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州 市∷交 通 委 员 会

关于转发组织开展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行业协会、物流企业:

现将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组织

开展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交办运

⒓01刀 53号 )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有关行业协会将申报信 .憝 通过微信、网站等多

种途径及时告知会员单位,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自愿原

则进行申报。

二、各物流企业申报的示范工程项目应符合交办运

⒓01刀 53号 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须提出示范工程项目的总

体思路、建设内容、运营组织及实施计划,认真分析示范工

程开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

三、各物流企业的申报材料请于 6月 23日 前报送市交

委物流发展处,以便按时推荐上报省交通运输厅进行集中核

查和评审。

特此通知。



(此页无正文 )

广州市

(联系人:廖俊、王力,联系电话:3818陇臣、38113823,

电子邮箱:gzWlfzG2010@163· G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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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运mO1卩lm号

交汛运抽部办公玎 国家发展玖革委办公厅

关干扭织开展笫二批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的池知

备省、自治区、苴辖市、新驵圭产建设兵囝交通运轩厅(局 、委)、 发

展改革赉、弪信蚕(=倌委):

为贯仰落实《日夯院办公厅*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曹造良

妤市场环冼推动交通抽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避知》〈回办发

mmω珏s号 )、《交通运输邯等十八个邯门关于进一步莰励开展多

式联运工作的通知≥(交运发臼0161⒛2号 )要 求,交 通运轩邯、国

家发展改苹蚕在总结笫一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经验基础上,决定

纽织开展笫=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申报工作。玑将有关革项通知

宽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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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

一捕 体要求

开展多式联运示范△程建设臼是深化交通运转供给倒绪构性

改革、促进备种运转方式戤奋发展、推动物流业降本揩效的有效载

体,是挖掘资源要索潜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引颌多式联运加快

发展的重要依托。备级交通运揄、经济运行调节郜门要按照客观

公正、妤中选优、务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以 完菩枢纽站场和集琉运

体系、优化运轩组织模式、推广先进技术装备、加快信息资深共享、

促进企业联盅合作为重点,以 坩加有效供给、提升运扮效率、洚低

物沆成本、促数节能喊排为目标,严 格遴选把关,做好踉踪指导,加

快培甫冖批朕务优质、甘理枧范、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的龙头带干多

式联运经菅企业,为 推动多式联运健康发展提供典型经验借鉴和

禳式参考。

∴、申报婊件

《一〉基本条件。

1。 企业可革独申报也可联仑申报,参 与申报企业均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

2.申 报企业(独 立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的牢头企业,下 同),或

其实际参与多式联运项目运作曲全资、控股企业,应具有铁路、道

珞、水路(含港口)、燕空货物运扮以及无车承运、无船承运、邮玖快

递业夯缀菅等资质中至少一种资质奖格口

3.申 报企业或共实际参与多式联运项目运作的全资、拄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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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具备良妤的多式联运业务基砩或发展常紊、较强的经菅能力

和资佥实力p且从卒货运物沈服务相关业务1年以上。

吐。申报项目所依托的线珞琏逍应具奋雨种及以上运钴方式的

运菅条件,去「宥充是穗定的货济,申 报企业应具有明确的运啻组织

方案。

5.申 掇项目所依托的枢纽站场设施的转运功芘应较为完菩、

对外交通设施的衔接较为颀畅。有与多式联运经菅业务相适应的

运锇革元、遇抽装备及专业化多式联运设备。

(亠)优先支持方询。

1.能铵挟妤地跟夯文掸
“-带 一珞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英协

同发展等国泉重大战硌,符奋￠十三五”
现代琮合灾逍运铃体系发

展规划X推进劭沈大避逍建设衍动计划CO16-2020年 讣≮关于

推动交通提质坩效提升供给燕务能力的实施方案》等规划布局的

丈持方向。

z。 优先丈持巳纳入σ十三五”潜口集跣运系统建设方案X铁

珞物流基地布局规nll及 201b—⒛17年建设计划》等妩划建谈方案

的项目。

g,优先丈持冷链、商品车等专业化领域曲夕式联运项目,以 及

驮背运捻、铁珞双层集装辖运转、半挂车滚装运掎和可交换带体应

用等装备技术创新类多式联运项日,优先攴持中趺班列、海铁联运

资涑茔奋类项目,优先丈持长江等内河铁永联运项目。优先支持

铁珞运拂企业荦头或参与组织申报的项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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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优先支持笫一批多式联运禾范工程运行线珞和转运枢纽未

菝盖的项目。

三、申报材抖

申报企业向交通运揄、纽济运衍调节部

"提
出申报时,应提供

以下材料 :

1.夕 式联运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拍匍要点

参见《交邋运耠部 国家发展改萃委关于开展夕式联运示范工程的

通知×交运发臼01臼 lO7号 )附件 1。 实施方案应选择确定示范工

程具体线路,踩入分析示范工程开展的基础条件、市场皤求和发展

潜力,宄分论证示范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创新挂,明 确提出示

范工程的总体思路、走设内容、运曹纽织、年皮计划和工作目标,并

从提升区域发展克争力、降低仂流成本、节约淋油诮托、减少污染

蜘排放等方
^m^,客

观评估示范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荦 头及参与企业(单位)的企业法人菅业执泯或事业单位机

杓代码证(奂 印件加盅革隹公幸)。

a。 相关轻菅许玎资质、备案证明或其他资格证明(炙印件)。

拄。若申报项回中包兮在建或改建枢纽站场内容的,应 提供枢

纽坫场前期走设进展怙况材料〈炙印件),真体包括 :

(1)实行审批管理的投资项目提供玎秆性研究报告批焚义件 ,

实行核准偕理的投资项目提供申谙报告核准文件,实行备案喈理

的投资项目提供奋案志见∴

(⒛城多规划行玟主嘈邯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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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扭划许可怔 |

〈B)回主资济行玖主喈部门出具的项目土地权属关系相夫证

明柑料,包括臼囝有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建设用地划拔决定书或国有

上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中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奋同|

(4)建设衍玟主锴邯

"出
具的建筑施工许可证 |

(” 环垸保护衍政主锴邯门出具的环境彤喃评价批欠文件;

〈6)节 能审查机关出具曲节能审萤忠见。

6。 联奋申报企业所签转的合作协议以及前期合作业务开展说

明性文件。

6.其他证明企业夹力或基础条件的材料。

四、时间舆排

(一)企虫申报α01'年 4-7月 )。 有意向的企虫可根据本通

知要求,向 属地交遇运拈、经济运行讷节部门提出申诂,绋 制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实施方案,并于2017年 7月 庶茁将申报材料间时上

报省圾交逋运扮和轻济运行调节邯门。

(二)瑁掇初审臼01`年 8月 )。 告级交邋运特主偕部闩会同

经济运衍调节邯
",纽

织专宋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审,形成专家

评审志几,并择优向灾遘运扑邯和国宋发展玫革委推蒂。每个省

份推荐项回不超过 2个 ,并 明确项目挤序。⒛W年 8月 底前,省

软交遐运掎、经济运行埚节邯门联合行灾将推蒂项目申报材料及

专家评审忠见等,分 Fll上报交逍运特邯、国家发展豉苹委(上报材

抖一式两份陟同时以光盘形式提供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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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邙软讦审α017年 9一lO月 )。 交邋运掎邯、日隶发展改

革委汇总备地申报材料后,纽织专家通过形式审查、条件预审和集

中评审,并经专赶研究,择优确定并联奋公布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顼

目名单。

(田 )项 目实芘(2017年 11月一20⒛ 年 10月 )。 示范工程实

施时间为B年 ,申 报企业应按照申报的实施方案,全力抓好项目建

设和组轵实施,并按照有关要求傲好运衍动态监测数据蜞掇、绮效

评估等工作Ⅱ省级交遘运埝、经济渑行调节邯门应加强工作指导,

琏立示范工程运行动态踉潆机制,及 时协调娣决示范工程实施过

程中遐到的弼难和问趣。英lFi,交遐运扮邯、圉寒发展玫萃委将适

时组织专项督导、年皮讦估、工作交流和宜传推广¤

五。锞砷措挽

(-〉加联缸织顿导。备地交通运埝、经济运秆氓节郜H要加

强协调琵合,成 立专项工作组,统等做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组织申

报和实施铧工作。要积极争取地方人民玫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邯门

的支持口凝聚各方共识,形 成工作合力,为 多式联运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

(二)强化技求指导。备地交邋运掎、经济运行调节部门要组

织申报企业和有关专永,紧 苄围绕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总体邯署

要求,科学严懑韩钢妤项目实施方案,突出示范工程项目曲创新性

和引领带动作用,井按照边示芘、边总结、边推广的思珞,抓好组织

实施、绞效讦估和经验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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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太玫隶支持。交通运持邯将对符合要求的示范工程枢

纽站场纳入邯货运枉纽《功流囝区)建设项目库,并 根据有关政束

给予投资朴助。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郜门协调和政策推进,支

持示范工程建设。备地交通运揄、经济运行调节邯门口要积极寺取

地方财政对苯范工程中的技术装备粟新、倌忠系统及站场设施建

设等给予乱套攵持,并协调有关方百落实用地保脖、税费优忘铧

玖堆。

交通运捡梆运转垠夯司联 系人:朱 超,mO-“ 29B778、

弼293B69(传其、

日家发展吹革蚕经济运行调节局联系人:卒 璃,OlO⋯

68506002,68506B65(传 Ξ手)。

(此件公开发布)

7  -



抄迭:田隶镁路局、申圉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综奋司(办公室),固

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基础司,交遇运按邯规划司、财审司、水

运属、运拾服务目,中 日轶路总公珂办公厅。

交遘运轩郜办公厅 201了 年娃月 1θ 口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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