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项目 定价形式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备注

预报舱单申报费 市场调节价 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圣胡安)、墨西哥、南非、日本：USD30元 每票

应目的港海关要求于船开前申报海关

舱单，需逐笔追踪海关回执。若有问

题及时反馈给客户，并协助其解决。

船代代收

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圣胡安)、 墨西哥：USD45元；

南非、日本：USD40元

提单制作费 市场调节价 RMB450元 每票

对于本地出运货载，提供缮制、审

核、确认提单内容，并应客户要求打

印及签发的服务。

船代代收

电放费 市场调节价 RMB300元 每票每次

应客户要求，为降低寄单成本及时间

， 提供 E-MAIL通知目的港审核后放

货服务。

船代代收

船证费 市场调节价
RMB50元（非台湾货载）

RMB200元（台湾货载）
每票 提供船证审核及签发服务。 船代代收

历史数据查询费 市场调节价
USD50  (船开后6个月至2年）

USD75（船开后2年以上）
每票 调取历史资料及列印服务 船代代收

舱位管理费 市场调节价 RMB100 每票
客户在不事先通知船东的情况下，非

正常取消订舱，造成船东损失。
船代代收

铅封费 市场调节价 RMB30元 每个 为出口集装箱提供加封服务。 船代代收

对于非本地出运的货载，提供在本地

领单、本地付费服务。

(注：当客户同时提出上述两项服务要

求时，仅收取一次第三地服务费。）

提供提单重作、提单更改、推迟提交

提单资料、分并单、补申报目的港舱

单、运费更改、VGM更改等服务。

（注：当客户同时提出上述多项服务

要求时，仅收取一次提单更改费。）

提单更改费 市场调节价

预报舱单更改费 市场调节价 每票每次

应客户要求提交预报舱单之更正，若

有问题及时反馈给客户，并协助其解

决。

船代代收

RMB400元 每票每次 船代代收

EVERGREEN LINE 青岛 收费概览(出口）

第三地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
RMB450元 (非台湾货载)

RMB500元 (台湾货载)
每票每次 船代代收



船开后15~21日历天：RMB500元;

船开后22~28日历天：RMB800元;

船开后29日历天及以后：RMB1200元

1.非台湾货载

   1）非危险品:

         RMB620元/20呎干柜 ；RMB930元/40呎干柜&高柜；RMB1240元/45呎干柜

         RMB682元/20呎冷柜&框架柜&开顶柜&油罐柜

         RMB1023元/40呎冷柜&框架柜&开顶柜&油罐柜

   2）危险品:

        RMB682元/20呎干柜；RMB1023元/40呎干柜&高柜；RMB1364元/45呎干柜

2.台湾货载

    1) 非危险品:

        RMB661元/20呎干柜；RMB992元/40呎干柜&高柜；RMB1322元/45呎干柜

        RMB727元/20呎冷柜&框架柜&开顶柜&油罐柜

        RMB1091元/40呎冷柜&框架柜&开顶柜&油罐柜

   2) 危险品:

       RMB727元/20呎干柜；RMB1091元/40呎干柜&高柜；RMB1454元/45呎干柜

20呎干柜 / 20呎成衣柜：

1~7天:免费；8~14天:RMB 60元/天；15~21天:RMB 120元/天；22天起:RMB 240元/天

40呎干柜/40呎成衣柜:

1~7天:免费；8~14天:RMB120元/天；15~21天: RMB240元/天；22天起:RMB 480元/天

40呎超高干柜/40呎超高成衣柜:

1~7天:免费；8~14天:RMB150元/天；15~21天: RMB300元/天；22天起:RMB600元/天

45呎干柜:

1~7天:免费；8~14天:RMB360元/天；15~21天: RMB720元/天；22天起:RMB1440元/天

20呎全高开顶柜 / 平板柜:

1~7天:免费；8~14天:RMB100元/天；15~21天:RMB200元/天；22天起:RMB400元/天

40呎全高开顶柜 / 40呎超高开顶柜 / 平板柜:

1~7天:免费；8~14天:RMB200元/天；15~21天:RMB400元/天；22天起:RMB800元/天

20呎冷冻柜:

1~4天:免费；5~10天:RMB180元/天；11~20天:RMB360元/天；21天起:RMB720元/天

40呎冷冻柜:

1~4天:免费；5~10天:RMB600元/天；11~20天:RMB900元/天；21天起:RMB1800元/天

THC 市场调节价 每箱

码头提供的货柜装卸服务或者提供有

关货物处理的服务。

 

重柜延滞费 市场调节价 每箱每天

因客户超期使用货柜，对导致的额外

用柜成本(包括但不限于额外的柜租、

堆存费、补柜成本等)予以补偿

船代代收

船代代收

提单滞领费 市场调节价 每票

对逾期未至柜台领取之单证文件（包

括正本提单、SEA WAYBILL和预作电

放提单），提供存放保管服务。

船代代收



20呎干柜 / 20呎成衣柜:

1~20天:RMB60元/天；21~40天:RMB120 元/天；41天起:RMB240元/天

40呎干柜/40呎成衣柜:

1~20天:RMB120元/天；21~40天:RMB240元/天；41天起:RMB480元/天

40呎超高干柜/40呎超高成衣柜

1~10天:RMB150元/天；11~20天:RMB300元/天；21天起:RMB600元/天

45呎干柜:

1~10天:RMB360元/天；11~20天:RMB720元/天；21天起:RMB1440 元/天

20呎全高开顶柜 / 平板柜:

1~10天:RMB100元/天；11~20天:RMB200元/天；21天起:RMB400元/天

40呎全高开顶柜 / 40呎超高开顶柜 / 平板柜:

1~10天:RMB200元/天；11~20天:RMB400元/天；21天起:RMB800元/天

20呎冷冻柜:

1~10天:RMB180元/天；11~20天:RMB360元/天；21天起:RMB720元/天

40呎冷冻柜:

1~10天:RMB360元/天；11~20天:RMB720元/天；21天起:RMB1440元/天

提空还空货柜使用费 市场调节价 每箱每天

因客户使用货柜，对导致用柜成本(包

括但不限于柜租、堆存费、补柜成本

等)予以补偿

场站代收



收费项目 定价形式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备注

文件费 市场调节价
RMB500元 （非台湾货载）

RMB550元 （台湾货载）
每票

审核、维护进口提单资料，缮制、申

报进口舱单。
船代代收

船证费 市场调节价
RMB50元（非台湾货载）

RMB200元（台湾货载）
每票

根据客户要求，参照进口舱单信息，

审核、缮制船证明，供客户通关使

用。

船代代收

非危险品:

RMB661元/20呎干柜 ；RMB992元/40呎干柜&高柜；RMB1322元/45呎干柜

RMB727元/20呎冷柜&框架柜&开顶柜&油罐柜

RMB1091元/40呎冷柜&框架柜&开顶柜&油罐柜

危险品:

RMB727元/20呎干柜；RMB1091元/40呎干柜&高柜；RMB1454元/45呎干柜

20呎干柜 / 20呎成衣柜:

1~7天:免费；8~14天: RMB60元/天；15~21天:RMB120元/天；22天起: RMB240元/天

40呎干柜/40呎成衣柜:

1~7天:免费；8~14天: RMB120元/天；15~21天:RMB240元/天；22天起: RMB480元/天

40呎超高干柜/40呎超高成衣柜:

1~7天:免费；8~14天:RMB150元/天；15~21天:RMB300元/天；22天起: RMB600元/天

45呎超高干柜:

1~4天:免费；5~10天:RMB360元/天；11~20天:RMB720元/天；21天起: RMB1440元/天

20呎开顶柜 / 20呎平板柜 / 20呎油罐柜:

1~7天:免费；8~14天:RMB100元/天；15~21天:RMB200元/天；22天起: RMB400元/天

40呎开顶柜 / 40呎平板柜 / 40呎超高平板柜 / 40呎超高开顶柜 / 40呎油罐柜:

1~7天:免费；8~14天: RMB200元/天；15~21天:RMB400元/天；22天起: RMB800元/天

20呎冷柜:

1~4天:免费；5~10天: RMB180元/天；11~20天:RMB360元/天；21天起: RMB720元/天

40呎超高冷柜:

1~4天:免费；5~10天:RMB600元/天；11~20天:RMB900元/天；21天起: RMB1800元/天

紧急燃油附加费 市场调节价 台湾线：RMB700/20呎货柜，RMB1400/40呎&45呎货柜 每箱
因国际燃油价格快速大幅上涨, 对所产

生的额外成本予以补偿。
船代代收

*以上费率适用于本地与除欧洲经济区、俄罗斯以外的地区间的进出口货柜，欧洲经济区、俄罗斯费率请洽分公司客服专员。

货柜延滞费 市场调节价 每箱每天

因客户超期使用货柜，对导致的额外

用柜成本(包括但不限于额外的柜租、

堆存费、补柜成本等)予以补偿

场站代收

THC 市场调节价 每箱
码头提供的货柜装卸服务或者提供有

关货物处理的服务。
船代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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