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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由天眼查经过数据验证生成，供您参考 



一、企业背景 

1.1 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工商注册号： 610000500003153 

 

统一信用代码： 916100007799080623 

 

法定代表人： 张桦 

 

组织机构代码： 779908062 

 

企业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所属行业：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经营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 

注册时间： 2005-09-27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 

 

营业期限： 2005-09-27 至 2022-12-05 

 

经营范围：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包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物流、供应链管 

理；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 

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报关、报验、保险、办理快递（不含私人信函）业务；道路 

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登记机关： 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6-05-31 



1.2 分支机构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1.3 变更记录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1 经营范围变更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 

工、包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 

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 

物流、供应链管理;承办海 

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 

国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 

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 

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 

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短 

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 

报关、报验、保险、办理快递 

（不含私人信函）业务;道路 

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理。(中 

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 

资格认可证书有效期至 2015 

年 10 月 9 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包 

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 

咨询服务;提供物流、供应链管理;承 

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 

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 

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 

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报关、 

报验、保险、办理快递（不含私人信 

函）业务;道路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 

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05-31 

2 邮政编码变更 原邮政编码:710075 新邮政编码:710075 2016-05-31 

3 地税登记证号 

变更 

原生产经营地:（）;原生产经 

营地所在行政区划:（） 

现生产经营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现生产经营地所在行政区 

划:（陕西省西安市市辖区） 

2016-05-31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4 经营范围(业务 

范围)变更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 

工、包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 

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 

物流、供应链管理;承办海 

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 

国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 

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 

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 

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短 

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 

报关、报验、保险、办理快递 

（不含私人信函）业务;道路 

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理。(中 

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 

资格认可证书有效期至 2015 

年 10 月 9 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包 

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 

咨询服务;提供物流、供应链管理;承 

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 

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 

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 

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报关、 

报验、保险、办理快递（不含私人信 

函）业务;道路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 

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05-31 

5 集团名称变更 原邮政编码:710075 新邮政编码:710075 2016-05-31 

6 经营范围变更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 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包 2016-05-31 

工、包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 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 

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 咨询服务;提供物流、供应链管理;承 

物流、供应链管理;承办海 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 

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 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国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 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 

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 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 

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 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报关、 

拆箱、结算运杂费、相关的短 报验、保险、办理快递（不含私人信 

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 函）业务;道路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 

报关、报验、保险、办理快递 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不含私人信函）业务;道路 

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理。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联系电话变更 ******** ***-******** 2016-05-31 

8 邮政编码变更 新邮政编码:710075 新邮政编码:710075 2016-05-31 

9 联络员备案变 

更 

原联络员姓名:;电话:****** 

电话:****** 原联络员电子邮 

箱:;原联络员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原财务负 

责人姓名:;电话:******电话: 

******原财务负责人电子邮箱: 

;原财务负责人证件名称:;证 

件号码********* 

现联络员姓名:黄海;电话:******电话: 
 
****** 现联络员电子邮箱:xian.**** 

 
*;证件号码*********;现财务负责人 

姓名:岳艳;电话:******电话:****** 

现财务负责人电子邮箱:xian.*****; 

证件号码********* 

2016-05-31 

10 地税登记证号 

变更 

现生产经营地:（陕西省西安 

市高新区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 

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现 

生产经营地所在行政区划: 

（陕西省西安市市辖区） 

现生产经营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现生产经营地所在行政区 

划:（陕西省西安市市辖区） 

2016-05-31 

11 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董事 

长、首席代表) 

变更 

宋延明 张桦 2015-03-30 

12 法定代表人变 
 
更 

宋延明 张桦 2015-03-30 

 
 

1.4 主要人员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二、股东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三、对外投资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四、企业发展 

4.1 融资历史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4.2 投资事件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4.3 核心团队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4.4 企业业务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4.5 竞品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五、风险信息 

5.1 被执行人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2 失信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3 法律诉讼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4 法院公告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5 行政处罚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6 严重违法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7 股权出质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8 动产抵押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9 欠税公告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10 经营异常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11 开庭公告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5.12 司法拍卖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六、知识产权信息 

6.1 商标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6.2 专利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6.3 软件著作权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6.4 作品著作权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6.5 网站备案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七、经营信息 

7.1 招投标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7.2 债券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参考。 

 

 

 

 

7.3 税务评级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4 购地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5 资质证书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6 抽查检查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7 产品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根据国内相关网站检索及天眼查数据库分析，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排除因信 息
公开来源尚未公开、公开形式存在差异等情况导致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仅供客户参 考。 

 

 

7.8 进出口信用 
 

注册日期 海关注册编码 注册海关 经营类别 经济区划 行业种类 

2014-07-31 610198Z003 西安关区 报关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经济区域 运输代理服务 

 

 

八、年报信息 

2016 年度 

企业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799080623 企业名称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西安分公司 

企业联系电话 029-68522329-212 邮政编码 710051 

企业经营状态 开业 从业人数 13 人 

电子邮箱 xian.hr@jhj.com.cn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企业通信地址 西安市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 

企业是否有投资信息或 

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没有 

 
 

网站或网店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mailto:xian.hr@jhj.com.cn


 

2015 年度 

企业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799080623 企业名称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西安分公司 

企业联系电话 029-68522329-212 邮政编码 710051 

企业经营状态 开业 从业人数 13 人 

电子邮箱 xian.hr@jhj.com.cn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企业通信地址 西安市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 

企业是否有投资信息或 

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没有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未公示 

销售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 

收入 

企业选择未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未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修改事项 
 

修改日期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2016-04-06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6-04-06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6-04-06 营业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投资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2014 年度 

企业基本信息 
 

mailto:xian.hr@jhj.com.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799080623 企业名称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西安分公司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选择未公示 邮政编码 710051 

企业经营状态 开业 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电子邮箱 企业选择未公示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企业通信地址 西安市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 

企业是否有投资信息或 

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没有 

 

网站或网店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股东及出资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未公示 

销售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 

收入 

企业选择未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未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修改事项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对外投资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2013 年度 

企业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799080623 企业名称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西安分公司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选择未公示 邮政编码 710051 

企业经营状态 开业 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电子邮箱 企业选择未公示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企业通信地址 西安市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 

企业是否有投资信息或 

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没有 

网站或网店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股东及出资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未公示 

销售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 

收入 

企业选择未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未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未公示 



修改事项 

修改日期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2015-06-04 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2015-06-04 企业通信地址 企业选择未公示 西安市二环南路 180 号财富 

中心 II 期 B 座 21521 室 

2015-06-04 邮政编码 企业选择未公示 710051 

2015-06-04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选择未公示 开业 

2015-06-04 隶属关系 企业选择未公示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信息 
截止 2018 年 01 月 12 日，该年报尚未公开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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