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市口岸进出口环节收费公示目录清单
收费单位：客户服务中心各入驻单位 服务电话：400-0518-999 价格监督举报电话：12315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收费性质及依据 备注

1 停泊费

停泊在码头：0.25；
停泊在锚地：0.05

元/净吨日
向船方收取船舶靠泊码头、

锚地费用

政府指导价，经营服
务性收费/交水规
（2019）2号

非生产性停泊：0.15 元/净吨小时
向船方收取船舶靠泊产生的

非生产性停泊费用

政府指导价，经营服
务性收费/交水规
（2019）2号

2 
港口作业包干费
（港口设施保安）

集装箱：20英尺：8；40英尺：12
货物：0.2

元/箱
元/计费吨

向货方收取港杂费
政府指导价，经营服
务性收费/交水规
（2019）2号

从2022年4月1日起纳入港口作业包
干费作为子项，不再实行政府定
价，该子项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原收
费标准。

4 
港口作业包干费

（集装箱、船方）

20英尺：重463，510（冷危），空320，
353（冷危）；40英尺：重695，765（冷
危），空480，529（冷危）

元/箱
向船方收取集装箱装卸船费

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超限箱2倍计收；2、45英尺箱是
40英尺箱费率1.25倍；3、TK箱1.3
倍；4、超限箱按相应箱型2倍计
收；普通箱换吊具按相应箱型3倍计
收；超限箱换吊具按相应箱型4倍计
收；

20英尺：舱内：99，107.4（冷危），舱
外：198，214.8（冷危）；40英尺：舱
内：148.6，165（冷危），舱外：
297.2，330（冷危）

元/箱
向船方收取集装箱装卸船过

程中船上翻倒箱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超限箱2倍计收；2、45英尺箱是
40英尺箱费率1.25倍；3、TK箱1.3
倍；4、超限箱按相应箱型2倍计
收；普通箱换吊具按相应箱型3倍计
收；超限箱换吊具按相应箱型4倍计
收；

5 
港口作业包干费

（集装箱、货方）

20英尺：140；40英尺：270 元/箱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普通货物

进出口港杂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20英尺：360；40英尺：600 元/箱
向货方收取冷藏集装箱出口5

天包干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20英尺：200；40英尺：300 元/箱
向货方收取冷藏集装箱进口

港杂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5 
港口作业包干费

（集装箱、货方）

20英尺：480（非9类），300（9类）；
40英尺：760（非9类），500（9类）

元/箱
向货方收取危险品集装箱进

、出口3天包干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20英尺：1000；40英尺：1300 元/箱
向货方收取冷藏危险品集装
箱进、出口3天包干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20英尺：49.5，53.7（冷危）；40英
尺：74.3；82.5（冷危）

元/箱

向货方收取（1）客户在规定
期限内未将集装箱提离码头
堆场，产生的翻倒费用。

（2）客户对其出运集装箱船
名航次及中转港实施更改的
换船费用。（3）外贸集装箱
已退关未出运，客户要求提
箱的作业费用。（4）客户对
在港集装箱要求过磅、挑箱
、更改箱属性等产生移箱作
业费用。 (5)客户新箱进空
、自备箱进空提空、指定箱
号提空、以及空出不重回等
装卸汽车费用。（6）场内拆
装箱空重箱装卸汽车费用。
（7）客户要求出口集装箱在
港内掏货或补货的作业量少

于500KG的搬移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超限箱2倍计收；2、45英尺箱是
40英尺箱费率1.25倍；3、TK箱按相
应箱型1.3倍计收； 4、根据作业情
况确定收取次数 

20英尺：125.7；136.2（冷危）；      
40英尺：191.6；209.8（冷危）

元/箱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装火车费

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超限箱2倍计收；2、45英尺箱是
40英尺箱费率1.25倍；3、TK箱按相

应箱型1.3倍计收。20英尺：119.7；130.2（冷危）；40英
尺：179.6；197.8（冷危）

元/箱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卸火车费

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20英尺：12.1,30（VGM)；40英尺：
12.1,30(VGM)

元/箱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过磅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50元/TEU 元/TEU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过磅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空/重箱（准备港内装箱的集装箱）
过磅

20英尺：200；40英尺：300 元/箱
向货方收取船舶截箱截单后

集装箱进场加急费用



5 
港口作业包干费

（集装箱、货方）

2元/箱 元/箱 向货方收取更改箱属性费用

20英尺：200~500（件数<100件），
650~900（件数100~1000件）；40英尺：
300~650（件数<100件），750~1000（件
数100~1000件）

元/箱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拆箱、装
箱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单箱件数1000~1200，加收
200元；1201~1500件之间，加收300
元；1500~2000件，加收400元,2000
件以上，加收600元；2、大件设备
按包干价与17.4元/计费吨*计费吨
折大计收，计费吨根据货物实际重
量与集装箱满尺丈量容积折大测算
。3、冷藏箱、危险品作业，加收
50%；4、小包装夏季价格适当加收
。

20英尺：200~600（件数<100件），
600~950（件数100~1000件）；40英尺：
300~760（件数<100件），760~1100（件
数100~1000件）

元/箱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倒箱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单箱件数1000~1200，加收
200元；1201~1500件之间，加收300
元；1500~2000件，加收400元,2000
件以上，加收600元；2、大件设备
按包干价与17.4元/计费吨*计费吨
折大计收，计费吨根据货物实际重
量与集装箱满尺丈量容积折大测算
。3、冷藏箱、危险品作业，加收
50%；4、小包装夏季价格适当加收
。

6 
港口作业包干费
（集装箱查验）

20英尺：49.5，53.7（冷危）；40英
尺：74.3；82.5（冷危）

元/箱
向货方收取应海关要求对集
装箱进行卫生处理、放射性
检测、熏蒸等港内移箱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海关（涉检）查验部分，按2次
计收； 2、45英尺箱是40英尺箱费
率1.25倍；3、TK箱按相应箱型1.3
倍计收；

20英尺：300；40英尺：450 元/箱
向货方收取应海关要求对集
装箱进行港内海关（涉检）

人工查验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海关（涉检）查验部分

20英尺：100；40英尺：150 元/箱
向货方收取过海关磅，机检

不开箱门
市场调节价/自定

海关查验部分，政府对海关查验无
问题箱部分依文件给予补贴

20英尺：440；40英尺：580 元/箱 向货方收取海关机检开箱门 市场调节价/自定
海关查验部分，政府对海关查验无
问题箱部分依文件给予补贴

20英尺：800；40英尺：970 元/箱
向货方收取海关人工查验、

机检查验掏箱1/3
市场调节价/自定

海关查验部分，政府对海关查验无
问题箱部分依文件给予补贴



6 
港口作业包干费
（集装箱查验）

20英尺：950；40英尺：1220 元/箱
向货方收取海关人工查验、

机检查验掏箱2/3
市场调节价/自定

海关查验部分，政府对海关查验无
问题箱部分依文件给予补贴

20英尺：1150；40英尺：1520 元/箱
向货方收取海关人工查验、

机检查验全掏
市场调节价/自定

海关查验部分，政府对海关查验无
问题箱部分依文件给予补贴

7 
港口作业包干费
（旅客服务）

10 元/人次 客运码头服务 市场调节价/自定

8 
港口作业包干费

（散杂货）

铁矿：进口26，出口26，转水40.5
煤炭：进口35，出口30.5，转水46.5；
焦炭：出口43；
红土镍矿：进口32；
有色矿：进口45.5；                                                                                                                                              
铝矾土：35；
木薯干：进口59.8；
木材：进口48.8；
胶合板：出口41；
氧化铝：进口45.5；                                                                                                                                              
纸浆：52；
化肥：进口（灌吨袋）45.5/（灌小包
装）65.5，出口（小包装）65                                                                                                                 
组成车辆其他（滚装）：39.5-60/立
方；                                                                                                                               
组成车辆轿车（滚装）：45.5/立方；                                                                                                                                             
组成车辆（无动力）：54.5-105/立方 
；                                                                                                                                                
组成车辆其他（吊装）：70.5-160/立
方；                                                                                                                                   
一般吨袋货物（非危）52.5；                                                                                                                                    
建材类：进口30；                           
锆英砂：进口36.3；
钢材：件重≤10吨43，10吨＜件重≤25
吨47，25＜件重≤40吨，62,40吨以上面
议，长度超过12米，加收10元/吨；            
水泥熟料：进口32； 
石油焦：进口40.5（内转水43）；
焦煤：出口30； 
铬镍铁：进口37.5；
散盐：进口35；                                                             

元/计费吨

进口包括：卸船、船边至堆
场短运、堆垛、装车（火车
或汽车）、港口设施保安；
出口包括：卸车（火车或汽
车）、堆垛、库场至船边短
运、装船 、港口设施保安

市场调节价/自定
成组车辆视具体规格确定价格； 如
作业委托人增加作业项目，包干费

价格另行协商。



9 
港口作业包干费

（散杂货）

大豆：进口散装42；                                                                                                                                  
大麦：进口散装50；                                                                                                                                                    
小麦：进口散装47；                                                                                                                                                   
玉米：进口散装47；                                                                                                                                                        
铁合金：出口散装30；                                                                                                                                                       
再生钢材：进口100；                                                                                                                                                      
石灰石：进口30；                                                                                                                                                     
糖：进口55（吨袋）/65（小包）
铬铁：42.5
硼酸：60.5
锂辉石：37.5
盐：37.5
铜锍：33
萤石粉：27.5
原油、燃料油：进口30.4；                                                                                                                                         
轻质循环油：进口22.4；                                                                                                                                                
沥青：进口30.5；
液体危化品：甲A类（烯烃类等） 50
      高毒剧毒（丙烯腈、丙烯醇、  
         纯苯等）40
      中、低毒（脂醇苯酚酮等）35
其他未列明货种，由作业委托人与港口
经营人协商定价。

元/计费吨

进口包括：卸船、船边至堆
场短运、堆垛、装车（火车
或汽车）、港口设施保安；
出口包括：卸车（火车或汽
车）、堆垛、库场至船边短
运、装船 、港口设施保安

市场调节价/自定
如作业委托人增加作业项目，包干
费价格另行协商。

10 
港口作业包干费
（个性化服务）

根据作业事项，与作业委托人协商确定
收费标准。

包括正常包干内容以外的衡
重、分票、转运、拆倒包、
灌缝包、打关、套袋、加固
、期货交割、集港装车、特
殊平舱、保湿、煤炭自燃施
救、港口设施设备租用等等

。

市场调节价/自定

11 
港口作业包干费
（困难作业加收）

一般情况2-10元/计费吨；特殊情况根据
船舶或货物实际情况对港口造成作业困
难程度，与作业委托人协商确定。

元/计费吨

包括船方非常规舱型、特殊
管理要求、货物超出常规等
困难条件下进行作业加收费

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2 
港口作业包干费

（增值服务加收）

船舶速遣：与申请人协商确定 元/航次

港口经营人优先安排申请人
船舶靠泊，重点作业，并在
协议约定时间内完成装卸作

业

市场调节价/自定

混矿业务：10 元/吨次
根据委托人要求将两种或多

种品位矿种混合
市场调节价/自定

委托监管控货：2 元/吨
根据委托人要求代其监管控

货
市场调节价/自定

装箱：15.5（散货），28（吨袋） 元/吨
根据委托人要求对散杂货进

行装集装箱作业
市场调节价/自定

煤炭苫盖（篷布）：2 元/吨
根据委托人要求对煤炭苫盖

篷布
市场调节价/自定

洒水：水费+20/用水量 元/吨
根据委托人要求对货物进行

洒水保湿
市场调节价/自定

货物简单加工：根据作业要求，与委托
人协商定价。

根据客户要求，对货物进行
筛分、破碎等简单加工。

市场调节价/自定

13 
港口作业包干费
（铁路业务）

取送车（集装箱）：
1、西港区
发送，20尺重75空25，40尺重150空50
到达，20尺重75空25，40尺重150空50
2、东方公司马腰作业区
发送，20尺重22.5，40尺重45
到达，20尺重22.5，40尺重45             
3、上和场站
发送，20尺重105空35，40尺重210空70
到达，20尺重105空35，40尺重210空70

元/箱 取送车

市场调节价/自定

危险品加收50%



13 
港口作业包干费
（铁路业务）

取送车（散杂货）： 
1、西港区
发送，每吨2.83
到达，东方墟沟东、港储专线2.58
     东粮、新陆桥、 新东方专线 2.83
     东方墟沟西、焦专线、益海，3.08
2、新苏港，每车72
3、东方公司马腰作业区
发送，每车45
到达，每车45                        
4、上和场站：252元/车
     

元/吨
元/车

取送车
市场调节价/自定

危险品加收50%

取送车（空罐车）：7.1 元/轴 取送车

轨道衡重：
重车，每车30
空车，每车4.9

元/吨
元/车 衡重

变更费：300
元/批

向货主提供货物到站变更业
务

车辆占用费：
普通火车：1—10小时，5.7；11—20小
时，11.4；21—30小时，17.1；30小时
以上，22.8.

元/车小时
因货主原因导致装卸车停时

延误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
调整货车占用费等3项
收费标准的通知  铁
总运电【2014】16号

铁路发运货物车辆加固业务（散货）：
28

元/车 车辆加固 市场调节价/自定

14 
库场使用费
（集装箱）

1-30天：20英尺：10；40英尺：20；30
天以上：20英尺：20；40英尺：40

元/箱天
向船方收取中转集装箱普通
货物空、重箱超期堆存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

1-10天：20英尺：200；40英尺300。11-
20天：20英尺：300；40英尺450 21-30
天：20英尺：400；40英尺：600。30天
以上每天加收100元（20英尺），150元
（40英尺）

元/箱天
向船方收取中转集装箱冷藏

重箱超期堆存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3、出口箱进
场后因故不装船，无免堆期。



14 
库场使用费
（集装箱）

1-5天：20英尺：150；40英尺200。   
6-7天：20英尺：200；40英尺250。   
8-10天：20英尺：250；40英尺：320。
11-20天：20英尺：350；40英尺：500。
20天以上每天加收100元（20英尺），
150元（40英尺）.

向船方收取中转集装箱危险
品货物超期堆存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

20英尺：10(6-10天），20(11-20天），
30(21-30天），40（大于30天）；40英
尺：20(6-10天），40(11-20天），
60(21-30天），80（大于30天）

元/箱天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普通货物
重箱超期堆存费用（免5天）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3、出口箱进
场后因故不装船，无免堆期。

20英尺：10；40英尺：20 元/箱天
向货方收取集装箱空箱超期

堆存费用（免4天）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

20英尺：150(4-5天），200(6-7天），
250(8-10天），350（11-20天），每天
递增100（21天及以上）；40英尺：
200(4-5天），250(6-7天），320(8-10
天），500（11-20天），每天递增150
（21天及以上）。

元/箱天
向货方收取非9类危险品超期
（堆存超过3天）监控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3、出口箱进
场后因故不装船，无免堆期。

20英尺：100(4-5天），120(6-7天），
140(8-10天），160（11-20天），200
（21天及以上）；40英尺：150(4-
5天），180(6-7天），210(8-10天），
240（11-20天），300（21天及以上）。

元/箱天
向货方收取9类危险品超期
（堆存超过3天）监控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3、出口箱进
场后因故不装船，无免堆期。

20英尺：200(1-10天），300(11-
20天），400（大于20天）；40英尺：
300(1-10天），450(11-20天），600
（大于20天）

元/箱天
向货方收取冷藏箱进出口超
期制冷费，（进口堆存1天不

免，出口堆存免5天）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3、出口箱进
场后因故不装船，无免堆期。

20英尺：350(4-5天），每天递增100(大
于5天）；40英尺：500(4-5天），每天
递增150(大于5天）

元/箱天
向货方收取危险品冷藏箱超
期（堆存超过3天）监控费用

市场调节价/自定

1、特种箱（FR\OT)按4倍收取，2、
45英尺集装箱费用在40英尺集装箱
费率基础上加收25%，3、出口箱进
场后因故不装船，无免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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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场使用费
 （散杂货）

一般散货：
存放库外堆场，：180天以内0.15，180
天以上0.3；
存放库内或库外苫盖铺垫：0.3
粮食类货种（大豆、小麦、玉米等）：
30天以内0.3,31-50天，0.46,51天以上
0.55；                            
粮食类内贸出口：15天以内0.1,16天起
0.3
液体、危化品货种：面议

元/计费吨天 仓储保管服务 市场调节价/自定
特殊情况依据双方协商或协议确定
收费标准。

备注：1、特殊作业码头公司与收费对象依据双方协商或协议确定收费标准。

      2、如遇到国家主管机关及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费率标准调整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