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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环节收费公示目录清单 

（成都中航货站） 

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备注 

1 

成都中航货站

有限公司 

国际进、出港货物（邮件）装卸处置

费 
进港 0.5；出港 0.6（最低收费 5 元/票）。 元/公斤 

提供国际进、出港货物（邮件）

装卸、处置等服务 
 

2 国际出港货物（邮件）退运处置费 0.1  元/公斤 
提供国际出港货物（邮件）退运

服务 
 

3 

国际进、出港特种货物附加费                                            

（灵柩、枪械弹药、危险品、贵重货

物等） 

650  元/票 提供特种货物查验服务  

4 
国际进、出港                                                           

超大超重货物处置费 

每件 100-200 公斤（含 200 公斤）收 50； 

超过 200 公斤的，每 100 公斤加收 50， 

不足 100 公斤按 100 公斤计。 

元/公斤·件 提供叉车等服务  

5 
普通货物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货运部门发出到货通知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包括在免费保管期限内；    

超过免费保管期限的货物，7日内收 0.1 元/公斤·日；自第 8 日起

收 0.2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1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6 
贵重物品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航班到达目的站次日 8 点起收 5 元/公斤·日；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次日 8 点起，5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5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贵重货物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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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险物品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货运部门发出到货通知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包括在免费保管期限内； 

超过免费保管期限的货物，7日内 0.5 元/公斤·日；自第 8日起 1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5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危险品货物仓储服务  

8 
鲜活易腐货物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航班到达目的站后，免费保管 6 小时；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起，货物免费保管 6 小时；                                                              

超过免费保管期限后，0.5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5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鲜活易腐货物仓储服务  

9 国际货物查验处理费 10  元/件 提供国际货物协助查验服务  

10 活体动物检查费 200  元/票·次 提供活体动物检查服务  

11 电报更改费 10  元/份 提供电报信息更改服务 应客户需求 

12 普货/鲜货快提费 普货 0.1；鲜货 0.2（最低收费 100 元/票） 元/公斤 提供普货/鲜货快提服务 应客户需求 

13 货物包装费 10-100 元/件 提供单件货物包装及修复服务 应客户需求 

14 拍照摄像费 500  元/航班 
提供从库区到装机全过程拍照

摄像服务 
应客户需求 

15 监管拍照费 30（最低收费 300 元） 元/板 提供库区内打板过程拍照服务 应客户需求 

16 湿租勤务车辆费 500  元/台·航班 提供湿租勤务车辆服务 应客户需求 

17 湿租叉车费 220（最低按 30 分钟计费） 元/台·30 分钟 提供湿租叉车服务 应客户需求 

18 进港货物复秤费 0.2  元/公斤 提供进港货物复秤服务 应客户需求 

19 快速通道费 0.6  元/公斤 提供出港快速通道服务 应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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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库区场地使用费 185  元/平方米·月 提供库区场地操作使用服务 应客户需求 

21 入库组板管理费 0.15-0.3 元/公斤 提供入库组板管理服务 应客户需求 

22 无联程运单确认服务费 160  元/票 
提供无联程运单资料的确认及

拍照服务 
 

23 辅材区租赁服务 20000  元/年 提供库区内打板辅材存放场地 应客户需求 

24 特殊货物打板费 100-500 元/板 提供打板特殊保护服务 应客户需求 

25 提供货物垫板或托盘 150-200 元/个 提供垫板或托盘服务 应客户需求 

26 灵柩消毒费 1000  元/具 提供运载工具消毒服务  

27 装卸车服务费 0.1  元/公斤 提供库区外的装卸车服务 应客户需求 

28 爆炸物探测费 30  元/件 提供炸探检测服务  

29 航空器进出口新舱单信息传输费 200  元/架次 提供新舱单信息传输服务 应客户需求 

30 出港分单运抵服务费 5  元/票 提供运抵信息发送服务  

31 分单理货费 0.3  元/公斤 提供分运单理货服务  

32 货物新舱单出港信息录入费 

新舱单出港信息更改费 150；                            

新舱单出港运单信息录入费 50；                       

AMS 信息录入费：主单 50 元/票；分单 25 元/票 

元/票 提供信息录入或更改服务  

33 运单制单费 50  元/票 提供填制运单服务  

34 自愿变更运单信息费 150  元/票 
提供处理变更运单信息修正服

务 
应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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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四川嘉孚工贸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入境旧航空器发动机检疫处理费 1000 元/台 旧航空器发动机检疫处理  

36 入境货物检疫处理费 60（2 件及以下）、100（3 件及以上） 元/(件·批次) 
旧散件、快件货物、入境水产品、

水果及花卉检疫处理 
 

37 焚烧处理费 按实际产生费用收取 元/次 
木质包装及其它查验不合格货

物焚烧处理 

公司可代为客户

联系或执行焚烧

处理。 

38 运输（装载）工具检疫处理费 

522（起飞重量 201 吨以上）、405（起飞重量 101-200 吨）、288（起

飞重量 51-100 吨）、198（起飞重量 50 吨以下）、9000（专运动物

航空器） 

元/架次 航空器及货物检疫处理  

 

注：1.企业自主定价收费使用本表。 

       2.本表所列内容，由经营者提供，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经营者在本表上公示价格信息，不替代其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实行明码标价的义务。 

       4.本表内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者有权调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调整的同时报送口岸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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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环节收费公示表 

（成都双流机场货站） 

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备注 

1 

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航空地面

服务有限公司 

国际进、出港货物（邮件）装卸处置

费 
进港 0.5；出港 0.6（最低收费 5 元/票）。 元/公斤 

提供国际进、出港货物（邮件）

装卸、处置等服务 
 

2 国际出港货物（邮件）退运处置费 0.1  元/公斤 
提供国际出港货物（邮件）退运

服务 
 

3 

国际进、出港特种货物附加费                                            

（灵柩、枪械弹药、危险品、贵重货

物等） 

650  元/票 提供特种货物查验服务  

4 
国际进、出港                                                           

超大超重货物处置费 

每件 100-200 公斤（含 200 公斤）收 50； 

超过 200 公斤的，每 100 公斤加收 50， 

不足 100 公斤按 100 公斤计。 

元/公斤·件 提供叉车等服务  

5 
普通货物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货运部门发出到货通知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包括在免费保管期限内；    

超过免费保管期限的货物，7日内收 0.1 元/公斤·日；自第 8 日起

收 0.2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1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6 
贵重物品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航班到达目的站次日 8 点起收 5 元/公斤·日；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次日 8 点起，5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5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贵重货物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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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险物品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货运部门发出到货通知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次日 8 点起，货物免费保管 72 小时；                                                                

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包括在免费保管期限内； 

超过免费保管期限的货物，7日内 0.5 元/公斤·日；自第 8日起 1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5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危险品货物仓储服务  

8 
鲜活易腐货物 

进、出港仓储费 

进港：自航班到达目的站后，免费保管 6 小时；                                                          

出港：自货运部门入库接收货物起，货物免费保管 6 小时；                                                              

超过免费保管期限后，0.5 元/公斤·日； 

保管期限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最低收费 50 元/票）。                                                      

元/公斤·日 提供鲜活易腐货物仓储服务  

9 国际货物查验处理费 10  元/件 提供国际货物协助查验服务  

10 活体动物检查费 200  元/票·次 提供活体动物检查服务  

11 电报更改费 10  元/份 提供电报信息更改服务 应客户需求 

12 普货/鲜货快提费 普货 0.1；鲜货 0.2（最低收费 100 元/票） 元/公斤 提供普货/鲜货快提服务 应客户需求 

13 货物包装费 10-100 元/件 提供单件货物包装及修复服务 应客户需求 

14 拍照摄像费 500  元/航班 
提供从库区到装机全过程拍照

摄像服务 
应客户需求 

15 监管拍照费 30（最低收费 300 元） 元/板 提供库区内打板过程拍照服务 应客户需求 

16 湿租勤务车辆费 500  元/台·航班 提供湿租勤务车辆服务 应客户需求 

17 湿租叉车费 220（最低按 30 分钟计费） 元/台·30 分钟 提供湿租叉车服务 应客户需求 

18 进港货物复秤费 0.2  元/公斤 提供进港货物复秤服务 应客户需求 

19 快速通道费 0.6  元/公斤 提供出港快速通道服务 应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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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库区场地使用费 185  元/平方米·月 提供库区场地操作使用服务 应客户需求 

21 入库组板管理费 0.15-0.3 元/公斤 提供入库组板管理服务 应客户需求 

22 无联程运单确认服务费 160  元/票 
提供无联程运单资料的确认及

拍照服务 
 

23 辅材区租赁服务 20000  元/年 提供库区内打板辅材存放场地 应客户需求 

24 特殊货物打板费 100-500 元/板 提供打板特殊保护服务 应客户需求 

25 提供货物垫板或托盘 150-200 元/个 提供垫板或托盘服务 应客户需求 

26 灵柩消毒费 1000  元/具 提供运载工具消毒服务  

27 装卸车服务费 0.1  元/公斤 提供库区外的装卸车服务 应客户需求 

28 爆炸物探测费 30  元/件 提供炸探检测服务  

29 航空器进出口新舱单信息传输费 200  元/架次 提供新舱单信息传输服务 应客户需求 

30 出港分单运抵服务费 5  元/票 提供运抵信息发送服务  

31 分单理货费 0.3  元/公斤 提供分运单理货服务  

32 货物新舱单出港信息录入费 

新舱单出港信息更改费 150；                            

新舱单出港运单信息录入费 50；                       

AMS 信息录入费：主单 50 元/票；分单 25 元/票 

元/票 提供信息录入或更改服务  

33 运单制单费 50  元/票 提供填制运单服务  

34 自愿变更运单信息费 150  元/票 
提供处理变更运单信息修正服

务 
应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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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四川嘉孚工贸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入境旧航空器发动机检疫处理费 1000 元/台 旧航空器发动机检疫处理  

36 入境货物检疫处理费 60（2 件及以下）、100（3 件及以上） 元/(件·批次) 
旧散件、快件货物、入境水产品、

水果及花卉检疫处理 
 

37 焚烧处理费 按实际产生费用收取 元/次 
木质包装及其它查验不合格货

物焚烧处理 

公司可代为客户

联系或执行焚烧

处理。 

38 运输（装载）工具检疫处理费 

522（起飞重量 201 吨以上）、405（起飞重量 101-200 吨）、288（起

飞重量 51-100 吨）、198（起飞重量 50 吨以下）、9000（专运动物

航空器） 

元/架次 航空器及货物检疫处理  

 

 

注：1.企业自主定价收费使用本表。 

       2.本表所列内容，由经营者提供，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经营者在本表上公示价格信息，不替代其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实行明码标价的义务。 

       4.本表内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者有权调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调整的同时报送口岸主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