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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单位选择 

1.样本城市 

样本城市选择煤炭道路运输货运量较大、运输线路覆盖较广，货

运物流企业发展较好的货运枢纽型城市。 

2.样本线路 

鉴于煤炭运输货运线路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差，部分运输线路运输

业务具有不连续性，因此在选择样本线路时，优先选择省内和省际常

态化运营的线路，并尽可能实现样本线路的覆盖性。部分不稳定样本

线路停运时，可选择运距相近、运输方向相近的线路替代。 

3.样本企业 

样本企业选择具有一定规模的，管理相对规范、合法经营且有能

力进行成本核算的货运物流企业。针对该样本企业确定样本线路，同

时采集样本线路的整车运价和运输成本。 

4.样本车型 

煤炭整车运输车型按照高速公路车辆限定载重量范围划分为三

类代表车型：代表车型一（限载 20 以下吨车型），代表车型二（限载

20 吨～30 吨车型，含 20 吨、30 吨），代表车型三（限载 30 吨以上

车型）。 

同一条运输线路，尽可能选择同一类代表车型进行运价和成本监

测，而且，优先选择大吨位车型为代表车型。同一家样本企业同一条

样本线路上运价监测和成本监测代表车型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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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整车的载重量有三种说法，分别是核载、限载和实载。核载指车辆

行驶证标明的车辆核定载重量，限载指高速公路计重收费整车不超重的限定载重

量，实载指整车运输的实际载重量。当前，整车的核载和限载并不一致，多数核

载要低于限载。而企业在合法合规运输的情况下，实载一般在核载和限载之间变

动，三者的关系为：核载≤实载≤限载。为便于核算整车的吨公里运价及监测运价

波动情况，选择整车的限定载重量作为整车运价的测算依据。 

5.样本单位调整 

样本单位（样本企业、线路等）的变动应及时通知部公路院，以

便更新系统中样本单位的基础信息。调整后第一次上报的采集表中，

必须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新增的样本企业、样本线路等变动信息。 

二、数据采集与报送 

1.运价类数据采集 

（1）线路运价界定：整车干线直达运输线路市场报价。 

（2）数据采集频率：每月 1 次。 

（3）数据采集和报送方式：数据采集表上报或信息系统直报。 

每月的 15～30 日为数据采集周期，在此期间数据采集员采集数

据；次月 1～3 日数据采集员将采集月数据报送至省运管部门和本省

试点技术支持单位。次月 3～14 日，试点省市进行数据审核、计算、

分析、撰写本期“道路货运运价与成本监测分析简报”等工作，次月

15 日前，省运管部门将运价基础数据、计算结果、本期分析简报等

材料报部公路院汇总。 

（4）基础数据采集表 

基础数据采集表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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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类数据采集 

（1）合理运输成本界定：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技术条件和管理

水平的经营企业，在合法、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开展道路货物运输业

务活动所耗费的成本。 

（2）数据采集频率：一般每季度采集 1 次。成本项有重大变化

时，必须及时进行补充采集。 

（3）数据采集与报送方式：数据采集表上报或信息系统直报。

有条件的省市，建议有选择的采用上门采集的方式，走访样本企业，

以座谈会的形式，召集各部门运输业务负责人、车队的队长等掌握运

输成本信息的有关人员，对照该样本企业确定的样本线路，认真落实

每条样本线路上的单车运输成本数据。（运输成本信息数据项多且复

杂，有关数据分别掌握在不同人员手里，如果企业配合程度不高，单

靠某个数据采集员难以保障数据质量）。 

（4）基础数据采集表 

成本基础数据采集表见附表。 

每季度的第 1、第 2 个月为数据采集周期，在此期间试点工作组

采集数据；该季度的第 3 个月按照新的成本数据进行成本测算和分析。 

（5）成本测算：合理成本的测算、分析和数据报送要和运价监

测的频率一样，每月都要进行 。 

——季度前两个月的成本测算：成本项数据中，油价可能每月都

不一样，而其余成本项基本变化不大，因此，每季度前 2 个月的成本

测算，除油价外，其余成本项借用上一季度的数据，从而完成当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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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成本测算分析。 

——季度第 3 个月的成本测算：使用新采集获得的本季度成本数

据，进行当月成本测算分析。 

油价数据的采集、填报，由省运管部门或省技术支持单位根据当

期公布的油价填报，一次性填入数据采集表，以保障油耗成本测算的

统一性。 

例如：本期试点 6 月份开始报送第一期的成本数据，并测算 6

月份的成本水平。则下一季度的前 2 个月的成本测算，即 7、8 月份

的成本测算，油价采用 7、8 月份当月的油价，其他成本项则借用上

一季度，即 6 月份获得的成本数据，来完成 7、8 月份当月的成本测

算，以便于与 7、8 月份测算的运价水平进行比较，使得月度监测报

告都能完成运价和成本的比较分析。9 月份的成本测算则使用该季度

新采集获得的各成本项数据进行核算、分析。 

（6）数据报送：每月 15 日前，省运管部门将采集的成本类基

础数据、测算的平均合理成本以及成本变动分析简报等材料报送部公

路院汇总。 

3. 道路货运运价与成本监测分析简报 

在每期数据计算分析的基础上，试点省市撰写当月的“道路货运

运价与成本监测分析简报”，简报篇幅不宜过长。简报内容建议包括

以下几项重点内容： 

（1）运价指数行情 

运价指数波动曲线，波动原因分析（分析的角度主要从影响价格



5 
 

波动的因素进行），并对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 

（2）运价与成本行情 

当月运价和成本水平分析，可按不同的货运线路（省内、省际、

不同运输方向）、企业的差别、不同的运距区间等分类进行比较分析； 

（3）油价和运价联动分析 

重点选择几条典型线路，持续跟踪每月的价格变化，并与油价变

动带来的油耗成本变化进行比较，监测“油运”联动状况。 

（4）其他角度的分析 

根据本地道路货运市场运行监测情况，选择其他的分析角度，在

道路运输经济运行有关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解读市场运行的现象、

变化及规律等。 

三、计算方法 

1.平均运价的计算 

（1）各样本线路代表车型的平均运价计算 

采用加权平均法，以样本线路上各企业代表车型的货运量作为加

权权重。 

         某样本线路的某车型整车平均运价 =
∑｛（𝑝 ÷ 𝑑） × （𝑞 × 𝑡）｝

∑（𝑞 × 𝑡 ）
 

其中： 

p：该样本线路各样本企业的某车型运价（元/吨） 

q：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t： 该车型当月月货运量（车） 

d：该企业样本线路的运距（公里） 

注：小数点后保留 3 位小数，运价单位为元/吨公里。 

（2）分运距区间的市场平均运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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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运距区间的市场平均运价，仅作为一种计算、分析数据的参考

方式，可在月度分析报告中使用，每月的基础数据报表中不用填报。 

采用加权平均法，以不同运距区间内各样本线路上各企业代表车

型的货运量作为加权权重。 

为便于不同区域间平均运价水平比较，建议运距区间统一划分标

准。煤炭运输参考运距区间（单位：公里）如下： 

运距区间：200 以下，200~400，400~600，600 以上；  

     某运距区间的煤炭整车运输平均运价 =
∑｛（𝑝 ÷ 𝑑） × （𝑞 × 𝑡）｝

∑（𝑞 × 𝑡 ）
 

其中： 

p：该运距区间内各样本线路各样本企业的各车型运价（元/吨） 

q：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t：该车型当月月货运量（车） 

d：该企业样本线路的运距（公里） 

注：小数点后保留 3 位小数，运价单位为元/吨公里。 

2.运价指数的计算 

因煤炭运输样本线路的不确定性，运价指数计算无法按照固定样

本线路运价波动进行。但样本企业是不变的，样本企业的样本线路数

是不变的，可计算不同时期各样本企业的煤炭运输单价，在此基础上

计算运价指数，并以该企业报告期样本线路的货运量近似反映基期样

本线路运价的权重。 

煤炭整车运价指数： 

     当月的煤炭整车运价指数 =
∑｛（𝑝1 ÷ 𝑑） × （𝑞 × 𝑡1）｝

∑｛（𝑝0 ÷ 𝑑） × （𝑞 × 𝑡1）｝
× 100 

其中： 

𝑝1：各样本企业报告期各样本线路上各车型整车运价（元/吨） 

𝑝0：各样本企业基期各样本线路上各车型整车运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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𝑞：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𝑑：该企业样本线路的运距（公里） 

𝑡1：报告期各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该车型当月月货运量（车） 

注：小数点后保留 2 位小数，基期和报告期的样本线路不一定相同。 

3.平均运输成本的计算 

各样本线路上各代表车型的平均成本计算： 

鉴于样本线路不稳定及样本线路上运输业务的不稳定，为简化计

算，平均成本计算采用算术平均法。 

               煤炭整车运输某样本线路的某车型平均运输成本

=
∑该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该车型单车单趟运输吨公里成本

该样本线路上该车型的样本企业数量
 

=
∑ 𝐶

𝑁
 

单位为：元/吨公里。注：小数点后保留 3 位小数。 

各项成本分摊到单车单趟次运输上去，固定成本分摊按往、返计，按去程满

载，返程空载计算。 

其中： 

某样本线路上单个企业某车型单车单趟次运输吨公里成本： 

C=〖【｛［C1×（1-5%）-C2］÷Y+（C3÷12）+C5｝÷（S2÷S1）÷α +

（C7×C8+C9+C10+C11+C12）】÷S1+（C2÷100000）+（C4÷10000）〗÷（1-C6）

÷Q 

N：该样本线路上该车型的样本企业数量 

S1：该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线路运距（公里） 

Q：各样本企业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S2：该车型月均行驶里程（公里/月•车） 

S2/S1：该样本线路上该车型固定成本分摊次数（次） 

Y: 整车折旧月数，车辆折旧年限为 8 年，则 Y 取值为 96 月 

α：固定成本往返分摊系数，α取值 1，以返程空载计 

C1：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该车型整车购置费用（元），整车残值按 5%提

取 

C2：整车轮胎购置费用（元），轮胎损耗按 10 万公里计提 

C3：整车税、费（元/年•车）  

C4：维修保养费（元/万公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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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整车配备司机总薪酬（元/月•车）  

C6：单车管理费成本计提参数 

C7：往、返程燃油消耗量（升/车） 

C8：当前燃油油价（元/升） 

C9：往、返程通行费（元/车） 

C10：去程装、卸车费用（元/车） 

C11：往返程司机停车、住宿等可报销费用（元/车） 

C12：往返程其他支出费用（不包括违规、违章支出）(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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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数据采集参考样表 

样表 1                                    样本企业基本信息采集表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性质 A 国有或国有控股；      B 集体所有；         C 三资企业；         D 私营企业；           E 其他企业 

自有车辆数量（辆）   
企业资产总额（万

元） 
  年货运量（万吨）   

年运营收入

（万元） 
  

单位负责人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传真   

数据采集员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传真   

主要运营线路 

序号 
出发地 目的地 

线路运距（公里） 
货运线路上主要使用车

型限载质量（吨）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1            

2            

…            

备注：年总货运量、年运营收入按去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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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2                                  煤炭运输价格基础数据采集表 

时间（年月）   公司名称   

采集员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主要运营线路 整车 

序号 

出发地 目的地 线路运

距（公

里） 

车型一(限载＜20吨) 车型二(20 吨≤限载≤30吨) 车型三(限载＞30吨)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限载质

量（吨） 

月货运

量（车） 

价格（元/

吨） 

限载质

量（吨） 

月货运

量（车） 

价格（元

/吨） 

限载质

量（吨） 

月货运

量（车） 

价格（元/

吨） 

1                             

2                             

3                             

4                             

5                             

6                             

7                             

8                             

9                             

10                             

…                             

 

备注：月货运量（车）指该企业该车型在该线路上的月度发车总车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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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3                                   煤炭运输成本基础数据采集表 

 

时间（年月） 
 

公司名称 
 

采集员姓名 
 

联系电话 
 

运营线路 省     市 ——    省      市 S1:运距（公里） 
 

该线路主要使用车型单车单趟次运输成本测算（按去程满载、返程空载核算） 

Q:车辆限载质量（吨） 
 

S2:月均行驶里程（公里/月•车） 
 

单车一般固定成本 该样本线路单车单趟次变动成本 

C1:整车购置费用（元/车） （包含车头和车身） C7：往、返程燃油消耗量（升/车） （按去程满载，返程空载计） 

C2:整车轮胎购置费用（元/车） （整车所有轮胎，不含备胎） C8：当前燃油油价（元/升） (试点小组统一填写) 

C3:整车税、费（元/年·车） 
（包括保险费、车船使用税、年审费、

二维检修费） 
C9：往、返程通行费（元/车） （按去程满载，返程空载计） 

C4:维修保养费（元/万公里·车） 
各地酌情计提（计提参考标准：1000

元/万公里·车） 
C10：去程装、卸车费用（元/车） 

（如未含在管理成本里，须

单独填报） 

C5:整车配备司机总薪酬（元/

月·车） 
（该车所配备司机的总费用） 

C11：往、返程司机停车、住宿等可报销

费用（元/车）  

C6:单车管理费成本计提参数 
各地酌情计提（计提参考系数：0.05，

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 5%） 

C12：去程其他支出费用（不包括违规、

违章支出）(元/车)  

各成本项的设置充分考虑 2 个原则：1.数据项简化，对企业难以填报准确的数据进行简化处理，比如 C4、C6、C8不向企业直接采集，由技术单位统

一测算和填报； 2.数据容易获得，尽量选择采集直接发生的、不用统计计算的成本数据，企业易于填报，而且数据误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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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4                                   煤炭运输运价与成本测算表 

时间（年月）   试点省（市）名称   

信息报送员

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货运线路 整车运价与成本（元/吨公里） 当月运价指数 

序号 出发地 目的地 线路运距

（公里） 

车型一(限载＜20 吨) 
车型二(20 吨≤限载

≤30吨) 

车型三(限载＞30

吨) 煤炭运价指数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运价 成本 运价 成本 运价 成本 

1                    

  

2            

3            

4            

5            

6            

7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