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口岸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1
甘肃省民航航空
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

退仓费 暂免收
客户对已入仓库的货物自愿放弃发
运，占用仓库并已办理入库手续。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此标准为最
高标准，可
下浮执行

更换标签费 暂免收

因客户原因导致的货物原标签作
废，根据客户需要，对已贴原标签
进行清除和更改的服务。
（备注：进口无收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改标签/复尺寸/复磅
费

                 暂免收
为需要过磅复查的货物提供过磅称
重、尺寸（体积）测量及相关记录
。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仓储保管费

普通货物:每单货物最低收费20元，逾期每天
计收1元/公斤，从到达当日起免费保管3天。
贵重货物:按价值的0.1%计收仓储保管费,每单
货物最低收费50元，无免费保管期。        
易腐货物:免费保管6小时，逾期每6小时另行
计收1元/公斤，每单货物最低收费50元。        
国际快件:从到达当日起免费保管3天，逾期每
天计收1元/件。 

1. 负责进出口货物和国际快件的安
全保管、保养；
2. 负责办理进出口货物和国际快件
的出入库手续、进行登记核销；
3. 协助货主办理核关通关手续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叉车服务费
500kg以下40元/叉、500-1000kg60元/叉、

1000kg以上80元/ 叉

按照部分客户要求对超大货物进行
装卸服务，严格遵守叉车操作规
定，安全、稳定的按照货主的要求
把货物叉运到客户要求的指定位置
。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舱单传输费 航空运单主单80元/票、航空运单分单60元/票 舱单电子数据代理传输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
据《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
民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

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制单费 10元/票
对已放行的进出口货物制作和打印
货物收费明细凭证的纸质单据，保

证单据的正确、清晰、完整。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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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1
甘肃省民航航空
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

国际快件操作服务费 5元/件

1.负责核实国际快件的件数、重
量，负责国际快件的提取工作;
2.进国际快件中心的场地服务和安
排国际快件清点、分拣、封包、开
包服务。
3.负责国际快件的信息录入、信息
查询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此标准为最
高标准，可
下浮执行

监管仓库操作服务费
50（含）公斤以下货物最低收费300元/票，50
公斤以上超出部分在每票最低收费300元基础

上每公斤加收1元

1.负责核实进出口货物的件数、重
量，负责进出口货物的提货;
2. 进监管仓库场地服务和安排清
点;
3. 电话受理、查询监管货到港时间
、出港时间并组织进库、安排货位
、验收货物;
4. 检查包装、联络取送车、检查封
关、指导卸车、提供竹板夹、托盘
下垫等方便运输、仓储服务;
5. 为货主代办货损、货差索赔咨询
等业务和电子数据采集、信息查询
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地面处理费 1.00元/公斤（每票货物最低收费50元）
负责进出口货物和国际快件的装卸

、搬运、码放。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监管车操作费
20尺集装箱监管车：8.5元/公里。
40尺集装箱监管车：10.8元/公里。

接受货主和用户委托，提供监管专
用车辆的出租出借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民
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服

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监管车辆停泊费 300元/票
以专用纸张制作打印提供监管货物
出入库单据和收费单据，保证单据

正确、清晰、完整。

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依
据《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关于甘肃省
民航航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延伸

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新经发
[2018]681号）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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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2
兰州国际港务区
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半掏箱
20尺集装箱180元/只.天，40尺集装箱360元/

只.天
实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现免收

全掏箱
20尺集装箱360元/只.天，40尺集装箱720元/

只.天
实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监管场所中心站收费
20尺集装箱210元/只.次，40尺集装箱280元/

只.次
实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短转费
20尺集装箱200元/只.次40尺集装箱300元/只.

次
实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力资费 50元/箱 实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理货费 50元/箱 实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堆存费

20尺集装箱60元/只.天，40尺集装箱90元/只.
天

未在规定时间内拖走集装箱，
由场站将集装箱堆存保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免堆期为

3天，超过三
天按照此收
费标准收费
。免收。

20尺集装箱80元/只.天、40尺集装箱160元
/只.天

货物被查扣后由
场站将集装箱堆存保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综合服务费 60元
包含车辆费、场地清洁费、场地使
用费、地磅称重费、制单费、信息

传输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现免收

重箱吊装费 20尺集装箱96元/次，40尺集装箱192元/次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吊

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空箱吊装费 20尺集装箱48元/次，40尺集装箱96元/次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吊

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货物暂存费
20尺集装箱15元/箱/天、40尺集装箱30元/箱/

天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吊

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清扫费 20尺集装箱2.5元/箱，40尺集装箱5元/箱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吊

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电子卡牌安装费 150元/车.次（免收） 办理电子卡牌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IC卡补卡费 50元/张 IC卡若遗失，补卡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施封人工费 10元/只 包装恢复工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打包费
20尺集装箱30元/简单打包/箱 40尺集装箱50

元/标准打包/箱
包装恢复工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设施保安费
20尺集装箱30元/只/天 40尺集装箱55元/只/

天
包装恢复工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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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3
兰州国际陆港多
式联运有限公司

公路接取送达费
20尺集装箱0.4元/吨公里, 40尺集装箱0.6元/

吨公里
集货 市场调节价 现免收

铁路货场场站费用 20尺集装箱360元/箱 , 40尺集装箱500元/箱 装卸 铁路标准

 代收代缴
（加固材料
按实际发生

收取）

保价费用 实际货值的千分之3 货物保价 铁路标准 代收代缴

铁路运输费用 / 铁路运输 铁路标准 代收代缴

运输代理费 150元/柜 代理费 市场调节价 免收

堆存费

20尺集装箱60元/只/天, 40尺集装箱90元/只/
天

未在规定时间内拖走集装箱，
由场站将集装箱堆存保管

市场调节价
免堆期为

3天，超过三
天按照此收
费标准收费
。免收。

20尺集装箱80元/只/天 40尺集装箱160元/只/
天

货物被查扣后由
场站将集装箱堆存保管

市场调节价

综合服务费 60元
包含车辆费、场地清洁费、场地使
用费、地磅称重费、制单费、信息

传输
市场调节价

免收（依据
兰州铁路口
岸收费标准
及减免条件
代收代缴）

配合查验、理货、取
样-查验半掏箱

20尺集装箱180元/只, 40尺集装箱360元/只

掏箱、装箱、短转

市场调节价

免收（依据
兰州铁路口
岸收费标准
及减免条件
代收代缴）

配合查验、理货、取
样-查验全掏箱

20尺集装箱360元/只, 40尺集装箱720元/只 市场调节价

配合查验、理货、取
样-短转费

20尺集装箱200元/只/次 , 40尺集装箱300元/
只/次

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使用-重箱吊装
费

20尺集装箱96元/次 40尺集装箱192元/次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吊

装作业
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使用-空箱吊装
费

20尺集装箱48元/次 40尺集装箱96元/次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吊
装作业

市场调节价

免收（依据
兰州铁路口
岸收费标准
及减免条件
代收代缴）

集装箱使用-货物暂存
费

20尺集装箱15元/箱/天  40尺集装箱30元/箱/
天

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清扫 20尺集装箱2.5元/箱 40尺集装箱5元/箱 市场调节价

监管场所中心站
20尺集装箱210元/只/次 40尺集装箱280元/只

/次
实际作业

市场调节价

短转费
20尺集装箱200元/只/次 40尺集装箱300元/只

/次
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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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3
兰州国际陆港多
式联运有限公司

力资费 50元/箱
实际作业

市场调节价 免收（依据
兰州铁路口
岸收费标准
及减免条件
代收代缴）

理货费 50元/箱 市场调节价

电子卡牌安装费 150元/车/次（免收） 办理电子卡牌 市场调节价

IC卡补卡费 50元/张 IC卡若遗失，补卡费 市场调节价

免收（依据
兰州铁路口
岸收费标准
及减免条件
代收代缴）

施封人工费 10元/只

施封、包装恢复等工作

市场调节价

打包费
20尺集装箱30元/简单打包/箱 40尺集装箱50

元/标准打包/箱
市场调节价

设施保安费
20尺集装箱30元/只/天 40尺集装箱55元/只/

天
市场调节价

熏蒸费 / 根据需要进行作业
按照中检公
司收费标准
代收代缴

港口建设费 20尺集装箱64元/柜 40尺集装箱96元/柜 港口作业 财政部、交通部制定 依据港口收
费标准代收

代缴 
货物港务费、港口设

施保安费
20尺集装箱30元/柜 40尺集装箱55元/柜 港口作业 市场调节价

THC 20尺集装箱960元/柜 40尺集装箱1260元/柜 船公司作业 市场调节价

代收代缴 DOC 450元/票 船公司作业 市场调节价

铅封费 20尺集装箱50元/个 船公司作业 市场调节价

设备交接费 20尺集装箱35元/柜 40尺集装箱50元/柜 港口作业 市场调节价 依据港口收
费标准代收

代缴 码头换装费用 / 港口作业 市场调节价

报关代理费 150元/柜 代理报关 市场调节价 免收

拖车费用 600元/柜 港口作业 市场调节价 依据港口收
费标准代收

代缴 堆存费 20尺集装箱200元/柜 40尺集装箱300元/柜 港口作业 市场调节价

舱单信息费 215元/票 船公司作业 市场调节价 代收代缴 

仓储费
20尺集装箱10元/天/柜 40尺集装箱20元/天/

柜
港口作业 市场调节价

依据港口收
费标准代收

代缴 

海运费 船公司作业 市场调节价 代收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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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3
兰州国际陆港多
式联运有限公司

1.贵重料件，超大超重货物装卸作业相关费用另行报价;2.冷藏箱耗电费用按照实际耗电量计算，电费单价参照供电局相关标准另行报价;
3.危化品等特种集装箱堆存费、管理费及相关作业费用另行报价;
4.其他铁路收费按照铁路收费标准执行;
5.检疫处理费用按照检疫处理单位（中检公司）提供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收费;
6.铁路运输费用按照货物承运区间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定收费标准 代收代缴
7.接取送达费用按照货物汽运承运里程数 代收代缴
6.海运、水运运输费用按照货物承运区间船务公司实际收费 代收代缴

4
兰州新区路港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

装（卸)40英尺箱 200元/箱 装（卸）40英尺集装箱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装（卸)20英尺箱 120元/箱 装（卸）20英尺集装箱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40英尺箱掏（装）箱 500元/箱 掏（装）40英尺集装箱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20英尺箱掏（装）箱 300元/箱 掏（装）20英尺集装箱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转运 100元/箱 装卸线至监管场所的转运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过磅 50元/箱 过磅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空箱吊装

48元/箱(20英尺箱）

吊装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96元/箱（40英尺箱）

根据周边铁
路口岸收费
标准及路港
公司实际情
况确定

施封材料 4元/箱 施封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综合服务费 300元/车
代理货主报送计划、车辆选配、货
物监装监卸、起票制票等相关服务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20英尺箱接取送达 450元/箱 门到站或站到门接取送达 铁总运[2019]39号文件标准

起码里程10
公里费率是
450元/箱，
超过起码里
程后24元/箱

公里

6



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4
兰州新区路港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

40英尺箱接取送达 675元/箱 门到站或站到门接取送达 铁总运[2019]39号文件标准

起码里程10
公里费率是
675元/箱，
超过起码里
程后36元/箱

公里

货车占用费 5.7元/车小时 客户自己负责装卸的业务 《铁路货物运价规则》

20英尺集装箱延期使
用费

60元/箱日
客户自己掏装箱业务，提货当日掏
完不收费；若没掏完从提货次日

起，开始计费。

中国铁路总公司《箱规》2018（222
号）

1-5天收费10
元/箱，第6
天及以后60
元/箱日（暂

免）

40英尺集装箱延期使
用费

120元/箱日
客户自己掏装箱业务，提货当日掏
完不收费；若没掏完从提货次日

起，开始计费。

中国铁路总公司《箱规》2018（222
号）

1-5天收费20
元/箱，第6
天及以后120
元/箱日（暂

免）

5
兰州新区综合保
税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中转库租赁费用
基本租赁业务26元/平方米.月；中转租赁1.5

元/㎡﹒天；冷链库租赁60元/㎡﹒月
主要开展货物装卸、托运、存储等

业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叉车租赁服务费

≤2小时50元/车；                       
2-4小时100元/车；                        
4-8小时150元/车；                       

大于8小时每车150元的基础上每小时加收30元
。

提供租赁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堆场堆存费

40尺重箱：20元/箱﹒天
40尺空箱:10元/箱﹒天;
20尺重箱:12元/箱﹒天;
20尺空箱:6元/箱﹒天.

整车存储费：150元/车﹒天

提供存储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3天免收，
超过3天按照
此标准收费

。

作业费（肉类）

冷库出/入库：20元/吨
指进口冻品的装卸、码版、码垛作

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暂未收费

冻品冷库存储：2.5元/吨.天;
从进口冻品入库当天开始到出库前

一天止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分类挑拣:20元/吨
进口冻品海关查验时提出日期或品

种等挑拣分类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暂未收费

充电制冷:5元/吨.天 按天计算，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7



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5
兰州新区综合保
税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称重费 称重费：10元/车 地磅称重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暂未收费

力资费 0.1元/公斤 掏箱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暂未收费

单证管理费 20元/票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暂未收费

制卡费 10元/张 IC卡注册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暂未收费

6
甘肃（武威）国
际陆港口岸发展

有限公司

卫生费 18元/车 对进入口岸车辆进行喷淋消毒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地磅称重费 0.9元/吨
按总重量计收，不足5吨的按5吨计
收，超过5吨按实际重量计收。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熏蒸费 20尺集装箱180元/箱，40尺集装箱360元/箱 熏蒸代理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掏箱费 20尺集装箱540元/箱，40尺集装箱1080元/箱 掏箱作业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集装箱换装费 20尺集装箱135元/箱，40尺集装箱202.5元/箱 对进口货物进行换箱工作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集装箱吊装费 264元/箱
根据海关抽检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吊

装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提箱（搬移）费 20尺集装箱45元/箱，40尺集装箱67.5元/箱
根据客户委托对集装箱进行搬移作

业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叉车使用费 45元/件
根据客户委托使用电动叉车对货物

进行搬运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人工装卸费 装10元/吨，卸10元/吨
根据客户委托使用工人对货物进行

搬运
市场调节价。参照口岸周边工人工资
标准制定。

暂存费 270元/箱/天 2天内免收，3天以上开始收取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消毒费 箱体内部18元/箱次 对集装箱进行消毒工作 参照阿拉山口口岸标准制定。

热处理费 20尺集装箱600元/箱，40尺集装箱1200元/箱 对进口货物进行热处理
市场调节价。参照辽宁检疫处理集团
有限公司价格制定

热处理费 批量货物2600元/库 批量货物热处理加工
市场调节价。参照辽宁检疫处理集团
有限公司价格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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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6
甘肃（武威）国
际陆港口岸发展

有限公司

充电桩费用 充电制冷4.5元/吨/天 按天计算，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
政府指导价，按照武威市发改委关于
充电桩收费指导价格标准执行。

冷库暂存费 3.6元/立方米/天 前3天免费，3天后收费
市场调节价。参照兰州新区综保区等
保税区价格制定。

7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甘肃有限公司 

检验检疫处理费用

360元/架次 起飞重量201吨以上飞机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 以上项目
所涉及到的药
品须按实另行
收费。凡从外
地采购需特殊
包装(如用钢
瓶等包装)或
需在危险品仓
库存放的药

品，药品费用
按该药品市场
价格加收200%
收费；2、因
疫情防控要求
冷链食品等特
殊货物及场所
消毒依据中国
检验认证集团
指导价收取费

用。

270元/架次 起飞重量101－200吨飞机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0元/架次 起飞重量51－100吨飞机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90元/架次 起飞重量50吨以下飞机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9000元/架次 专运动物飞机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72元/车厢次 火车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元/辆次，8吨以上加一倍收费 汽车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元/辆次，8吨以上加一倍收费 汽车轮胎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元/箱次 集装箱（标箱）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2.7元/吨 货物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41.4元/百吨 饮用水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41.4元/净吨 废水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29.7元/立方米 垃圾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1.7元/蹲位次 厕所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1.7元/吨 粪便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0.27元/平方米/次 场地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元/件 邮包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44元/具 尸体、棺柩、骸骨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元/吨，按动物产品重量计 动物产品外包装消毒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0.8元/立方米 帐幕式熏蒸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0.8元/立方米 仓库（库房）熏蒸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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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7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甘肃有限公司

检验检疫处理费用

180元/箱次 20英尺集装箱(标准箱)熏蒸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 以上项目
所涉及到的药
品须按实另行
收费。凡从外
地采购需特殊
包装(如用钢
瓶等包装)或
需在危险品仓
库存放的药

品，药品费用
按该药品市场
价格加收200%
收费；2、因
疫情防控要求
冷链食品等特
殊货物及场所
消毒依据中国
检验认证集团
指导价收取费

用。

360元/箱次 40英尺、45英尺集装箱熏蒸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0.9元/个 包装物加施除害处理标识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8元/辆次 动物降温及运输工具清洗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0.5元/立方米，最低收费60元，不含数、重量
鉴定费

木材检尺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有害生物调查防制

0.4元/平方米/年
鼠类及鼠类体表蚤、蜱螨类病媒生

物调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本标准仅针
对目前公司
所经营常规
项目进行列
明，随进出
口环节政策
变更及公司
业务拓展，
如有超出本
标准范围的
非常规项目
的开展，须
另行协商议
定并及时报
备、公示。

0.4元/平方米/年 蚊类病媒生物调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0.4元/平方米/年 蝇类病媒生物调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0.4元/平方米/年 蜚蠊类病媒生物调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0.4元/平方米/年 其他类病媒生物调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2元/平方米/年
鼠类及鼠类体表蚤、蜱螨类病媒生

物防制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2元/平方米/年 蚊类病媒生物防制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2元/平方米/年 蝇类病媒生物防制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2元/平方米/年 蜚蠊类病媒生物防制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2元/平方米/年 其他类病媒生物防制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3000元/架次 航空器病媒生物防制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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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7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甘肃有限公司

外出作业收费

3.2元/公里，最低收费100元，含过路费 外出需我公司提供交通工具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本标准仅针
对目前公司
所经营常规
项目进行列
明，随进出
口环节政策
变更及公司
业务拓展，
如有超出本
标准范围的
非常规项目
的开展，须
另行协商议
定并及时报
备、公示。

150元/人/天 兰州市内有毒有害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300元/人/天 兰州市外有毒有害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陆运报关代理费 800元/单或册
进/出口货物咨询服务、审核单证、

代理申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空运报关代理费 3000元/单或册，最低收费2000元
进/出口货物咨询服务、审核单证、

代理申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办加贸手册 500元/册/次
新办手册申报、变更、内销、延期

、核销、结转等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制单费 300元/单
出口普货咨询服务、箱单、发票等

单证制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理报关服务费
200-800元/单

进出口货物代理报关（一般贸易类
报关，不含审批。兰州市内：300/

单，新区机场：800/单）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500元/单或册 代办企业资质备案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办原产地证 200元/票 代办原产地证（不含审批）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8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甘肃有限公司

金昌分公司

代理报关服务费 300-500元/票 代理进出口货物报关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办原产地证 200元/票 代办原产地证（不含审批）

9
兰州捷时特物流

有限公司

掏装箱费 0-1500元/箱 掏箱装箱作业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转栈费 参考西安新筑站300-500元/次（免收）
在铁路口岸及铁路货场内的转场费

用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回空费 铁路货票价格 将集装箱还到箱主指定堆场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修理费 1000元 修理破损集装箱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改单费 300元/票 在发站申请发电报修改相应运单栏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钢板封费 100元/封 为客户在东川铁路口岸安装钢板封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装载加固方案制作费 3000-5000元 视货物具体情况设计装载加固方案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装载加固费 800-1500元
按装载加固方案，进行专业加固，

避免铁路运输安全隐患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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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10
中国外运甘肃有

限公司

代理服务费 500-800元/车 铁路代理发运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报关代理费 兰州市内：300元/单，新区机场：800元/单。 代理报关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铅封费 集装箱板封：100元/个。铁路封：4元/个 施集装箱板封，施铁路封。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兰州新区
路港物流公

司收取

改单费 200元/单
因客户原因造成申报后修改报关单

、发车后修改运单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掏装费
600元/20尺箱
1000元/40尺箱

掏箱装箱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转栈费 200元/车
集装箱在铁路货场及监管区间的转

入转出。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吊装费
195元/20尺箱

292.5元/40尺箱
集装箱在铁路货场及监管区

的吊装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装箱费
600元/20尺箱
1000元/40尺箱

在铁路货场内装箱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中川北站取送车费 300元/车 铁路接取送达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兰州新区
路港物流公

司收取

集装箱符合性整改费 200-1000元/箱
由于货物在运输中发生偏移，需重

新装载加装载集装箱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人工加固或解固费 200元/箱 人工加固费或解固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装载方案费 2500元/个 铁路规定提供装载方案的货物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1
甘肃津铖通用物

流有限公司

办理加工贸易手册 1000-3000元/册
代理手册申报、变更、内销、核销

等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报关代理服务费 200-800元/票
代理进出口货物报关（一般贸易类

报关不含审批）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制单费 50-200元/票 制作发票、箱单等单证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产地证签证代办费 200元/票 代办产地证（不含审批）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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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及计算单位 提供服务事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12
兰州加运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

报关代理服务费

1、整箱（即一箱一票）：200元/票。                             
2、拼箱及小柜：以200元/票为基准，每增加
一票多收150元，每柜最多收取800元。                                          
3、转关报关则收取转关代理费500元/票。   

帮助企业做进出口报关工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理服务费
                                                 

依据商品的复杂程度及处理项目，收取200-
500元/箱的代理服务费用。

消毒、熏蒸等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箱单发票等单证制作
费

根据商品类别的复杂程度、项数、商品编码及
商品要素的难易程度，每票收取400-1000元/
单的单证制作费。

根据客户所提供数据制作箱单、发
票、合同、运单等报关单据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办保
保率为货值5‱-3‰（依据货物海关编码和货值

来确定）
代办进出口货物的保险业务

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定费率
保费为代保
险公司收取

费用
延保

保率为货值5‱-3‰（依据货物海关编码和货值

来确定）
代办进出口货物的保险延期业务

13
兰州亚通多式联

运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

1、整箱（即一箱一票）：200元/票。                            
2、拼箱及小柜：以200元/票为基准，每增加
一票多收150元，每柜最多收取800元。                                          
3、转关报关则收取转关代理费500元/票。

帮助企业做进出口报关工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理服务费
依据商品的复杂程度及处理项

目，收取200-500元/箱的代理服务费用。
给客户代理办理检验检疫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箱单发票等单证制作
费

根据商品类别的复杂程度、项数、商品编码及
商品要素的难易程度，每票收取400-1000元/

单的单证制作费。

根据客户所提供数据制作箱单、发
票、合同、运单等报关单据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铁路装卸费
集装箱一装一卸510元/箱（只装收390元）；

整车另收取1000元/车专用线使用费
在专用线进行机械或人工装卸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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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兰州新区综合保
税区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1-5品
名）

300元/票 代理报关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报关代理费（6-10品
名）

600元/票 代理报关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报关代理费（10-15品
名）

1000元/票 代理报关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账册备案费 500元/票 建立账册，产品备案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账册核销费 500元/票
180天核销一次，对账册中的数据进

行核对申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账册变更费 300元/票 账册变更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卡口登记 100元/次 操作服务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15
甘肃远航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 300元/票 报关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16
甘肃屹洋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 500元/单 代理报关服务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改单费 100元/单 代理修撤单服务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17
甘肃海德邦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作业费 100元/票 现场配合作业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报关代理费 500-800元/票 报关录入申报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制单费 200元/票 箱单、发票、合同的制作 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代理清关费 500元/票 报关服务费 市场定价

掏装费 100元/票 现场掏箱装箱 依据行业内市场和服务内容定价

18
甘肃兴海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 200元/票 报关代理
支票或付款报关企业自定

报检代理费 200元/票 报检代理

19
甘肃杰晟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报关代理费 700元/票 报关代理 市场行价

20
甘肃凌云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报关代理 500元/票 报关代理 汇款，依据行业标准

操作费 500元/票 操作、服务 汇款，依据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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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甘肃陆港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 300元/票 报关代理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22
甘肃永川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报关代理费 200元/票 报关服务费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掏装箱费 50元/票 掏箱装箱服务费 依据服务内容定价

23
兰州锦程航空货
运代理服务有限

公司

报关代理费 300元/票 代理报关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掏装箱费 200元/票 掏箱装箱服务费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其他费用实
报实销，以
机场监管库
及海关出具
的发票为准

操作费 300元/票
报关现场单据处理,单一窗口报关操

作
依据行业内市场定价

24
陕西永丰航国际

代理公司

报关代理费 500元/票 报关服务费 市场价 量大可协商

掏装箱费 100元/票 掏装箱费 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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