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备注

1 20GP:775元;40GP:1162元 箱 船舶在码头装卸货物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2 5元 箱 施加铅封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3 20GP:245元;40GP:335元 箱 客户预订船舱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4 20GP:100元;40GP:200元 箱 平衡船舶集装箱 市场调节价 CIC（集装箱不平衡）附加费

5  20GP:150元;40GP:300元 箱 燃油价格上调附加 市场调节价 EBS（燃油）附加费  

6 20GP:100元;40GP:200元 箱 船舶旺季价格调整 市场调节价 PSS（旺季）附加费 

7 免费期7天，7天以后2美元 箱/天 集装箱滞留 市场定价

8 200元 票 变更预订船舱 市场定价

9 10元 箱 设备交接单证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10 20GP:10元;40GP:15元 箱 安保

11 20GP:20元;40GP:40元 箱 港务服务

12 200元 票 报关代理 市场定价

13 100－200元 票 代理查验作业 市场定价

14 100元 票 代办证件 市场定价

15 100－200元 票 报检代理 市场定价

查验作业环节
20GP:200-1340元;40GP:300-

2000元
箱 海关查验作业

秦皇岛市物价局关于核定免除查验没
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标准

的函（秦价函字〔2017〕5号）

吊装费、位移费、仓储费查验
没有问题的由国家补贴免收

冷箱储存环节 20GP:245元;40GP:365元 箱/天 冷箱用电 市场定价

重箱辅助环节 20GP:270元;40GP:460元 箱 集装箱重箱辅助作业 市场定价

集装箱提取环节 20GP:55元;40GP:110元 箱 办理提取集装箱手续 市场定价

集装箱过磅环节 20GP:220元;40GP:330元 箱 货物过磅运输、装卸作业 市场定价

空箱返箱环节 20GP:120元;40GP:220元 箱 集装箱返空 市场定价

拆装箱环节 20GP:630元;40GP:935元 箱 拆装箱 市场定价

摆箱环节 20GP:220元;40GP:440元 箱 摆箱 市场定价

汽车装卸环节 20GP:60元;40GP:95元 箱 汽车装卸 市场定价

火车装卸环节 20GP:85元;40GP:130元 箱 火车装卸 市场定价

直装环节 20GP:220元;40GP:440元 箱 直接船边装卸 市场定价

17 20GP:8元;40GP:16元 箱/天 堆存货物及保管 市场定价 有4－10天减免期

18 熏蒸消毒企业 20GP:180元;40GP:360元 箱 熏蒸消毒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出入
境检验检疫收费办法》的通知（发改
价格〔2003〕2357号） 质检总局关于
降低检验检疫处理收费标准等事宜的
通知（国质检财函〔2017〕137号）

19 海事局 20GP:64元;40GP:96元 箱 港口建设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港口
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1〕29号）

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备注

1 引航站 0.53元 净吨 引航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
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交

水发〔2017〕104号）

2 理货公司 0.83-4.28元 吨或立方米 理货 市场定价 择大收费

3 海事局 5.6元 吨 港口建设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港口
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1〕29号）

4 中检集团 1元 吨 货物监装 市场定价

5 0.05-0.25元 吨/天 停泊

6 5300元-13000元 艘次 拖轮

7 0.1元、0.2元 吨/天 货物堆存保管
免堆期30-90天；超期后0.1元
（堆场）、0.2元（仓库），

每30天递增50%。

8 20元—150元 吨或立方米 港口运输、装卸等费用 择大收费

9 代理公司 0.3元-0.5元 吨 代办手续 市场定价

秦皇岛市外事侨务口岸办公室

2018年10月30日

改单费

设备交接单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
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交

水发〔2017〕104号）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
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交

水发〔2017〕104号）

秦皇岛口岸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

港务公司

船公司

代理公司

港务公司

堆存保管费

收费项目（集装箱）

码头操作费

铅封费

订舱费

海运附加费

滞箱费

港口设施保安费

港务费

报关代理费

查验代理费

植物检疫证代理费

报检代理费

代理费

熏蒸费

港建费

收费项目（散杂货）

引航费

理货费

港建费

16

监装费

停泊费

拖轮费

堆存保管费

港口作业包干费

港
口
作
业
包
干
费

集装箱公司



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项目（集装箱）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备注

1 20GP:775元;40GP1162元 箱 船舶在码头装卸货物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2 5元 箱 施加铅封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3 20GP:100元;40GP:200元 箱 平衡船舶集装箱 市场调节价 CIC（集装箱不平衡）附加费

4  20GP:150元;40GP:300元 箱 燃油价格上调附加 市场调节价 EBS（燃油）附加费  

5 20GP:100元;40GP:200元 箱 船舶旺季价格调整 市场调节价 PSS（旺季）附加费 

6 免费期7天，7天以后2美元 箱/天 集装箱滞留 市场定价

7 200元 票 变更预订船舱 市场定价

8 10元 箱 设备交接单证 市场定价和行业标准

9 20GP:10元;40GP:15元 箱 安保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印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

》（交水发〔2017〕104号）

10 20GP:20元;40GP:40元 箱 港务服务

11 200元 票 报关代理 市场定价

12 100－200元 票 代理查验作业 市场定价

13 100元 票 代办证件 市场定价

14 100－200元 票 报检代理 市场定价

查验作业环节
20GP:200-1340元;40GP:300-

2000元
箱 海关查验作业

秦皇岛市物价局关于核定免除查验
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
标准的函（秦价函字〔2017〕5

号）

吊装费、位移费、仓储费查
验没有问题的由国家补贴免

收

冷箱储存环节 20GP:245元;40GP:365元 箱/天 冷箱用电 市场定价

重箱辅助环节 20GP:270元;40GP:460元 箱 集装箱重箱辅助作业 市场定价

集装箱提取环节 20GP:55元;40GP:110元 箱 办理提取集装箱手续 市场定价

集装箱过磅环节 20GP:220元;40GP:330元 箱 货物过磅运输、装卸作业 市场定价

空箱返箱环节 20GP:120元;40GP:220元 箱 集装箱返空 市场定价

拆装箱环节 20GP:630元;40GP:935元 箱 拆装箱 市场定价

摆箱环节 20GP:220元;40GP:440元 箱 摆箱 市场定价

汽车装卸环节 20GP:60元;40GP:95元 箱 汽车装卸 市场定价

火车装卸环节 20GP:85元;40GP:130元 箱 火车装卸 市场定价

直装环节 20GP:220元;40GP:440元 箱 直接船边装卸 市场定价

16 20GP:8元;40GP:16元 箱/天 堆存货物及保管 市场定价 有4－10天减免期

17 理货公司 20GP:15元;40GP:20元 箱 理货 市场定价

18 熏蒸消毒企业 20GP:180元;40GP:360元 箱 熏蒸消毒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出
入境检验检疫收费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3〕2357号）

质检总局关于降低检验检疫处理收
费标准等事宜的通知（国质检财函

〔2017〕137号）

19 海事局 20GP:64元;40GP:96元 箱 港口建设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
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综〔2011〕29号）

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项目（散杂货）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备注

1 引航站 0.53元 净吨 引航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印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

》（交水发〔2017〕104号）

2 理货公司 0.83-4.28元 吨或立方米 理货 市场定价 择大收费

3 海事局 5.6元 吨 港口建设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
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综〔2011〕29号）

4 0.05-0.25元 吨/天 停泊

5 5300元-13000元 艘次 拖轮

6 0.1元、0.2元 吨/天 货物堆存保管
免堆期30-90天；超期后0.1
元（堆场）、0.2元（仓
库），每30天递增50%。

7 20元—150元 吨或立方米 港口运输、装卸等费用 择大收费

8 代理公司 0.3元-0.5元 吨 代办手续 市场定价

秦皇岛市外事侨务口岸办公室

2018年10月30日

港务费

报关代理费

港务公司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印发<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的通知

》（交水发〔2017〕104号）

引航费

秦皇岛口岸进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

港务公司

船公司

代理公司

集装箱公司

码头操作费

铅封费

海运附加费

滞箱费

改单费

设备交接单

植物检疫证代理费

报检代理费

理货费

港建费

熏蒸费

堆存保管费

港
口
作
业
包
干
费

查验代理费

港口设施保安费

代理费

15

理货费

港建费

停泊费

拖轮费

堆存保管费

港口作业包干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