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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交联发〔2020〕53 号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

的实施意见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为进一步深化我省道路运输价格市场化改革，促进行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

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交运规〔2019〕17 号），结合我

省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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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放管服”改革总体要求，进一步推进道路运输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道路运输价格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道路运输市场活力，不断

提升发展质量、服务效能和综合治理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发挥价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杠杆作用，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

都交给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暂不具备放开条件的道

路运输价格，建立健全科学反映成本、体现质量效率、灵活

动态调整的政府价格机制。

坚持保障民生。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妥善处理提高市场效率和保障

社会公平的关系，保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运输服务价格基本

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和合法价格权益，努力满足人

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

坚持包容审慎。落实新发展理念，对道路运输新业态新

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价格政策。按照放管结合的要求，加强

价格行为事中事后监管和市场价格水平监测，保障市场稳定，

促进公平竞争。

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结合我省道路

运输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把价格改革放在道路运输“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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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改革、优化完善市场准入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大局中

统筹谋划，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好时机、节奏和力度，因地

制宜，稳慎推进，以进促稳，以稳保进。

（三）改革目标

2020 年，道路运输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确

需保留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道路运输价格动态调整

机制有效建立，道路客运、出租汽车等领域经营者价格行为

更加规范，主要由市场决定的道路运输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

规范、透明的道路运输价格监管制度基本健全，价格机制引

导资源配置、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的作用明显增强。

二、主要任务

（一）深化道路班车客运价格市场化改革。除农村客运

外，由三家及以上经营者共同经营的客运班线、与高铁动车

组线路平行线路等竞争充分的班车客运实行市场调节价；跨

省道路客运班线终到站所在地省（市）已实行市场调节价的

线路实行市场调节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道路客运班线目录，

由当地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向社会公布。同一方向上运输

方式单一且同业竞争不充分的班车客运，实行政府指导价

（最高上限价格）管理，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按照固定

线路运行或者实行区域经营的农村客运，实行政府指导价

（最高上限价格）管理，最高上限价格在《吉林省道路班车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128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128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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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基准价格》（见附件）基础上最高上浮 30%。取消班车客

运价格核定、申请浮动的事前备案。

（二）完善汽车客运站收费分类管理。汽车客运站提供

的车辆基本站务服务和旅客基本站务服务收取的客运代理

费、旅客站务费和退票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汽车客运站为

承运人组织客流、售票、检票、发车等业务的，可收取客运

代理费。计收客运代理费时应扣除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

资金、车辆通行费、旅客站务费、燃油附加费及 0.0147*里

程（原客货附加费）等相关费用。一级站和达到一级站服务

设施和服务标准的二级站不超过 10%，二级站不超过 8%，三

级及以下级别的客运站不超过 6%。对不宜按客运代理费收取

标准收取客运代理费的，可由站、运双方协商采取定额收取。

客运站具备站级标准规定的设施、设备，为旅客提供候车、

休息、安保、安全检查、信息等基本服务的，可按每人次在

客票内向旅客收取旅客站务费,一、二级客运站每票收取最

高不超过 2 元；三级客运站每票收取最高不超过 1 元。汽车

客运站办理客票退票时可向旅客收取退票费。因汽车客运站

或承运人责任造成的延误发车或脱班，旅客要求退票时，客

运站应予以办理，并免收退票费。提前 3 天退票的，免收退

票费；当次客运班车开车时间 2 小时前办理退票，按票面金

额的 10%计收，不足 0.5 元按 0.5 元计算；当次客运班车开

车前 2 小时以内办理退票，按票面金额的 20%计收，不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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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 1 元计算；开车后不办理退票。汽车客运站提供的可由

承运人、旅客自主选择的其他服务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应在汽车客运站内公示。

（三）健全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形成机制。各城市人民政

府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

价或者政府定价管理。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58 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

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6〕76 号）要

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出租汽车运营成本、居民

和驾驶员收入水平、交通状况、服务质量等因素，按照规定

程序，科学定位，合理确定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水平和结构。

要探索建立出租汽车运价动态监测分析机制和运价调整机

制，健全定价规则，完善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办法，对运价

调整机制进行听证，达到启动条件时及时实施运价调整并向

社会公告。

（四）规范道路运输新业态新模式价格管理。规范网约

车价格行为，对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

确有必要的也可实行政府指导价。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主动公

开定价机制和加价机制，通过公司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APP）等方式公布运价结构、计价加价规则，保持加价

标准合理且相对稳定，保障结算账单清晰、规范、透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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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会监督。道路旅客运输定制服务（含预约响应式的农

村客运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在农村地区开通的公共汽电

车，原则上纳入当地公共交通价格管理。

（五）健全特殊旅客权益保障。班车客运经营者和汽车

客运站应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伤残军人、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伤残人民警察、持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件的残疾消防救援人

员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具体按照所乘班次执行票价的 50%计

算。除 9 座及以下客车外，符合条件的儿童享受免费乘车或

者客票半价优待。具体条件为：每一成人旅客携带的 1 名 6

周岁（含 6 周岁）以下或者身高 1.2 米（含 1.2 米）以下、

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车，需单独占用座位或者超

过 1 名时超过的人数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并提供座位；6-14

周岁或者身高为 1.2-1.5 米的儿童乘车执行客票半价优待，

并提供座位。证明儿童年龄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本、居民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

三、相关措施

（一）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的道路运输价格和汽车客运站收费，各地交通运输、价格

主管部门制定或者调整价格，应依法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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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调查，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春运和节假日期间，

班车客运票价不得在正常的政府指导价规定范围或者政府

定价水平以外实行特殊的加价政策。

（二）规范经营者自主定价行为。非定线旅游客运、包

车客运、道路货物运输继续实行市场调节价。道路运输经营

者应实行明码标价，公示服务项目及价格，并保持价格基本

稳定。班车客运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客运站应在客票（含电

子客票）标注或者通过售票渠道公示上限票价。鼓励汽车客

运站、班车客运经营者向旅客免费提供改签服务。道路运输

经营者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制定或者调整价格、网约车平台公

司调整定价机制或者加价机制，应至少提前 7日向社会公布。

（三）加强价格监测和信用体系建设。各地价格、交通

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道路运输价格监测分析预警机

制，密切跟踪分析本地区道路运输价格总体水平和重要领域

价格走势，着重加强春运、节假日等重点时段价格监测，完

善价格异常波动应对预案，及时提出调控建议，保持价格水

平处于合理区间。要推动建立道路运输价格信用监管机制，

依法依规对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四）推进完善行业治理体系。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深化道路运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完善道路运输管理和经营服务的法规规章和

标准规范，创新运输组织方式，优化准入条件、许可程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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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事项，为价格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道路运输

经营者依法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价格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要

充分认识推进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重要意义，将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改革

措施，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责任分工，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深入调研、科学论证，充分考虑社会

承受能力，依法依规推动本地道路运输价格改革工作，确保

改革稳妥有序。

（二）做好宣贯培训。各地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要

深入开展宣贯培训、政策解读工作，将改革举措及时、准确

的传达到相关经营者。要统筹推进本地区道路运输“放管服”

改革和价格改革，并认真梳理改革进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价格改革落实落地。

（三）强化舆情引导。各地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要

加强宣传报道和社会沟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

会舆论和市场预期，确保改革推进过程中行业和社会稳定。

要及时总结宣传价格改革对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作用，营造道路运输价格改革良好舆论氛围。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

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吉林省汽车运价及客运站收费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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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通知》（吉交联发〔2010〕28 号)同时废止。

附件：吉林省道路班车客运基准价格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19 日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0年 8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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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道路班车客运基准价格

客车等级 计算单位
基准运价

平原 山区

普通客车

元/人公里

0.0874 0.0997

中级客车 0.1044 0.1207

高一级客车 0.1447

高二级客车 0.1847

高三级客车 0.2247

注：山区基准运价是指公里路面坡度（纵）在 5%以上，山峦丘陵路段占整

条营运线路里程的 70%以上的客运线路的运价；山区线路由各市（州）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核定。

道路班车客运基准运价是指对不同类别、等级的客运班车所制定的每位旅

客每千米的运输价格，由运输成本、合理利润、税金等构成。

客运票价=道路班车客运基准运价×（1+0.02 旅客身体伤害赔偿责任保障

金率）×旅客计费里程（营运线路公路里程+城市市区里程）+旅客站务费+车辆

通行费+燃油附加费+其他法定收费。

营运线路里程按照交通运输部核定颁发的《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确定。

《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中未标明的，由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实际里程

核定。城市市区里程按照实际里程计算。

道路班车客运车辆通过收费公路、渡口、桥梁、隧道所发生的通行费用，按

通过收费站的客车单程收费额除以 36（即按客车平均 45 个座位的 80%）计算，

并计入票价。

燃油附加费是指建立道路班车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用于补偿成

品油价格上涨造成道路客运成本增支的费用。以 2005 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公布的成品油价格（即 0号柴油 4475 元/吨、90 号高标准清洁汽油 5160 元

/吨）为基础，当市场零售成品油价格每吨上涨 100 元（即柴油每升增加 0.084

元、汽油每升增加 0.075 元），道路班车客运燃油附加费相应增加 0.0009 元/

人千米；成品油价格每吨减少 100 元时，燃油附加费也相应降低。

燃油附加费=联动额度×旅客计费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