带一路）的单位。

在铁路物流基础设施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投资和发展：在河内东英站以及南部同奈边和壮奔站拥有
并管理和开发2个数万平方米的货运堆场；并投资专用集装箱装卸设施和设备；建立先进的管理软
件系统；

分别发行可转让的个人债券，其将注册资本从2019年的650亿越南盾增加到2020年的890亿越南
盾。
特别是在2019年：与Fado.vn合作，成立合资公司Ratraco Solutions，应用4.0技术

荣市站
(义安省)

芽庄站
(庆和省)

Giáp Bát（甲八站）
Yên Viên,Phúc Yê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iệt nam)

越南中部铁路运输中心
岘港站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việt nam)

越南南部铁路运输中心
平阳省-神浪

同奈边和壮奔站（Ga Trảng Bom )
L

此外，公司还在主要的货运站和地区设有代表人员，例如老街，同
登，田坚，海防，甲八，荣市，帝三，芽庄，壮奔站）



RATRACO 公司的主营业务和运输能力

•150个集装箱拖车

可用1000个空集装箱（20尺-40尺-45尺）
•
特种起重机：50吨和25吨

•200辆卡车（载重从1吨到5吨）

•汽油柴油，液体货物和化学品运输容器和专列

•集装箱整箱货运专列

• 40尺普柜和高柜（DC，HC）和45尺的集装箱，
包括：自行式柴油发电冷藏集装箱。

•散货拼箱集装箱，邮寄包裹件
冷柜集装箱

•汽车/摩托车专用运输专列，H型高壁车厢
开顶式车厢，运输各种设备和零件



RATRACO 公司的主营业务和运输能力

干货集装箱和冷藏集装箱国际跨境铁路运输，起始越南-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欧洲国家（服务“一带一路”）
或者反向铁路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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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境内铁路运输
( 干货集装箱整柜，冷藏集装箱，拼箱，散货，特种货物运输)

集装箱整柜运输业务
•河内-胡志明专线，18列次/ 1周，

老街--海防专线， 10列次/ 1周，

河内-同登专线， 6列次/ 1周，

沿路停靠揽货站点包括如下：

东英站（Dong Anh-河内），甲八站（Giap Bat-河内），

荣市（Vinh），Dong Hoi站，岘港站，

Dieu Tri 站，芽庄站，同奈省边和壮奔站（Trang Bom)和平阳神浪。

•装备各种有效载荷的集装箱拖板车，运输卡车
可以提供从客户仓库到集装箱场站（或者反向）的门到门多式联运

（铁路，公路，水路

）物流

国际跨境铁路联运

国际跨境铁路联运
集装箱拼箱运输业务

•灵活且成本优化的定价政策

•使用VTDS软件和报告系统实时更新订单状
态

•分别在河内东英站（Dong Anh），河内甲八
站（Giap Bat），岘港，同奈边和壮奔站
（Trang Bom) 以及平阳神浪站，拥有完善的
装运和装卸作业基础设施，场地和仓库，

•装备不同载荷的车辆和拖车，可满足各种中
转运输需求，并根据客户要求，提供门对门
物流配送。

•Ratraco与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铁路
合作伙伴合作，组织了亚欧铁路集装箱国际

多式联运（一带一路）。

•主要运输的货物种类：电子产品，纺织品，
鞋类，化妆品和冷冻食品和海鲜，新鲜水

果；

•Ratraco目前正在将货物从越南运输到第三
国，例如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俄罗斯，塔吉斯坦，波兰，德国，英

国...

•Ratraco提供多式联运服务，有效地结合越
南南北物流运输路线上的公路和铁路与国际

多式联运路线相结合；

•除运输活动外，Ratraco还为国际铁路运输

的进出口货物提供海关清关，检疫服务。

•每周运行3个班列，从越南 Đông Anh站和, 

Yên Viên 站驶往中国广西南宁的双向集装

箱铁路货运专列，月产量超过1,200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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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海关清关业务
RATRACO TRADING 公司为客户
提供各种类型的进出口海关服务

•进出口业务

•进出口加工

•出口/进口生产用于加工出口

•现场进出口货物

•临时进口再出口，临时出口再进口的货物

•过境货物

自行式柴油发电冷柜集装箱铁路运输业务
冷藏集装箱运输服务：

•越南南北-冷藏集装箱的多式联运

•出口中国-冷藏集装箱的多式联运

•过境中国，出口到第三国冷藏集装箱的多式联运

（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

塔吉斯坦，巴西，德国，英国）

•进出口海关申报和检疫代理。进出口双清代理

•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有关税和免税） *为客户提供适当类型的报关清关建议，

计算相关费用和进出口环节税额，

从越南出口的其他国家/地区的法规，提供在越南领土范围内

的目的地，ICD和边境口岸的海关和税收申报

快速，准确地更新进出口相关政策；

•*有效地结合各国之间的国际多式联运
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俄罗斯，欧盟...

*把握国际贸易趋势，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动向，

RATRACO SOLUTIONS公司始终抓住机遇

力争为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和高质量服务。

自行式柴油发电冷柜集装箱优点

•成本比公路运输低25％，路上运输受影响小

•新技术的自行式集装箱带来了良好的产品保鲜
质量。

•24小时在线温度控制，有远程温度控制中心

•购买商品时已购买100％保险，在运送给客户
期间

•固定的火车发车时刻表，每日发车，保证时效。

独立式，自行柴油发电冷柜集装箱相关参数

柜型 箱重（kg）
最大箱重

箱+货

（kg）

容积

（m3）

集装箱外箱尺寸

长*宽*高（mm）

集装箱内箱尺寸

长*宽*高（mm）

可堆高

最大重量

（kg）

电压

（V）

可承受的外
部温度范围
（℃）

油箱容积

（L）

箱内可控制

温度范围

（℃）

可连续运行时间 特点

40ft
6400

(装满油）
34000 64 12192×2438×2896 11468×2290×2528 68000 380 -40～+80 800 -29～+27

根据不同货物类型和
外部温度，正常可维
持 16-20天

具有智能感应，可以

双向收发信息，智能

监控

45ft
6900-7180

(装满油）
34000

74.5/

73.8
13716×2438×2896

12716/12598×2294×

2554
68000 380 400/470/543 -29～+27

可远程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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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0

根据不同货物类型和
外部温度，正常可维
持 10天



物流业务操作流程

kinh doanh kháchhàng

•
•
•

RATRACO

hàng

Khách
hàng

采用4.0 技术
管理日常物流操作

物流配送，运输，
货物仓储和保管状态 实时定位，货物通关或运输状态 保护每个客户的隐私信息.

从仓库运到铁路集装箱场站发货人仓库提货车辆 火车站到火车站 火车站到指定收货人仓库

业务人员

物流调度人员

业务咨询和下单

确认运输订单
发货客户

送货到指定仓库/地点

在线跟单系统

-货物状态

-运输状态

-运输信息更新发邮件给客户

汇总单据
根据运输订单合同
办理物流费用结算

Ratraco 

通知客户收
货

客人确认收
货



客户获得的权益

•专业的操作程序和训练有素的团队服务。有优秀管理经验和熟悉国内外市
场的管理团队指导。

•现代化的货物装卸设施和设备，符合国际集装箱装卸标准，并配有全套专
用和现代场站装卸设备。

•多种货运方式可供选择：散货包裹拼箱运输，整托盘运输，整柜集装箱运
输。

•提供灵活的运输解决方案（仓库-仓库，仓库-代理；场站-仓库，仓库-场站
和场站-场站）。

•设置了TMS Ratraco信息技术系统，安全，稳定地帮助客户对整个运输过
程中进行更新和监控。

•多样化和有竞争力的运费报价方案：适用于有特殊运输要求的货物。

•根据承诺的KPI安全准时交货/收货。

•固定的火车运行时间表，节假日无休息（10趟/周）。

•运输责任保险承诺，总赔偿价值最高可达300,000美元/票货。

•享受全方位的进出口服务，保障时效和便捷，并降低了产品的物流成本



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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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T 业务组 联系方式 电话

1 国内和国际铁路运输业务 0965 131 131

2 商贸服务 0909 876 247

3 海关清关和代理 0909 439 247

4
商业广告和非商业广告 0901 411 247

5 汽车和摩托车托运 0901 455 247

6
自行式柴油发电冷柜集装箱运输（越南
国内和国际跨境联运） 0909 876 247

业务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