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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 合 作 组 织
（铁 组）
铁组是主管铁路运输的部长于1956年6月28日在索
非亚（保加利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上成立的国际组织。
具有国际条约性质的《铁组章程》是铁组存在和工作的
基础。
铁组委员会是以下文件的保存人：
——2个国际铁路运输方面最重要的协定：《国际旅
客联运协定》（国际客协）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
定》（国际货协》；
——运价规程：《国际客价》、《国际货价》和
《统一货价》；
——车辆使用规则：《客车规则》和《货车规则》；
——其他协定和条约。
铁组成员是29个国家的交通运输部和主管铁路运输
的中央国家机关。
根据《铁组章程》，还可通过其他形式加入铁组：
部委或铁路作为观察员加入铁组（现有6个观察员），与
铁路业务有直接关系的公司或组织作为加入企业加入铁
组（现有42个加入企业）。







活 动 方 向
铁组的主要活动方向是：
发展和完善国际铁路运输，首先是包括多式联运
在内的亚欧运输；
确立协商一致的国际铁路运输政策，制定铁路领
域活动战略和铁组活动战略；
完善国际运输法，掌管《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国
际客协)、《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国际货
协）以及与国际铁路运输有关的其他法律文件的
事务；
为解决铁路领域经济、信息、科技和生态方面有
关的问题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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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旨在提高铁路较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力的措施；
在铁路运营以及有关国际铁路运输进一步发展的技
术领域开展合作；
与从事铁路运输（包括多式联运）问题的国际组织
开展合作。

领 导 机 关
铁组部长会议是铁组最高领导机关。部长会议参考
铁组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的建议，在政府一级
审查与铁组活动方向相关的所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通
过决议。2021年，受疫情影响，铁组第四十九届部长会
议于6月15-18日在铁组委员会（波兰华沙）以视频会议
形式举行，铁组第五十届部长会议拟于2022年9月以视
频会议形式举行。
铁组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是铁路和铁路企
业一级的领导机关。总局长会议就铁路和铁路企业权限
范围内与铁组活动方向相关的问题开展工作并通过决
议。2021年，受疫情影响，铁组第三十六次铁路总局长
会议于4月19-23日在铁组委员会（波兰华沙）以视频会
议形式举行，铁组第三十七次铁路总局长会议拟于2022
年9月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部长会议和总局长会议在各自活动范围内就下列问
题通过决议：
——工作机关和其他机关的设立及其数量，机构组
成、工作纲要、任务、活动期限及办事细则；
——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专门委员会主席和专家及
常设工作组专家职位在铁组成员间的分配，以及涉及铁
组活动的其他问题。
执 行 机 关
委员会是铁组的执行机关。
委员会在部长会议和总局长会议休会期间保证铁
组的活动。委员会履行有关在铁组范围内缔结的协定
和条约的保存人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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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由铁组成员委派的专家组成。委员会由委
员会主席领导。委员会领导成员中还包括两名委员会
副主席和一名委员会秘书。
铁

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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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委员会：
——一专：运输政策和发展战略专门委员会；
——二专：运输法专门委员会；
——三专：货物运输专门委员会；
——四专：旅客运输专门委员会；
——五专：基础设施和机车车辆专门委员会。
常设工作组：
——编码和信息技术常设工作组；
——财务和清算问题常设工作组。
临时工作组：
——铁路运输领域职业教育培训问题临时工作组;
——铁组运输政策和发展战略专门委员会铁路行业统计
问题临时工作组；
——铁组运输法专门委员会修订危险货物运送规则临时
工作组；
——铁组运输法专门委员会编制货物装载加固技术条件
临时工作组；
——铁组运输法专门委员会物权凭证问题临时工作组；
——铁组运输法专门委员会铁水联运问题临时工作组。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共同工作组：
——铁组/欧洲铁路署关于“就分析欧盟和非欧盟
1520/1524mm和1435mm轨距铁路系统相互关系开
展合作”联络组；
——铁组/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协调国际货协/国际货约
运输法共同工作组（法律组）；
——铁组/铁盟编码和信息技术共同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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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组/铁盟关于将铁组/铁盟共同备忘录改编为铁组/
铁盟国际铁路技术方案草案共同工作组。
出

版

物

铁组委员会出版：
 中文、俄文和英文《铁组通讯》杂志，每年六期。
《铁组通讯》主要刊载铁组工作简况相关信息，刊
登有关发展和完善铁路运输迫切问题的文章，介绍
铁路间在开展运营、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优化经
济指标等方面的经验交流等；
 铁组铁路行业统计资料简报（中、俄、英、德四种
语文），每年出版一次；
 铁组工作报告（中、俄、英三种语文），每年出版
一次；
 信息手册（中、俄、英、德四种语文），每年出版
两次；
 铁组铁路走廊示意图（中、俄、英、德四种语文），
每年出版一次。
铁组委员会管理中、俄、英三种语文的铁组网站，
网址为：https://osjd.org
语

文

铁组工作语文是中文和俄文。在国际交往中，可以
使用英文和德文。
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
完善铁组基本文件临时工作组历时10年编制完成了
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草案。铁组范围内现行国际
协定和条约（包括国际客协和国际货协）等基本文件被
纳入公约草案附件。为审查和通过公约文本，成立了由
铁组成员国代表团参加的通过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
本国际会议。在波兰华沙已举行了6次国际会议（2016年
11月、2017年3月、2017年11月、2018年3月、2018年11
月和2019年3月），第7次国际会议拟于2022年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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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共和国

阿塞拜疆共和国主管铁路运输的
中央国家机关领导，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董事长

AZ-1010，巴库
季利娅拉·阿利耶娃街
230号
电话: (+99412) 499 44 11
(+99412) 499 47 21
传真: (+99412) 499 46 64
(+99412) 499 43 41
e-mail:
office-chief.of.staff@ara.gov.af
wali.shabgeer@ara.gov.af
wali.shabgeer@gmail.com
www.ady.az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
杰尔维沙伊·索科尔

地拉那，
斯坎德培广场 5号
电话: (+355)42380712
(+355)42234647
传真: (+355)42232389
e-mail: mti@transporti.gov.al

阿富汗伊斯兰
共和国

阿富汗铁路局局长
瓦利·汗·沙布吉尔

14000，喀布尔
阿富汗国家军队训练中心对面
普列·恰尔赫大道
电话: (+93)744252820
传真: (+93)744252827
e-mail: office@ara.gov.af
osjddesk@ara.gov.af
www.ara.gov.af

白俄罗斯共和国

白俄罗斯铁路局局长
莫罗佐夫·弗拉基米尔

220030，明斯克
列宁街17号
电话: (+375 17)2254860
传真: (+375 17)3275648
(+375 17)3286078
e-mail:
nms03@upr.mnsk.rw.by
www.rw.by

保加利亚共和国

交通和通信部部长
瑟别夫·尼古拉

BG-1000，索非亚
吉亚孔·伊格纳季街9号
电话: (+359 2)9409 401
(+359 2)9409 402
(+359 2)9409 691
传真: (+359 2)9873 916
e-mail:
vmehandzhiyska@mtitc.
government.bg

匈牙利

创新和技术部部长
帕尔科维奇·拉斯洛

H-1011，布达佩斯
福乌恰街44/50号
电话: (+361)795 6876
传真: (+361)795 0655
e-mail:
ildiko.kovacs.martonne@itm.gov.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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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部长
阮 文 体

河内 陈兴道街80号
电话: (+8424)394 101 53
传真: (+8424)394 275 51
e-mail:
cucduongsat@mt.gov.vn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铁路股份公司
总经理兼董事会主席
佩拉杰·达维德

0112，第比利斯
塔马拉女皇大街15号
电话: (+995) 32 2 19 96 67
传真: (+995) 32 2 19 92 38
e-mail: Railway@railway.ge
www.railway.g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道路和城市发展部副部长，
伊朗铁路董事长兼总裁
赛义德·米亚德·萨利希

15196-30807，德黑兰
阿尔让金广场，阿夫里加
街，伊铁大厦
电话: (+98 21)5564 67 71
(+98 21)5512 54 80
传真: (+98 21)5564 51 67
e-mail: intl.affairs@rai.ir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部长
乌斯肯巴耶夫·卡伊尔别克

010000，努尔苏丹
卡班拜·巴特尔大街32/1号
电话: (+7 7172)24 13 12
传真: (+7 7172)24 14 19
e-mail:
miid@miid.gov.kz
kense.kt@miid.gov.kz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铁路局局长
刘 振 芳

100891, 北京市复兴路6号院
电话: (+8610)518 978 11
传真: (+8610)518 978 61
e-mail: osjdnra@qq.com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铁道相
张 春 城

平 壤，中区域大街东安洞
电话: (+850)2 18111(341 8195)
传真: (+850)2 3814410
e-mail:
dprkrailway@star-co.net.kp

大韩民国

国土、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部
部长
金 贤 美

30 103, 世宗特别自治市
Doum 6-ro, 11
电话: (+82 44) 201 4643
传真: (+82 44) 201 5594
e-mail: jmoh711@korea.kr
treinta9@korea.kr

古巴共和国

交通部部长
阿德尔·伊斯克尔多·罗德里格斯

10600, 哈瓦那
Avenida 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 e/ Tulipán y Lombillo
电话: (+53 7)555 054
(+53 7)555 029
传真: (+53 7)33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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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共和国

交通和通信部部长
奥索耶夫·埃尔金别克

720017，比什凯克
伊萨诺夫街42号
电话: (+996 312)61 04 72
传真: (+996 312)66 47 81
e-mail:
mtk@mtk.bishkek.gov.kg

拉脱维亚共和国

交通部部长
林凯茨·塔利斯

LV-1743，里加
果戈里街3号
电话: (+371)67028205
传真: (+371)67217180
e-mail:
satiksmes.ministrija@sam.gov.lv

立陶宛共和国

交通和通信部部长
斯库奥季斯·马留斯

LT-01505，维尔纽斯
格迪米纳斯大道17号
电话: (+370)5239 39 11
传真: (+370)5212 43 35
e-mail: sumin@sumin.lt
www.sumin.lt

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础设施和区域发展部部长
斯佩努·安德烈

MD-2033，基希讷乌
国家议会大街1号
电话: (+373 22) 250 107
传真: (+373 22) 234 064
e-mail:
secretariat@mei.gov.md

蒙

国

交通运输发展部部长
鲁布桑·哈勒特尔

15170，乌兰巴托
巴里尔加奇金，塔尔拜3号
钦盖尔泰·杜莱格
电话: (+976 11)322 904
传真: (+976 11)310 612
e-mail:
webmaster@mrtcud.gov.mn

波兰共和国

基础设施部部长
阿达姆奇克·安杰伊

PL-00-926，华沙
哈卢滨斯基4/6号
电话: (+48 22)630 13 00
传真: (+48 22)630 19 30
e-mail:
szymon.grygiel@mi.gov.pl
www.mi.gov.pl

俄罗斯联邦

运输部部长
萨维利耶夫·维塔利

109012，莫斯科
罗杰斯特文卡街1号，1栋
电话: (+7 495)626 10 00
传真: (+7 495)626 90 38
(+7 495)626 91 28
e-mail: info@mintrans.ru

罗马尼亚

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
格林杰阿努·索林·米哈伊

RO-010873,罗马尼亚，布
加勒斯特，吉尼库·戈列斯
库街38号1栋
电话: (+40 21) 311 22 20
(+40) 750 032 280
传真: (+40 21) 313 88 69
e-mail:
dragos.anoaca@mt.ro
www.mt.ro

古

–8–

斯洛伐克共和国

交通和建设部部长
多列扎尔·安德烈

SK-81005，布拉迪斯拉
发，自由广场6号
电话: (+42 12)5949 4111
传真: (+42 12)5244 2274
e-mail:
svk.oszd@mindop.sk
www.mindop.sk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铁路国家单一制企业
（塔吉克斯坦铁路）局长
米尔佐阿利·科米尔

734012，杜尚别
纳扎尔绍耶夫街35号
电话: (+992 372) 21 83 34
传真: (+992 372) 21 75 03
e-mail: tajrwvc@rs.tj
railway@tojikiston.com
17081994@inbox.ru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内阁直属交通运输署
铁路署署长
阿塔姆拉多夫·阿扎特

744007，阿什哈巴德
阿尔察比尔大街162号
电话: (+993 12)39 05 02
传真: (+993 12)39 06 20
(+993 12)94 18 74
e-mail: tde@online.tm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股份公司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董事长
哈西洛夫·胡斯努金

100060，塔什干
塔拉斯·舍甫琴科街7号
电话: (+998 71)138 80 28
传真: (+998 71)233 69 24
(+998 71)233 05 52
e-mail: uzrailway@exat.uz
ferd@uzrailway.uz
info@uzrailway.uz

乌

基础设施部部长
库布拉科夫·亚历山大

UA-01135，基辅-135
胜利大街14号
电话: (+380 44)351 40 86
传真: (+380 44)351 48 45
e-mail: babiy@mtu.gov.ua
fedorenko@mtu.gov.ua

捷克共和国

交通部部长
库普卡·马丁

CZ-11015，布拉格1
纳别列日纳亚·柳德维加·
斯沃博德街1222/12号
电话: (+420)225 131 418
传真: (+420)225 131 184
e-mail: osjd@mdcr.cz
www.mdcr.cz

爱沙尼亚共和国

经济事务和通信部
主管经济和基础设施部长
塔维·阿斯

10122, 塔林, 苏尔-阿梅里
卡街1号
电话: (+372)625 63 42
传真: (+372)631 36 60
e-mail: info@mkm.ee
Marko.Roots@mkm.ee
www.mkm.ee

克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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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组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成员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
公司
(阿[塞]铁)）

阿塞拜疆铁路股份公司
（阿塞拜疆铁路）董事长

AZ-1010，巴库
Д•阿利耶娃街230号
电话: (+99412) 499 44 11
(+99412) 499 47 21
传真: (+99412) 499 46 64
(+99412) 499 43 41
e-mail:
office-chief.of.staff@ara.gov.af
wali.shabgeer@ara.gov.af
wali.shabgeer@gmail.com
www.ady.az

阿富汗铁路局

阿富汗铁路局总局长
瓦利·汗·沙布吉尔

14000，喀布尔
阿富汗国家军队训练中心对面
普列·恰尔赫大道
电话: (+93)744252820
传真: (+93)744252827
e-mail: office@ara.gov.af
osjddesk@ara.gov.af
www.ara.gov.af

白俄罗斯铁路
(白铁)

白俄罗斯铁路局局长
莫罗佐夫·弗拉基米尔

220030，明斯克
列宁街17号
电话: (+375 17)225 48 60
传真: (+375 17)327 56 48
(+375 17)328 60 78
e-mail:
nms03@upr.mnsk.rw.by
www.rw.by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
控股公司
(保铁)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控股公司
（保加利亚铁路）执行经理
斯托亚诺夫·安格尔

BG-1080，索非亚
伊万·瓦佐夫街3号
电话: (+359 2)981 11 10
传真: (+359 2)987 71 51
e-mail:
international.mail@bdz.bg

匈牙利国家铁路
股份公司
(匈铁)

匈牙利国家铁路股份公司
（匈牙利铁路）总裁兼总经理
霍莫亚·罗伯特

H-1087，布达佩斯
科内维斯·卡尔曼大道
54-60号
电话: (+361)511 75 16
传真: (+361)511 41 21
e-mail:
international@mav.hu

越南铁路总公司
(越铁)

越南铁路总公司
（越南铁路）总经理
邓 士 孟

河内，黎笋街118号
电话: (+84 24)3822 14 68
传真: (+84 24)3942 49 98
e-mail: vr.hn.irstd@fpt.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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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铁路
股份公司
(格铁)

格鲁吉亚铁路股份公司
（格鲁吉亚铁路）总经理
兼董事会主席
佩拉杰·达维德

0112，第比利斯
塔马拉女皇大街15号
电话: (+995) 32 2 19 96 67
传真: (+995) 32 2 19 92 38
e-mail:
Railway@railway.ge
www.railway.g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铁路
(伊铁)

道路和城市发展部副部长，
伊朗铁路董事长兼总裁
赛义德·米亚德·萨利希

15196-30807，德黑兰
阿尔让金广场，阿夫里加
街，伊铁大厦
电话: (+98 21)5512 70 51
(+98 21)882 003 78
传真: (+98 21)882 003 77
e-mail: intl.affairs@rai.ir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 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
（哈萨克斯坦铁路）董事长
股份公司
萨乌兰巴耶夫·努尔兰
(哈铁)

010000，努尔苏丹
金姆哈梅塔·库纳耶夫街6号
电话: (+7 7172)60 44 00
(+7 7172)60 41 66
传真: (+7 7172)60 38 96
e-mail:
kense@railways.kz
www.railways.kz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陆东福

100844，北京市复兴路10号
电话: (+86 10)518 418 55
传真: (+86 10)639 810 65
e-mail: lianyunchu@rail.cn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铁道省
(朝铁)

铁道相
张 春 城

平 壤，中区域大街东安洞
电话: (+850)2 18111(341 8195)
传真: (+850)2 3814410
e-mail:
dprkrailway@star-co.net.kp

韩国铁道公社

韩国铁道公社社长兼总经理
罗 喜 丞

34618，大田广域市东区中
央路240号
电话: (+82 42) 615 3910
传真: (+82 2) 361 8259
e-mail: osjd@korail.com
01moon@korail.com

吉尔吉斯斯坦国有
铁路公司
（吉铁）

吉尔吉斯斯坦国有铁路公司
（吉尔吉斯斯坦铁路）总经理
萨基耶夫·阿扎马特

720009，比什凯克
列夫·托尔斯泰街83号
电话: (+996 312)65 34 71
传真: (+996 312)92 66 90
e-mail:
info@railway.aknet.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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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铁路国家股份公司
（拉脱维亚铁路）董事长
克莱恩贝格斯·马里斯

LV-1547，里加，果戈里
街3号
电话: (+371) 672 34 231
传真: (+371) 672 34 327
e-mail: info@ldz.lv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 立陶宛铁路股份公司
（立陶宛铁路）代理总经理
(立铁)
拉扎乌斯卡斯·埃吉迪尤斯

法定地址:
LT- 02100 维尔纽斯
铁路大街16号
邮寄地址:
LT-02111，维尔纽斯
佩列索斯街10号
电话: (+370) 5269 20 38
e-mail: info@ltg.lt
www.ltg.lt

拉脱维亚铁路
国家股份公司
(拉铁)

摩尔多瓦铁路
国家企业
(摩铁)

摩尔多瓦铁路国家企业
（摩尔多瓦铁路）总经理
托菲拉特·奥列格

MD-2012，基希讷乌
弗拉伊库·佩尔凯拉布街
48号
电话: (+373 22)22 83 04
(+373 22)83 44 08
(+373 22)83 44 00
传真: (+373 22)22 13 80
e-mail: cfm@railway.md

乌兰巴托铁路
股份公司
（蒙铁）

乌兰巴托铁路局局长
希希格扎尔加林·赫伦

210535，乌兰巴托-13
巴彦格勒区首尔街42
号，376信箱
电话: (+976 21)24 44 10
(+976 21)24 44 09
传真: (+976 11)32 83 60
(+976 21)24 44 17
e-mail: nms@ubtz.mn
www.ubtz.mn

波兰国家铁路
股份公司
(波铁)

波兰国家铁路股份公司
（波兰铁路）董事长
马明斯基·克希斯托夫

PL-02-305，华沙
耶路撒冷大街142a号
电话: (+48 22)474 91 87
e-mail:
edyta.pohibielko@pkp.pl
www.pkp.pl

俄罗斯铁路
股份公司
(俄铁)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
（俄罗斯铁路）总经理兼董事长
别洛泽罗夫·奥列格

107174，莫斯科
新巴斯曼街2号
电话: (+7 499)262 16 28
(+7 499)975 24 11
传真: (+7 499)262 90 95
e-mail: rzd@rzd.ru
info@rzd.ru
AllakhverdyanKS@center.rzd.ru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
股份公司
(罗铁)

罗马尼亚国有铁路股份公司
总经理
西穆·亚历山德鲁·伊昂

RO-010873,罗马尼亚，布
加勒斯特，吉尼库·戈列斯
库街38号1栋
电话: (+4021) 319 24 70
传真: (+4021) 319 24 71
e-mail:
radu.urziceanu@cf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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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和国铁路 斯洛伐克铁路总局长
加夫里拉·米洛斯拉夫
(斯铁)

SK-81361，布拉迪斯拉发
克列缅索瓦街8号
电话: (+4212)202 97 005
传真: (+4212)529 62 381
e-mail: gro210@zsr.sk
michalka.rastislav@zsr.sk
aradska.alexandra@zsr.sk
www.zsr.sk

塔吉克斯坦铁路
国家单一制企业
(塔铁)

塔吉克斯坦铁路国家单一制
企业(塔吉克斯坦铁路)局长
米尔佐阿利·科米尔

734012，杜尚别
纳扎尔绍耶夫街35号
电话: (+992 372) 21 83 34
传真: (+992 372) 21 75 03
e-mail:
railway@tojikiston.com
tajrwvc@rs.tj
17081994@inbox.ru

土库曼斯坦铁路
（土铁）

土库曼斯坦内阁直属交通运输署
铁路署署长
阿塔姆拉多夫·阿扎特

744007，阿什哈巴德
阿尔察比尔大街162号
电话: (+993 12)39 05 02
传真: (+993 12)39 06 20
(+993 12)94 18 74
e-mail: tde@online.tm

乌兹别克斯坦
铁路股份公司
（乌[兹]铁）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股份公司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董事长
哈西洛夫·胡斯努金

100060，塔什干
塔拉斯·舍甫琴科街7号
电话: (+99871)138 80 28
传真: (+99871)233 69 24
(+99871)232 05 52
e-mail: uzrailway@exat.uz
ferd@uzrailway.uz
info@uzrailway.uz

乌克兰铁路股份公司 乌克兰铁路股份公司
（乌克兰铁路）董事长
（乌[克]铁）
卡梅申·亚历山大

UA-03150，基辅150
耶日·盖德罗伊茨街5号
电话: (+380 44)465 35 78
e-mail: belousov@uz.gov.ua
anna.gorchak@uz.gov.ua

捷克铁路股份公司
(捷铁)

捷克铁路股份公司（捷克铁路）
董事长兼总经理
克拉皮内克·米哈尔

CZ-11015，布拉格1
纳别列日纳亚·柳德维加·
斯沃博德街1222号
电话: (+420)972 232 005
传真: (+420)972 233 308
e-mail: taterova@gr.cd.cz

爱沙尼亚铁路
股份公司
(爱铁)

爱沙尼亚铁路股份公司
（爱沙尼亚铁路）董事长
兼总经理
齐默尔曼·凯多

15073，塔林，捷利斯基维
街60/2
电话: (+372)61 58 610
(+372)61 58 760
传真: (+372)61 58 710
(+372)61 58 593
e-mail: raudtee@evr.ee
helena.raud@ev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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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员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
(德铁)

德国铁路董事长
里哈尔德·卢茨

希腊铁路
(希铁)

希腊铁路执行经理
希腊，GR-10437，雅典
帕奈奥季斯·捷奥法 卡罗洛乌街1-3号
诺波乌洛斯
电话: (+30 210)529 78 65
(+30 210)529 76 31
传真: (+30 210)529 74 52
e-mail: a.della@osenet.gr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法铁)

法国铁路总裁
让-皮埃尔·法兰杜

芬兰铁路
(芬铁)

芬兰铁路总裁兼总经理 芬兰，FIN-00101，赫尔辛基
扬松·罗尔弗
488号信箱，拉季奥卡图街3号
电话: (+358) 40 86 20822
e-mail:
sirkka.ahokas@vrtranspoint.fi
www.vrgroup.fi

塞尔维亚铁路
股份公司
(塞铁)

塞尔维亚铁路总经理 塞尔维亚，11000，贝尔格莱德
斯托伊契奇·米罗斯 涅马尼伊纳街6号
拉夫
电话: (+381 11)361 82 15
(+381 11)361 83 43
传真: (+381 11)361 68 45
e-mail:
dragoljub.simonovic@stbrail.rs

俄铁客运
股份公司
(联邦客运公司)

俄铁客运公司总经理 俄罗斯，107078，莫斯科
皮亚斯托洛夫·弗拉 玛莎·波雷瓦耶娃街34号
基米尔
电话: (+7 499) 260-84-74
传真: (+7 499) 262-33-49
e-mail: delo@fpc-rzd.ru
www.fpc.rzd.ru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пассажир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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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D-10785，柏林
波茨坦广场2号
电话: (+49 30)297 61 114
传真: (+49 30)297 61 915
e-mail:
maria.sack@deutschebahn.com

法国，圣丹尼
Campus Wilson 9 rue Jean-Philippe
Rameau – CS20012
93212 LA PLAINE
电话: (+331) 85 07 48 48
传真: (+334) 27 01 12 00
e-mail:
i.petrunina@sncf-russia.com

加

入

企

业

AXTONE机械设备股份公司

波兰
37-220，坎丘加，泽廖纳街2号
电话: (+4816)649 24 00
传真: (+4816)649 24 01
e-mail: info@axtone.eu

OLTIS集团股份公司

捷克
779 00, 奥洛莫乌茨,米拉达·霍拉科娃街
1200/27A号
电话: (+420) 588 208 555
传真: (+420) 588 208 583
e-mail: oltis@oltis.cz
www.oltisgroup.cz

FEROVIAR ROMAN集团
股份公司

罗马尼亚
010092，布加勒斯特
卡利娅·维多利娅街114号，1区
电话: (+4021)318 30 90; 318 30 92
(+4037)233 60 10
传真: (+4021)318 30 91, (+4037)233 60 11
e-mail: office@gfr.ro
www.gfr.ro

比得哥什佩萨轨道技术股份公司

波兰
85-082，比得哥什，济格蒙塔奥古斯塔街11号
电话: (+48 52)33 91 104
传真: (+48 52)33 91 114
e-mail: pesa@pesa.pl
marketing@pesa.pl

Unicom过境运输公司

罗马尼亚
077190，沃伦塔尔
伊尔福夫县皮佩尔街1-IA号，A栋
电话: (+4021)233 33 28，-29，-30
(+4021)232 99 48，-49
传真: (+4021)232 98 85
e-mail: tranzit@unicom-group.ro
www. unicom-group.ro

CTM有限公司
（西纳拉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俄罗斯
197022，圣彼得堡，巴甫洛夫院士街5号，
River House商务中心6楼
电话/传真: (+7 812)325 97 47
(+7 812)327 85 39
e-mail: l.polyahova@ctm.ru
www.ctm.ru

PLASKE股份公司

乌克兰
65014，敖德萨
马拉兹利耶夫斯卡亚街14A号
电话: (+38048)7 385 385
(+38048)7 288 288
传真: (+38048)7 385 375
(+38048)7 287 221
e-mail: cargo@plaske.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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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MONT有限公司
（信号设备生产和维修企业）

斯洛伐克
96003，兹沃连，伊耶先斯克霍街1054/44号
电话: (+421)908 740 183
电话/传真: (+421)45 52 48 161
(+421)45 53 21 622
e-mail: betamont@betamont.sk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道岔厂
股份公司

乌克兰
49000，第聂伯罗
柳巴尔斯基街181号
电话/传真: (+380 56) 790 9999
e-mail: dsz1@dsz.dp.ua

匈牙利铁路货运股份公司
(奥地利铁路货运集团)

匈牙利
1133，布达佩斯，瓦齐街92号
电话: (+36 1)512 7300
(+36 1)513 3453
传真: (+36 1)512 7799
e-mail: jozsef.farkas3@railcargo.com
www.railcargo.hu

Freightliner PL 有限公司

波兰
00-633，华沙，波利纳街11号
电话: (+4822) 648 66 55
传真: (+4822) 649 55 99
e-mail: biuro@freightliner.pl

南高加索铁路股份公司
(南高加索铁路)

亚美尼亚
0005，埃里温，季格拉纳麦查大街50号
电话: (+374) 10 573620
传真: (+374) 10 573630
e-mail: info@arway.am, uprni@arway.am
www.ukzhd.am

集装箱运输公司
集装箱货物运输中心

俄罗斯
141402，莫斯科州希姆基市，列宁格勒大
街39号6栋3室（6层）
邮址：125047，莫斯科，兵器胡同19号
电话: (+7 495)788 17 17
传真: (+7 499)262 75 78
e-mail: trcont@trcont.ru; www.trcont.ru

特维玛股份公司

俄罗斯
119602，莫斯科，尼库林街27号
电话/传真: (+7 495)641 24 09
e-mail: tvema@tve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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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LC ERA股份公司
(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107078，莫斯科
萨多瓦亚-切尔诺格里亚兹卡亚街8栋7单元
电话： +7 (495) 995-95-91
e-mail: utlc@utlc.com
www.utlc.com

Eurosib运输系统公司

俄罗斯
197046，圣彼得堡，米丘林街4号
电话: (+7 812)326 81 11
(+7 812)326 81 16
传真: (+7 812)326 81 10
(+7 812)326 81 28
e-mail: pr@eurosib.biz; www. eurosib.biz

Track Tec股份公司

波兰
00-124华沙，联合国路口1号
电话: (+48 22) 354 91 11
传真: (+48 32) 611 10 03
e-mail: k.niemiec@tracktec.eu
www. tracktec.eu

东北亚铁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130000，长春自由大街3999号
电话: + 86 431 86092168
+ 86 431 81043916
传真: + 86 431 81043908
e-mail: omssva@mail.ru

俄罗斯交通大学（RUT/MIIT)

俄罗斯
127994，莫斯科，奥布拉兹佐夫街9号，9栋
电话: (+7 495)681 31 77
(+7 495)681 43 09
传真: (+7 495)681 13 40
e-mail: tu@miit.ru

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610031，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通锦路3号
电话: +86 28 86446230
+86 28 86446340
+86 28 876446330
传真: +86 28 87653326
e-mail: zhangec@ey.crec.cn
www.creegc.com
– 17 –

蒙古铁路国家股份公司

蒙古
14210，乌兰巴托
苏赫巴托区，恩赫泰万大街23号，UBH中心8层
电话: (+976) 70006622
(+976) 70106655
传真: (+976) 70106644
e-mail: secretary@mtz.mn
www.mtz.mn

SIGIS有限公司

拉脱维亚
LV-1010，里加，诺利克塔瓦斯大街3-5
电话: (+371) 677 920 04
(+371) 677 920 02
传真: (+371) 677 920 17
e-mail: sigis@sigis.lv; www.sigis.lv

欧洲铁路货运有限公司

拉脱维亚
LV-1045 里加，安德烈奥斯塔斯街41号
电话: (+378) 261 628 24
e-mail: info@ercargo.lv

ООО “Euro Rail Cargo”

波罗的海过境运输服务股份公司

拉脱维亚
LV-1045 里加，安德烈奥斯塔斯街41号
电话: (+371) 672 336 33
传真: (+371) 677 042 22
e-mail: bts@bts.lv

INTERTRANS股份公司

俄罗斯
127015，莫斯科，维亚茨卡亚街49号
1单元92室
电话: (+7 499) 262 26 85
(+7 499) 262 23 63
传真: (+7 499) 262 26 85
(+7 499) 262 22 69
e-mail: mail@in-trans.ru
grosheva@in-trans.ru

俄罗斯邮政公司

俄罗斯
131000， 莫斯科，华沙大道37号
电话: +7 495 956 2067
传真: +7 495 956 9951
e-mail: office@russianpost.ru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
100044，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3号
电话: +86 10 5168 8321
传真: +86 10 6225 5671
e-mail: bjtu-intl@bjtu.edu.cn
www.bjtu.edu.cn
– 18 –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
611756,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安路999号
电话: +86 28 6636 6347
+86 28 6636 6340
传真: +86 28 6636 6346
e-mail: fad@swjtu.cn
www.swjtu.edu.cn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100029,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
外运大厦B座
电话: +86 10 5229 6666
传真: +86 10 5229 6600
+86 10 5229 6655
e-mail: gfgylsyb@sinotrans.com
www.sinotrans.com

波罗的海快运股份公司

拉脱维亚
LV-3602 文茨皮尔斯, 金塔鲁街20A号
电话: (+371) 636 23 584
传真: (+371) 636 81 348
e-mail: be@asbe.lv

Ruscon 集团

俄罗斯
353909, 新罗西斯克, 基里洛夫卡村
铁路环线2号线
电话: +7 8617 67 80 00
传真: +7 8617 67 80 66
e-mail: info@ruscon. global

加尔格日代铁路股份公司

立陶宛
LT-96155, 加尔格日代，加米克洛斯街21号
电话: +370-46-471564, 471565
传真/电话: +370-46-455155
e-mail: info@gargzdugelezinkelis.lt
www.gargzdugelezinkelis.lt

DBA集团股份公司

意大利
31020, 威尼托大区, 特雷維索省, 维洛尔巴
Viale G.G. Felissent, 20D
电话: +39 0422 318811
传真: +39 0422 318811
e-mail: info@dbagroup.it
www.dbagroup.it

Enteria 股份公司

捷克
PSČ 530 02, 帕尔杜比采
Zelené Předměstí, Jiráskova 169号
传真/电话: +420 466 007 711
e-mail: antonin.blazek@enteria.cz
www.enteria.cz

国际物流协会 (МАЛБИ)

俄罗斯
129626, 莫斯科,
和平大街106号, 524室
电话: (+7 499) 706 80 42
传真: (+7 495) 682 27 35
e-mail: office@log-b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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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ANS集团有限公司

斯洛伐克
SK-929 01
多瑙斯特雷达市
涝原路18号
191号信箱
电话: (+421) 31 323 4200
e-mail: legierska@metrans.cz
www.metrans.eu

成都北辰中金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
北辰汇欣大厦A座605，邮编100101
电话: +86-10-65262755
+86-18518088903
e-mail: info@transportlogisticexpo.com
intlsales002@transportlogisticexpo.com

福豪盛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

奥地利
奥地利圣玛丽亚教堂市商业街 1号，
邮编4774
电话: (+7 701) 588 4323
e-mail: aigul.nazarbayeva@kz.frauscher.com
www.frauscher.com

CER货运控股公司

匈牙利
1097, 布达佩斯, 卡尔曼·科尼维斯街16号
电话: (+36 1) 476 3486
+36 30014 5923
传真: (+36 1) 1476 3488
e-mail: andras.vegh@cercargo.eu
info@cercargo.hu
www.cercargo.eu

杰帕德快运公司

捷克
60200，布尔诺市耶稣会街6/1
电话: + 420 608 828 666
e-mail: info@gepardexpress.com
fikacek@gepard.com
www.gepard.com

波兰东西方物流有限公司

波兰
00-844，华沙
格日博夫斯卡街, 80/82/700
电话: (+48 ) 600 772 474
e-mail: biuro.warszawa@owln.eu
www.owlp.pl

远东航运集团
(FESCO)

俄罗斯
115184，莫斯科，新库兹涅茨克大街7/11
号1栋
电话: +7(495)780 60 02
传真: +7(495)780 60 03
e-mail: fesco@fesco.com
www.fe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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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组

委

员

PL-00-681,华沙
霍扎街63/67号
国际电话代码:(+48)
华沙电话代码:(+22)
e-mail: osjd@osjd.org.pl

会
电话: (+48 22)657-36-00
路电: 700-600
传真: (+48 22)657-36-54
(+48 22)621-94-17
(+48 22)657-36-90

委

员

会

领

导
市电/e-mail

(+48 22)657-36-00
(+48 22)657-36-01
e-mail: antonowicz@osjd.org.pl

主 席
(波兰)

安东诺维奇·米罗斯拉夫

副主席
(俄罗斯)

弗谢沃洛日斯基·米哈伊尔 (+48 22)657-36-02
e-mail: vsevolozhskiy@osjd.org.pl

副主席
(中国)

张

委员会秘书
(匈牙利)

基什·阿季拉

(+48 22)657-36-05
e-mail: qunzhang@osjd.org.pl

群

专

(+48 22)657-36-09
e-mail: kiss@osjd.org.pl

门

委

员

会

铁组运输政策和发展战略专门委员会
卡尤姆霍贾耶夫·
·舒赫拉特 (+48 22)675-36-28
主席：(乌兹别克斯坦) 卡尤姆霍贾耶夫
e-mail: kayumkhodjaev@osjd.org.pl
专家：(格鲁吉亚)

科兹马瓦·祖拉布

(+48 22)657-36-42
e-mail: mamytov@osjd.org.pl

专家：(吉尔吉斯斯坦) 马梅托夫·阿扬
专家：(罗马尼亚)

(+48 22)657-36-27
e-mail: kozmava@osjd.org.pl

尤 尔 科 夫 斯 基·季 阿娜

(+48 22)657-36-04
e-mail: iurkovski@osjd.org.pl

铁组运输法专门委员会
主席：(乌克兰)

奥列克西·叶连娜

(+48 22)657-36-06
e-mail: oleksiy@osjd.org.pl
(+48 22)657-36-08
e-mail:

专家：(伊朗)
专家：(立陶宛)

安东涅 维奇·
维奇·叶 连 娜

(+48 22)657-36-07
e-mail: antonevic@osjd.org.pl

专家：(塔吉克斯坦)

胡多约罗夫·
胡多约罗夫
·奥 洪博伊

(+48 22)657-36-46
e-mail: khudoyorov@osjd.org.pl

专家：(爱沙尼亚)

阿加玛洛娃·叶 连 娜

(+48 22)657-36-20
e-mail: agamalova@osjd.or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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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组货物运输专门委员会
主席：(哈萨克斯坦)

阿斯帕耶娃·祖拜达

(+48 22)657-36-11
e-mail: aspayeva@osjd.org.pl

专家：(阿富汗)

阿布杜尔拉扎克·巴赫什

(+48 22) 657-36-47
e-mail: bakhshi@osjd.org.pl

专家：(朝鲜)

张

哲

(+48 22)657-36-13
e-mail: janginchol@osjd.org.pl

专家：(拉脱维亚)

阿尔捷米娃·奥莉加

(+48 22)657-36-25
e-mail: artemjeva@osjd.org.pl

专家：(蒙古)

策维格苏连·阿尔坦胡娅格 (+48 22)657-36-03
e-mail: tsevegsuren@osjd.org.pl

仁

铁组旅客运输专门委员会
主席：(白俄罗斯)

谢尔吉延科·亚历山大

(+48 22)657-36-10
e-mail: sergienko@osjd.org.pl

专家：(越南)

曾

文

勇

(+48 22)657-36-14
e-mail: tang@osjd.org.pl

专家：(韩国)

姜

贤

秀

(+48 22)657-36-48
e-mail:
KangHyeonsoo@osjd.org.pl

铁组基础设施和机车车辆专门委员会
主席：(捷克)

沃帕列茨基·
沃帕列茨基
·拉多万

(+48 22)657-36-12
e-mail: vopalecki@osjd.org.pl

专家：(阿塞拜疆)

舒尔甘诺娃·安吉琳娜

(+48 22)657-36-29
e-mail: shurganova@osjd.org.pl
(+48 22)657-36-23
e-mail:

专家：(摩尔多瓦)

常

设

工

作

组

编码和信息技术常设工作组
专家
(斯洛伐克)

(+48 22)657-36-21
e-mail: matta@osjd.org.pl

马塔·马里奥

财务和清算问题常设工作组
专家
(保加利亚)

(+48 22)657-36-24
e-mail: kirkova@osjd.org.pl

基尔科娃·
基尔科娃
·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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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组委员会工作机构
《铁组通讯》杂志编辑部
总编辑

卡边科夫·谢尔盖

(+48 22)657-36-17
e-mail: kabenkov@osjd.org.pl

编辑

尹 琼 瑶

(+48 22)657-36-18
e-mail: yinqiongyao@osjd.org.pl

委
办公室主任

办

员

员

公

室

(+48 22)657-36-34
e-mail: osjd@osjd.org.pl
会

会

会

法

察尔·斯拉沃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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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室

(+48 22)657-36-36
e-mail: budek@osjd.org.pl

布杰克·塞巴斯蒂安
委

律师

会

亚姆博尔·金加
委

总会计

员

律

顾

问

(+48 22)657-36-22
e-mail: car@osjd.org.pl

铁组成员国铁路

2021 年 主 要 指 标
国 家

营业里程
铁 路 代码
(km)

旅客周
货物周
电气化
旅客运量 转量 货物运量 转量
铁路
(千人) (百万人 (千吨) (百万吨
(km)
公里)
公里)

阿塞拜疆

阿(塞)铁 0057

2138,85

阿富汗

阿(富)铁 0068

260,5

白俄罗斯

白铁 0021

5474,1

保加利亚

保铁 0052

4030

2931 17147,2771 1204,5461 18154,7382 4685,7262
3127

*

1156,7

2826,1

103,9

15057,6

5316

1369,5

61195,8

4485,5

128597,1

44478,2

匈牙利3

匈铁 0055

7690

越

越铁 0032

2347

格鲁吉亚

格铁 0028

1386,8

伊

朗*

伊铁 0096

6317

181

哈萨克斯坦

哈铁 0027

16062,74

中

国

中铁 0033

69565

朝

鲜*

朝铁 0030

4400

韩

国

韩铁 0061
吉铁 0059

南

吉尔吉斯斯坦

103536,4

5349,2

50297

1410

582

5625

4212

831,9

273,3

12130,7

3322,1

4237,54

16367,5

13551,2

288441,8 233336,5

48270

1070483

340085

2748538

2402396

4683,1

3273,7 1009850,6

36351,4

26779,8

6757,1

417,2

255,2

21,1

7660,5

1003,1

1376,1

12086,7

拉脱维亚

拉铁 0025

1859,1

250,9

11194

361

21963

7312

立陶宛

立铁 0024

1910,84

152,44

4132,6

328,8

51079,7

14565,9

摩尔多瓦

摩铁 0023

1149,6

597,6

23,3

3317,6

658,4

蒙

古

蒙铁 0031

1820,9

353,9

90,7

31261,4

18345,1

波

兰**

245060

俄罗斯
罗马尼亚

波铁 0051

19461

俄铁 0020

855444

罗铁 0053

10762

4030
1585,1

0056

3580,2

塔吉克斯坦*

塔铁 0066

620,4

土库曼斯坦*

斯洛伐克

*

斯铁

15883,1

243630

55984,4

443144 1053560,3 103447,3

11924

1403934

2638562

36995

166046

27566

98874,7

24618,8

428485

土铁 0067

3839,9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铁 0029

4732,8

乌(克)铁 0022

21625,97

捷铁 0054

9523

3233,9

133812,8

6885,2

1017,8

138

6079,3

290,4

12759,2

1832,4

290080,8 143747,5 3868178,7 551825,6

5596248

5678714

乌克兰
捷

克**

爱沙尼亚

爱铁 0026

总

铁组

计

7968,2

3130,2

10267,57 78668,1788

1929,2

15679,6

2020年前数据
全国数据
1 保铁客运数据
2 保铁货运公司等铁路承运人数据
3 匈铁、吉肖富铁路和匈铁客运公司数据

4
5
6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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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32,7 180361,0
97210,0

截至2021年1月1日数据
罗铁客运公司数据
罗铁货运公司数据
2013年数据
旅客发送量

16124,9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пассажир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ООО “Euro Rail Cargo”

波兰共和国 PL-00-681 华沙，霍扎街
华沙，霍扎街63/67号
号
电话 (+48) 22 657 36 00; 传真
电话:
传真: (+48) 22 621 94 17
e-mail: osjd@osjd.org.pl https://osj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