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道 路 运 输 协 会 文 件  
 

中道运协发〔2021〕22 号 

 

关于开展重新核定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 

企业名单（2022—2024 年度）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路运输协会，各

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适应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需要，原交通部于 2000

年印发《关于印发〈道路运输企业联系制度〉的通知》（交公路

发〔2000〕145 号），正式建立了《道路运输企业联系制度》（以

下简称《制度》）。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有效推动《制度》的贯彻落实，原交通部公路司于 2004 年以司

函《关于委托中国道路运输协会承担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有

关工作的通知》，决定委托我会承担“交通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

企业”（以下简称：重点联系企业）有关工作。为按部要求做好

重点联系企业工作，我会于 2006 年组织制定并印发了《贯彻实

施交通部〈道路运输企业联系制度〉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并按照《制度》中关于“每三年重新核定重点联系

道路运输企业名单”的规定，先后于 2009、2012 年和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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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四次重新核定并报交通运输部备案后，公布了“交通运

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名单（2010—2012 年度）、（2013—

2015 年度）、（2016—2018 年度）、（2019-2021 年）”。 

我会承担重点联系企业工作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部运

输服务司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在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和道路运输协会的关心支持、以及

各重点联系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下，道路运输企业联系

制度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一是建立了重点联系企业经济

运行分析制度，通过重点联系企业对行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

析，并将分析报告上报部有关领导和部运输服务司、综合规划

司，同时印发各重点联系企业，为行业主管部门实施行业管理、

道路运输企业实施经营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二是以重点联系

企业为载体，针对行业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多项专题调

研，及时反映了行业情况和企业的意见诉求，为行业主管部门

和有关道路运输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三是通过开展座谈、

交流和培训、研讨等活动，对于推动企业节能减排、调整结构、

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企业的好评。在

此，向关心支持重点联系企业工作的各级行业主管部门、道路

运输协会的领导，以及现有各重点联系企业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衷心地感谢！ 

为了让重点联系企业相关工作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下

去，使《制度》在新时期行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供给侧结构

性调整等方面发挥出更大作用，根据《制度》和《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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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重新核定重点联系企业名单（2022

—2024 年度）工作，现将该项工作的实施方法及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实施方法 

（一）重新确认现有的重点联系企业 

现有各重点联系企业，如有意愿继续按照《制度》和《暂

行办法》的要求履行相应义务和工作职责，并填报《交通运输

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确认表》，（见附

件 1），经我会预审同意，上报部运输服务司备案后，即确认其

继续作为重点联系企业（2022—2024 度）；对由于各种原因未提

出确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重点联系企业资格。对以上经确

认的重点联系企业（2022—2024 年度）及放弃资格的企业名单，

我会将抄送其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服

务）机构和道路运输协会备查。 

（二）增补部分重点联系企业 

拟通过本次重新核定重点联系企业工作适当增补部分重点

联系企业，以通过增加样本覆盖更加全面、准确地体现行业的

经济运行状况和企业的调整结构、改革创新、联合重组的新成

果。增补的道路客、货运输（物流）重点联系企业，原则上应

为一级企业，考虑地域平衡可视情吸纳部分二级企业；增补的

相关的子行业重点联系企业，原则上是集约化程度较高、在本

省级区域同类企业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企业。 

增补的重点联系企业，按由各省道路运输协会（或商同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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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服务机构）提出推荐名单、被推荐企业自愿申请并填写《交通

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申请表》（见

附件 2）、经我会预审同意、上报部运输服务司备案的程序办理。 

二、有关要求 

重点联系企业工作是重要的行业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做好

该项工作是部对我会提出的要求，对促进新时期行业和企业平

稳较快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本次重新核定重点联系企业名单

工作，涉及的地域较广、企业较多，诚请各省级道路运输协会

（或运管服务机构）对我会承担部运输服务司委托的此项工作

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协助，按照以上实施方法的程序和要求，

组织动员本省有关道路运输企业分别填写《确认表》或《申请

表》，诚望现有各重点联系企业及有意愿加入其中的其他相关企

业积极参与。请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表格原件

邮寄至我会，或将表格扫描件发至我会电子邮箱。重新核定后

的“重点联系企业名单（2022—2024 年度）”经报部运输服务司

备案后，拟于 2021 年 10 月份公布名单。 

我会联系人：杜英慧，联系电话：010-65293610、

010-64208546，手机（同微信）：13693227172；电子信箱：

65293610@163.com，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西里三区

甲 12 号（邮编：100011）。 

《确认表》或《申请表》Word 版可在我会网站通知公告上

查看和下载（网址：http://www.crta.org.cn）；现重点联系企

业名单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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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

确认表 

附件 2：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

申请表 

附件 3：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名单（2019—2021

年度）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 

 

 

 

 

 

 

抄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

厅（局、委）、道路运输管理（服务）机构，本会运输

研究所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2021年 3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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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确认表 

企业全称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      ） 传真电话 （     ） 

公司网址  邮政编码  

企业法人代表情况 

姓    名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  职称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重点联系企业工作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  职称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重点联系企业工作统计人员情况 

姓    名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  职称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企业确认意见 

本单位愿意保留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资格，承诺

按照交通部《道路运输企业联系制度》和《贯彻实施交通部<道路运

输企业联系制度>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及时反映企

业生产经营有关问题和建议，并积极参加重点联系企业有关活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道路运输 
协会预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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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申请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全称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 传真电话 （） 

公司网址  邮政编码  

主营业务 客运□货运□危运□出租□租赁□物流□（可多选） 

经济性质 国有□股份制□民营□ 

营运车辆

客车              辆 

注册资本  货车              辆 

资产总额  危货车辆          辆 

企业等级 
客运    级      货运    级 
危运    级      大件    级 
租赁    级     场站    星级 

出租车辆          辆 

租赁车辆          辆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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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2022-2024 年度）申请表（续） 

企业法人代表情况 

姓名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  职称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重点联系企业工作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  职称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重点联系企业工作统计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  职称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企业申请意见 

 
 

本单位申请成为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企业（2019—2021 年度），

愿意按照交通部《道路运输企业联系制度》和《贯彻实施交通部<

道路运输企业联系制度>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并

及时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有关问题和建议，积极参加重点联系企业有

关活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道路运输协

会或运管机构 
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道路运输 
协会预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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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运输部重点联系道路运输企业 

名单（2019—2021 年） 

一、综合类企业（72 家）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1.  

河北 

万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2.  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3.  河北保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  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  河北衡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6.  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7.  

山西 

山西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 

8.  山西汽运集团运城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9.  山西汽运集团长治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0.  山西长治市第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1.  山西汽运集团晋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2.  内蒙古 内蒙古巴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 

13.  
上海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2 

14.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江苏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 

16.  

浙江 

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 
17.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温州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9.  舟山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  

安徽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3 21.  安徽省池州杰达（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2.  马鞍山市联合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  

福建 

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 2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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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26.  江西 江西宜春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 

27.  

山东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0 

28.  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  山东长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0.  潍坊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31.  威海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2.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33.  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4.  山东淄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5.  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6.  山东省日照运总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7.  

河南 

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 

38.  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39.  许昌万里运输集团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40.  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 

42.  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 

43.  

湖北 

荆州先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 
44.  湖北捷龙交通运业有限公司 

45.  湖北省十堰亨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  湖北大通互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7.  

广东 

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3 48.  深圳市运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 

50.  广西 广西超大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 

51.  海南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52.  

重庆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 
53.  重庆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6.  
四川 

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 
2 

57.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  云南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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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59.  云南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0.  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61.  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2.  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63.  

陕西 

陕西平安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 64.  榆林市恒泰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65.  陕西省汉中市汽车运输总公司 

66.  

甘肃 

兰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67.  甘肃省酒泉神舟道路运输集团 

68.  甘肃东部运输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  庆阳陇运快速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70.  宁夏 宁夏天豹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 

71.  青海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 

72.  新疆 新疆四运集团公司 1 

二、客运类企业（88 家）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73.  
北京 

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74.  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  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76.  天津 天津市长客运业有限公司 1 

77.  
河北 

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 

78.  冀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  
山西 

山西汽运集团雁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 

80.  吕梁顺达运业有限公司 

81.  

内蒙古 

内蒙古呼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82.  鄂尔多斯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83.  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84.  锡林郭勒安顺运输有限公司 

85.  通辽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86.  

辽宁 

辽宁虎跃快速汽车客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87.  大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88.  辽阳市大乘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9.  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 

90.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昌盛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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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91.  

吉林 

长春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4 
92.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93.  延边运输有限公司 

94.  吉林龙源辽源运输有限公司 

95.  黑龙江 黑龙江龙运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1 

96.  

上海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 
97.  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98.  上海芷新（集团）有限公司 

99.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 

江苏 

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9 

101. 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102.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 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 江苏省扬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 江苏省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06. 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07. 高邮市道路客运有限公司 

108. 徐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9. 
浙江 

慈溪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3 110. 浙江省丽水市汽车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 浙江通济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12. 

安徽 

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4 
113. 安徽省阜阳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14. 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总公司 

115. 安徽运泰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6. 

福建 

福建省宁德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4 
117. 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 

118. 仑峰（福建）交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119.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 
江西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3 121. 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 

122. 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有限公司 

123. 河南 洛阳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1 

124. 
湖北 

湖北公路客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125. 湖北神州运业集团有限公司 

126.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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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127. 恩施州交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28. 

湖南 

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129. 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30. 湖南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1.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2. 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 湖南郴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4.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135. 
广东 

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2 

136.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37. 
广西 

广西运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 138. 广西柳州瑞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39. 广西钦州泰禾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 
海南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 

141. 海南银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42. 重庆 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143. 
四川 

成都灰狗运业(集团)有限公司  

3 144. 四川广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5. 四川宜宾长锋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146. 
贵州 

贵州省贵阳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3 147. 黔南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8. 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9. 

陕西 

陕西交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 
150. 宝鸡市宝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51. 陕西城际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152. 陕西长征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53. 

甘肃 

甘肃陇运（集团）快速客运有限公司 

4 
154. 甘肃天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55. 武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6. 甘肃张掖市张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57. 青海 青海青藏国际会务有限公司 1 

158. 
新疆 

奎屯景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 159. 德力西新疆旅客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 新疆喀什新陆旅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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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运类企业（42 家）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161. 山西 临汾兴荣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 

162. 
河北 

河北快运集团有限公司 
2 

163. 河北交投物流有限公司 

164. 
北京 

北京祥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 

165.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166. 
辽宁 

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 167. 大连升运物流有限公司 

168. 沈阳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69. 
天津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3 170. 天津市伟达储运有限公司 

171. 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172. 吉林 吉林市九天储运有限公司 1 

173. 
上海 

上海中石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 

174. 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 

175. 

江苏 

南通化学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6 

176. 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77. 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178. 常州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179. 中储南京智慧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180. 林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81. 安徽 安庆市曙光供销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 

182. 
山东 

青岛兴海物流有限公司 

3 183. 山东滨州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84. 山东荣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5. 江西 江西万佶物流有限公司 1 

186. 
福建 

盛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 

187. 福建华威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188. 
河南 

焦作市豫通物流有限公司 
2 

189. 河南石化运输有限公司 

190. 湖北 孝感合力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 

191. 
广东 

广州市国营汽车集装箱运输公司 

3 192. 广州市安之达物流有限公司 

193. 深圳市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 

194. 广西 广西玉柴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 

195. 重庆 重庆嘉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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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196. 
甘肃 

甘肃城通物流危货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 

197.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分公司 

198. 
青海 

青海省石油总公司新兴贸易公司 

3 199.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200. 青海纵横物流有限公司 

201. 
新疆 

新疆九州恒昌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 

202. 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 

四、出租、租赁类企业（27 家）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数量 

203. 

北京 

首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4 
204. 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5. 北京北汽福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206. 北京丝路彩虹汽车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207. 天津 天津市良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 

208. 
山西 

山西汽运集团乐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 209. 山西宝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10. 山西赛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11. 内蒙古 内蒙古佳友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 

212. 河北 万合集团河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 

213. 
黑龙江 

哈尔滨天鹅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 

214. 哈尔滨市兴达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15. 
上海 

大众汽车租赁公司 
2 

216. 上海永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17. 浙江 浙江国信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 

218. 
福建 

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 219. 福建喜相逢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20. 福州华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21. 
湖北 

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2 

222. 湖北稳得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租车分公司 

223. 
河南 

河南省朋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 

224. 郑州开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25. 广东 深圳市至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 

226. 广西 广西国信中联汽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227. 陕西 汉中长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 

228. 
青海 

青海申青出租租赁汽车有限公司 
2 

229. 青海翔达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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