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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交通概况

海盐县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东濒杭州湾，西南临海宁市，

北连平湖市和嘉兴市南湖区、秀洲区。县城北距上海 118 公里，南离杭

州 98 公里，成为沪、杭、苏、甬四大城市的交通节点和杭州湾北岸新兴

港口物流平台，现已形成至四大城市的一小时交通网络。

海盐县公路、水路网络交织，境内等级公路总里程 1006 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里程 40.40 公里，拥有乍嘉苏高速公路、杭浦高速公路、嘉绍

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北岸连接线、G525 平杭公路、嘉南公路、湖

盐公路等，共有 4 个高速公路出入口。杭州湾跨海大桥北岸桥址位于海

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东港村。海盐枢纽连接杭浦、乍嘉苏、杭

州湾跨海大桥北岸连接线 3 条高速公路，是亚洲最大的交通枢纽。杭州

湾第二座跨海大桥——嘉绍高速公路跨海大桥连接沪杭高速公路、乍嘉

苏高速公路、杭浦高速公路，大大缩短杭州湾南北两岸的时空距离。

境内等级航道总长度 239.2 公里，其中杭平申线航道海盐段全长 32

公里，是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可以通行 1000 吨级船舶；

陆地海岸全长 53.48 公里，是浙北海岸线最长的县（市），海盐港区作为

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可建各类千、万吨级泊位 55 个，其中 1 万吨级至 2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 30 个，现已建成万吨级泊位 6 个、千吨级泊位 4 个。

全县公共交通便捷、舒适、高效，沪、杭、苏、甬四大城市均有客

运班车沟通，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和高铁嘉兴南站已有客运专

线直达；公共交通卡实现 220 余个城市互联互通，刷卡就能乘坐相应城

市的公交、地铁；境内拥有全程 24 小时自助服务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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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指南篇

一、联系方式

1.海盐县交通运输局

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盐湖西路 158 号

联系电话：0573-86580808

2.海盐县政务服务和数据资源管理办公室（原海盐县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交通运输窗口

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 100 号一楼

联系电话：0573—86083510、0573—86581171

3.海盐客运中心

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盐湖路 1555 号

联系电话：0573-86021717

4.投诉举报及服务热线

联系电话：12345

二、微信公众号

“海盐交通” “海盐公交”

三、办事网址

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jxhy.zjzwfw.gov.cn/）

四、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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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到星期五（法定节假日除外），冬季：8:30-12:00，14:00-17:00；

夏季：8:30-12:00，14:30-17:30；夏季高温：8:30-12:00，14:30-17:30。

五、便民服务措施

（一）“承诺办”

部分事项可实行“承诺制”容缺受理方式，窗口工作人员对申报材

料进行初审，对主件已具备、暂缺次要申报材料且不影响审查的，在申

请人做出承诺后，先予以受理，“承诺制”方式审批，申请人事后补全材

料，不能履行承诺的取消许可证件。

（二）“一件办”

在申请办理一个事项过程中需要办理多种证件时，申请人可以一并

提交相关材料，窗口受理后进行内部流转，直到审批完成。这种办理方

式也统称为“多证联办”。方式由申请者自行选择，一个事项涉及多种证

件的，也可以一件一件分开办理。

（三）“精简办”

由审批机关可以在线获取、核验的材料，如营业执照等材料，不需

要作为申请材料提交，暂不具备在线获取、核验条件的，仍由申请人提

交。

六、事项办理申请方式

（一）网上办事

采取网上申请，你不出户可以把事项搞定，也是“最多跑一次”改

革 的 红 利 。 具 体 操 作 流 程 ： 申 请 人 打 开 浙 江 政 务 服 务 网

（ www.zjzwfw.gov.cn），先进行注册登入——选择区域——进入海盐县主

页选择县交通运输局——选择办理的事项——查看办事指南——根据流

程逐步操作——提交申请材料——管理部门审批——符合条件发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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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退回）；

（二）窗口办理

申请人可以携带需要办理的事项材料到县政务服务和数据资源管理

办公室一楼综合受理窗口进行申请办理，对不需现场勘察、专家论证、

听证、公示等环节，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能够当场做出决

定的，当场予以审批办结。

（三）邮寄申请

申请人确实需要通过邮寄方式办理事项的，申请人应先与交通窗口

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咨询事项办理要点，再将材料通过邮寄的方式提出

申请，经审查符合许可条件要求的，证件将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

七、办理流程、时限及送达方式

办理流程和时限是根据事项而定的，不同的事项有不同的流程和时

限。审批后的证件送达方式有邮寄、窗口现场取件，供申请人选择。

八、注意事项

除特别说明之外，申请材料均为一式一份，证照类材料需出具原件

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收取复印件，其他材料均需原件。申请中所填内

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由申请人负相应的法律责

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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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服务事项篇

海盐县交通运输系统县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主项 43 项、子项 58 项，

市级代办事项主项 25 项、子项 45 项，公共服务类 1 项。具体如下：

类别 事项名称（主项） 事项名称（子项） 备注

行

政

许

可

交通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交通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批（施工图设

计）

公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批

公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

在公路特定范围内修筑堤坝、压缩或拓

宽河床许可

涉路施工活动许可

占用、挖掘公路或使公路改

线作业许可

跨越、穿越公路作业许可

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

管线等设施许可

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等设

施许可

增设公路平面交叉道口许可

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许可

公路用地林木更新、砍伐许可

涉航建筑物许可（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

价审核）

临时涉航建筑物许可（航道

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

断航施工许可

内河专用航标许可

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通航水域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内河载运或拖带超限物体许

可

船员任职证书签发 内河船员服务薄签发

船舶进入或穿越禁航区许可

船舶散装液体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

物水上过驳作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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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

港口审批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含专用运输、大型物件运

输）

道路客运经营许可

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许可

道路包车客运经营许可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

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

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

许可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

训经营许可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

营许可

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核发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核

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

证核发

行政

确认

船舶文书签注

船舶进出港口报告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

其

他

权

力

事

项

交通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备案

交通建设工程竣（交）工验收备案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备

案

公路水运工程交（竣）工质量评定备案

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

水路运输及辅助业务备案 船舶管理协议备案

海事备案 内河通航水域安全作业备案

水运建设工程开工备案 航道工程开工备案

营运车辆年审（客运车辆、货运车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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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车客运备案、班车（包车）客运标志

牌和临时客运标志牌核发

包车客运备案

班车（包车）客运标志牌核

发

临时客运标志牌核发

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备案

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含道路运输证换

发、补发）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汽车租赁经营备案

驾培教练车变动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变更工商登

记备案

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备案

办理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

手续

公路水运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造价文件审查与备案

初步设计概算、调整概算与

设计变更造价审查

公路水运工程造价文件备案

市

级

代

办

交通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批（施工图设

计）

港口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批

建设项目使用港口岸线许可
建设项目使用港口岸线许可

临时使用港口岸线许可

港口危险货物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港口危险货物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港口经营许可
港口经营许可

港口理货经营许可

在港口内进行采掘、爆破等活动许可

涉航建筑物许可（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

价审核）

涉航建筑物许可（航道通航

条件影响评价审核）

过船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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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

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

内河个体普通货船运输业务

经营许可

新增客船投入运营审批

新增危险品船投入运营审批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

水上水下活动许可（六级以上嘉兴办，

六级以下县级办）
通航水域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船员任职证书签发

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签发

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

证签发

船舶国籍证书签发
船舶国籍证书签发

临时国籍证书签发

船舶法定检验证书核发

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核发

船舶登记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签发

船用产品检验

交通建设工程竣（交）工验收备案
港口工程竣（交）工验收备

案

船舶营业运输证配发

水路运输及辅助业务备案

水路运输经营变更备案

水路班轮运输经营备案

船舶管理业务经营变更备案

新增普通货船运力备案

港口经营与安全生产备案

港口安全评价报告及落实情

况备案

应急预案备案

重大事故隐患备案

重大危险源备案

储存剧毒化学品备案

法定代表人或办公地址变更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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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或者改造固定经营设施

备案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报告

港口危货储存单位主要安全管理人员

考核

船舶法定检验
船舶法定检验

船舶图纸审查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认定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认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认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认定

公共

服务
海盐公交一卡通 IC 卡办理

公交卡、公共自行车卡、爱

心卡、老年免费卡、老年优

惠卡、网上购票方式

网点办理

涉及许可事项均实现“最多跑一次”并接入浙江政务服务网，办事

企业（个人）可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注册账号后，登录相关网址，选择

相应事项进行网上办理（http://www.zj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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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事项办理篇

此处所列事项均为常见事项，未列入事项，请登入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jxhy.zjzwfw.gov.cn/）或到审批服务窗口查询办理。

一、许可类行政审批事项

（一）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含专用运输、大型物件运输）

事项内容：申请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经营。

资格条件：

1.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

定。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

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

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配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的相关文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生产情况报告制度、驾驶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4．取得营业执照（申请证照联办的除外）；

所需材料：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输

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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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复印件（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场

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扫描进运政系统或系统生

成凭证）。

3．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

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如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材料 4、5）

4．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场

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5．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不需提交；窗

口申请的，如授权委托书明确一定期限内只委托固定的经办人，期限内

再次办理委托事项，不需再提供。）

6．已购置车辆清单或者拟投入运输车辆承诺书（见附件 1）；

7．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复印件；

8．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复印件；

9．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包括：配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的相关文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生产情况报告制度、驾驶人员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动态监控管理制度。

办结时限：申请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范围（一般程序，16 个工作

日）、到期延续（一般程序，10 个工作日）、取消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

范围（即办）、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即办）。

（二）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核发许可

事项内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申请核发车辆营运证。

资格条件：

1．本市浙 F牌照、7 座及以下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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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龄不超过 4 年，行驶里程不超过 30 万千米；

3．非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最低计税价不低于 10 万元；

4. 新能源车车辆轴距不小于 2600mm，纯新能源动力状态下续航里

程不低于 250km。

所需材料：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输

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本条适用：核发（新

增）、换发、补证、注销）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

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本条适用：

核发（新增）、换发、补证、注销）

（如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材料 3、4）

3．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场

办理时需出示原件，系统生成凭证）；（本条适用：核发（新增）、换发、

补证、注销）

4．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无需提交）；

（本条适用：核发（新增）、换发、补证、注销）

5．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本条适用：核发（新增）、注销）

6．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本条适用：核发（新增）、注销）

7．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安装证明；

（本条适用：核发（新增）、注销）

8．车辆 3 寸（9cm×6．2cm）45 度彩照两张。（本条适用：核发（新

增）、换发、补证、注销）

9．营运车辆相关保险的原件及复印件。（本条适用：核发（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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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

10. 交还原车辆营运证正副本原件；（本条适用：换发、注销）

办结时限：核发（新增）16 个工作日、换发即办、补证即办、注销

即办。

（三）涉路施工活动许可

事项内容：

1.占用、挖掘公路或使公路改线作业许可。因修建铁路、机场、电

站、电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的；

2．跨越、穿越公路作业许可。应符合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

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技术标准、规范要求；

3．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许可。应符合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技术标准、规范要求；

4．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许可。需要在建筑

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等设施的；

5．增设公路平面交叉道口许可。应符合增设公路平面交叉道口需要

的技术标准、规范要求。

所需材料：

1.《浙江省公路路政许可申请书》（盖章，一式二份）；

2.个人、单位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申请人和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共享实现前需提供）；

3.授权委托书（盖章，一式二份）；

4.修建设施的依据（批复文件、会议纪要）；

5.符合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盖章，一式二份）；

6.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盖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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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二份）；

7.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盖章，一式二份）。

办结时限：12 个工作日。

（四）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

事项内容：从事超限运输的单位或个人申请超限运输许可。

资格条件：

1.车辆运载的确是不可解体物品；

2.承运人需持有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质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 4.5 米，或者总宽度超过 3.75 米，或

者总长度超过 28 米，或者总质量超过 100000 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

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

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和护送方案；

4.护送方案应当包含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送

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常情况处理等相关内容。

所需材料：

1.浙江省超限运输车辆行驶申请表（书面申请包括以下内容：车牌

号码、重车尺寸（装货后的长宽高）、车货重量、轴数、行驶路线和时

间、申请单位（盖公章））；

2.载货后车货外廓尺寸信息图（盖公章）（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

超过 4.5 米，或者总宽度超过 3.75 米，或者总长度超过 28 米，或者总

质量超过 100000 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

形的）；

3.行驶证复印件；

4.承运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大件运输资质）复印件；

5.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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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授权委托书；

7.实施护送的，需提供护送方案。

办结时限：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 4.2 米、总宽度未超过 3 米、总长

度未超过 20 米且车货总质量、轴荷未超过《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

规定》标准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属于统一受理、

集中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件运输的，办理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

2.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 4.5 米、总宽度未超过 3.75 米、总

长度未超过 28 米且总质量未超过 100000 千克的，属于本辖区内大件运

输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属于统一受理、集中办理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件运输的，办理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

日；

3.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 4.5 米，或者总宽度超过 3.75 米，或

者总长度超过 28 米，或者总质量超过 100000 千克的，属于本辖区内大

件运输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属于统一受理、集中

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件运输的，办理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

工作日。

采取加固、改造措施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五）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1．通航水域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事项内容：因需要进行水上水下活动申请水上水下活动许可。包括：

1.勘探、采掘、爆破；2.构筑、设置、维修、拆除水上水下构筑物或者

设施；3.架设桥梁、索道；4.铺设、检修、拆除水上水下电缆或者管道；

5.设置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6.航道建设，航道、码头前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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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疏浚；7.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体育比赛；8.涉及内河通航水域的水

下文物考古勘探或者发掘活动等。

资格条件：

1.水上水下活动已依法办理了其他相关手续；

2.水上水下活动的单位、人员、船舶、设施符合安全航行、停泊和

作业的要求；

3.已制定水上水下活动的方案，包括起止时间、地点和范围、进度

安排等；

4.对安全和防污染有重大影响的，已通过通航安全评估；

5.已建立安全、防污染的责任制，并已制定符合水上交通安全和防

污染要求的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

所需材料：

1.《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审核申请书》原件一份；

2.项目的批准文件复印件一份（需办理批准手续的项目）（由系统

自动获取，由发改等部门提供共享）；

3．水上水下活动方案（含与通航安全有关的技术资料、施工作业图

纸、安全及防污染责任制、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施工作业单位的资质

认证文书复印件、大型群众性活动和体育比赛安全工作方案）原件一份；

4.建设与施工单位签订的与水上水下活动有关的合同复印件一份；

5.已通过评审的通航安全评估报告原件一份（对通航安全和防污染

有重大影响的）；

6.发布航行警（通）告申请书原件一份（对通航有重大影响的）；

7.公安部门同意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体育比赛的安全许可文件或

对爆破作业的同意文书复印件一份（申请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体育比

赛，港内进行采掘、爆破必要时）（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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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供共享）；

8.委托书原件一份。

办结时限：15 个工作日

2.内河载运或拖带超限物体许可

事项内容：船舶在内河通航水域载运或者拖带超重、超长、超高、

超宽、半潜的物体，申请办理内河载运或拖带超限物体许可。

资格条件：

1．确有拖带的需求和必要的理由；

2．拖轮适航、适拖，船员适任；

3．已通过安全技术评估；

4．已制定拖带计划和方案，有明确的拖带预计起止时间和地点及航

经的水域；

5．满足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并已制定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防污染的措施以及应急预案。

所需材料：

1．《内河载运或拖带超限物体申请书》原件一份；

2．拖轮及超吃水、超长、超高、超宽、半潜物体的技术资料原件一

份；

3．载运或拖带方案（含安全与防污染保障措施、应急预案和已通过

评审的拖带作业安全评估报告）原件一份；

4．航行通（警）告发布申请原件一份（对通航有重大影响的）；

5．委托书原件一份。

办结时限：5 个工作日

（六）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口审批

事项内容：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口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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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条件：

1．船舶持有齐备、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2．申报的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符合船舶的适装要求，且不属

于国家规定禁止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

3．船舶的设施、装备满足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要求，

船舶的装载符合载运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防污染和保安的

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

4．拟进行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的港口、码头、泊位，

具备危险货物和污染危害性货物作业的法定资质，符合危险货物和污染

危害性货物作业的安全和防污染要求；

5．需要办理货物进出口手续的已按有关规定办理；船舶载运的污染

危害性货物同时属于危险货物的，其货物所有人、承运人或者代理人可

将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和危险货物申报合并办理；

6.对于过境停留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免予办理货物适运申报。

所需材料：

1.承运人提交

（1）《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原件一份；

（2）定期申报还应提交定期申报申请、证明在固定航线上运输固定

危险货物的有关资料原件一份；

（3）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在运输途中发生过意外情况的，应当在《船

舶装载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备注栏内扼要注明所发生的意

外情况的原因，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和目前状况等实际情况，并于抵港后

送交详细报告；

（4）列明实际装载情况的清单或舱单或积载图原件一份；

（5）委托书原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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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货物适运申报单证复印件一份（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时）。

2.货物所有人提交

（1）《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适运申报单》原件一份；

（2）对于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感染性、污染危害性等危险

品，附具相应的危险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作业注意事项、人员防

护、应急急救和泄漏处置措施等资料原件一份；

（3）使用集装箱装运的，需提交集装箱检查员签名确认的《集装箱

装箱证明书》原件一份；

（4）装载包装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的，需提交包装或中型散

装容器检验合格证明书或压力容器或大宗包装检验合格证明书原件一

份；

（5）使用可移动罐柜、多单元气体容器、公路罐车、铁路罐车装运

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的，应提交罐柜或罐体检验合格证明书原件一

份；

（6）装载放射性物品的，应提交放射性核素剂量证明、放射性强度

检测证明原件一份；

（7）货物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应提交添加的抑制剂或稳

定剂的名称、数量、温度要求、有效期及超过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材

料原件一份；

（8）装运限量或可免除量危险货物的，应提交《限量/可免除量危

险货物证明》原件一份；

（9）托运《危险货物品名表》和《国际危规》中未列明的危险货物

/污染危害性货物，应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危险货物/

污染危害性货物鉴定表”原件一份；

（10）托运 MARPOL73/78 公约附则 II 中未列名的或新的散装液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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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应提交液态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技术说明书原件一份，包括

其编号、类别或性质、污染危害性类别等；不能确定的，应由海事管理

机构会同船检机构明确船舶装运要求；

（11）按规定可按非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出运的危险货物/污

染危害性货物需提交相应的免除证书或证明原件一份；

（12）需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或进出口国家的主管机关同意后方能载

运进、出口的货物，应持有办理完有关手续的证明原件一份；

（13）委托书原件一份。

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二、行政确认、其他权力事项及市级代办事项

（一）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监

督卡）

事项内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及延续注册、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注销注册。

资格条件：

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欲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所需材料：

以下材料均仅需一份，证照类材料需出具原件，收取复印件，其他

材料均需原件。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

输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本条适用于注册、

延续、注销）

2．从业资格证原件；（本条适用于注册、延续）

3．与出租汽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个体经营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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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车辆营运证）。（本条适用于注册、延续）

4．从业资格证(卡）原件。（本条适用于注销）

办结时限：即办。

（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认定

事项内容：

1.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

2.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

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

资格条件：

1.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条件：

（1）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上；

（2）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3）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4）掌握相关道路旅客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

（5）经相应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

2.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条件：

（1）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3）掌握相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

知识；

（4）经相应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

3.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申请条件：

（1）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历；

（2）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

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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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暴力犯罪记录；

（4）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服务规范、服务知识、

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技能等内容考试合格。

（5）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规定其他条件。

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申请条件：

（1）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历；

（2）近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无交通肇

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

续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

（3）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服务规范、服务知识、

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技能等内容考试合格。符合《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相关要求（无暴力犯罪记录）；

（4）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所需材料：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输

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近期二寸免冠彩色证件照片 2 张；

4.申请人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

5.驾驶员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

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无暴力犯

罪记录、近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近 3 年内道路运输违

法经营行为不超过 2 次记录、从事过巡游出租汽车服务的，近 3 年内服

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为 A 级及以上、近 3 年内无被注销或撤销出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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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从业资格记录的承诺材料；

6. 考试合格证明（考试合格后系统自动生成，无需申请人提供）。

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

（三）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含换发、补发）

事项内容：具有客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业户申请道路运输证配

发。

资格条件：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1.车辆的外廓尺寸、轴荷和最大允许总质量应当符合《道路车辆外

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 1589）的要求；

2.车辆的技术性能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

法》（GB 18565）的要求；

3.车型的燃料消耗量限值应当符合《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

量方法》（JT 711）、《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 719）

的要求。

4.车辆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二级以上。危货运输车、国际道路运输车

辆、从事高速公路客运以及营运线路长度在 800 公里以上的客车，技术

等级应当达到一级。技术等级评定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道路运输车辆

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的要求；

5.从事高速公路客运、包车客运、国际道路旅客运输，以及营运线

路长度在 800 公里以上客车的类型等级应当达到中级以上。其类型划分

和等级评定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的要求；

6.危货运输车应当符合《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JT 617）的要求。

在对挂车配发道路运输证和年度审验时，应当查验挂车是否具有有

效行驶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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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材料：

以下材料均仅需一份，证照类材料需出具原件，收取复印件，其他

材料均需原件。

1．普货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换发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

输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2）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

电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3）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

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系统生成凭证）；

（4）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不需提交；

窗口申请的，如授权委托书明确一定期限内只委托固定的经办人，期限

内，再次办理有关事项，不需再提供。）

（5）车辆 3寸（9cm×6．2cm）45 度彩照两张；

（6）机动车行驶证及其复印件；

（7）机动车登记证书有内容的页面复印；（换发不需要提供）

（8）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合格证明（挂车不需提供，换发不需要提

供）

（9）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参数及配置核查表，（总质量 3500 千

克以上的以柴油或者汽油作为单一燃料的车辆）（换发时不需提供）（挂

车不需提供）

（10）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配备证明（12 吨以上重型

货车、半挂牵引车需要）（挂车不需提供，换发不需要提供）

（11）原《道路运输证》（换发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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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货物、放射性物品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换发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

输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2）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

电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3）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

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系统生成凭证）；

（4）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不需提交；

窗口申请的，如授权委托书明确一定期限内只委托固定的经办人，期限

内，再次办理有关事项，不需再提供。）

（5）车辆 3寸（9cm×6．2cm）45 度彩照两张；

（6）机动车行驶证及其复印件（放射性物品运输车辆核定载质量在

1 吨及以下的车辆为厢式或者封闭货车）；

（7）机动车登记证书有内容的页面复印件；

（8）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合格证明；

（9）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参数及配置核查表（总质量 3500 千

克以上的以柴油或者汽油作为单一燃料的车辆）（换发时不需提供）；

（10）通讯工具和卫星定位装置配备证明；

（11）必须的应急处理器材、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专用车辆标志的

配备情况；

（12）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检测合格证或者检测报告及复印件（罐

式专用车需要）；

（13）承运人责任保险证明复印件；

（14）原《道路运输证》（换发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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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运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换发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

输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2）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

电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3）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

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系统生成凭证）；

（4）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不需提交；

窗口申请的，如授权委托书明确一定期限内只委托固定的经办人，期限

内，再次办理有关事项，不需再提供。）

（5）《许可决定书》；（换发时不需要提供）

（6）机动车行驶证及其复印件；

（7）机动车登记证书有内容的页面复印；

（8）承运人责任保险证明复印件；（换发时不需要提供）

（9）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终端装置安装证明；（换发时不

需要提供）

（10）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合格证明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换

发时不需要提供）

（11）车辆类型等级评定结论；

（12）车辆 3 寸（9cm×6．2cm）45 度彩照两张；

（13）车辆燃油消耗量核查结果报告(新车、非专营或外地转入车辆。

用于更换的车辆为营运车辆，提供车辆登记证。)（配发时提供，换发时

不需提供）；

（14）营运客车安全达标实车核查记录表；（配发时提供，换发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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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

（15）原《道路运输证》（换发时提供）。

4.道路运输证补发、注销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

输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2）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

电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3）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

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系统生成凭证）；

（4）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不需提交；

窗口申请的，如授权委托书明确一定期限内只委托固定的经办人，期限

内，再次办理有关事项，不需再提供。）

（5）车辆 3寸（9cm×6．2cm）45 度彩照两张（补发时提供）；

（6）道路运输证正副本原件（注销时提供）。

5.货运车辆报停、复驶

（1）《浙江省道路运输办事事项申请书》（网上办理无需提供，直接

输入申请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窗口办理时由申请人告知申请事项信息，

经办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2）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

电子凭证；现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或复印件，系统生成凭证）；

（3）经办人身份证明（网上办理通过共享提取，生成电子凭证；现

场办理时需出示原件，系统生成凭证）；

（4）授权委托书（网上申请的，视为申请人自己申请，不需提交；

窗口申请的，如授权委托书明确一定期限内只委托固定的经办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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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再次办理有关事项，不需再提供。）

（5）道路运输证原件。

办结时限：即办。

（四）船舶进出港口报告

事项内容：在海事管理机构管辖水域范围内航行、作业的船舶，应

当向对该固定水域有管辖权的任一海事管理机构进行船舶进出港口报

告。

资格条件：

1.经检验合格并依法登记、完成电子注册的船舶。

2.船舶应当在预计离港或者抵港 4 小时前向将要离泊或者抵达港口

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航程不足 4 小时的，在驶离上一港口

时报告。

3.船舶在固定航线航行且单次航程不超过 2 小时的，可以每天至少

报告一次进出港信息。

所需材料：

船舶进港/出港申请单（纸质或电子）。

办结时限：即办。

（五）船舶登记

事项内容：适用于权限范围内船舶所有权登记、光船租赁登记、船

舶抵押权登记、废钢船登记、船舶变更登记、船舶注销登记业务的办理

工作。

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的中国公民所有或

者光船租赁的船舶；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主要营业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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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企业法人所有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但是，在该法人的注册资本中

有外商出资的，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3.外商出资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中国企业法人仅供本企业内部生产

使用，不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趸船、浮船坞；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务船舶和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其他组织

所有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

5.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的企业法人所有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

所需材料：

1.船舶所有权登记（现有船舶）

（1）《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材料原件一份；

（3）新建船舶的船舶建造检验证书，现有船舶的船舶检验证书，或

者境外购买外国籍船舶的技术评定书原件一份；

（4）4-5 寸规格的船舶正横照片两张，侧艏、正艉等照片各一张；

（5）共有船舶的，还应提交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材料原件一份；

（6）船舶所有人是合资企业的，还应提交合资企业出资额的证明材

料原件一份；

（7）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公

安机关、工商部门、民政部门等提供共享）；

2.船舶所有权登记（建造中船舶）

（1）船舶建造合同原件一份（如建造合同对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约定

不明确的，还应提交船舶建造各方共同签署的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归属证

明）；

（2）建造中船舶的基本技术参数材料一份；

（3）5 张以上从不同角度拍摄且能反映船舶已建成部分整体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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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船舶未在任何登记机关办理过所有权登记的声明原件一份；

（5）共有船舶的，还应当提交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材料一份；

（6）船舶所有人是合资企业的，还应当提交合资企业出资额的证明

材料一份；

（7）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公

安机关、工商部门、民政部门等提供共享）；

（8）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

3.船舶光船租赁登记（中国籍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给本国企业或公

民的）

（1）《光船租赁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

部共享由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3）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

（4）光船租赁合同或者融资租赁合同原件一份；

（5）承租人出具的知悉该船已设置抵押的文书原件一份（适用于已

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船舶）；

（6）出租人融资租赁资格证明复印件各一份（适用于融资租赁船

舶）。

4.船舶光船租赁登记（中国企业或公民以光船条件租进外国籍船舶

的）

（1）《光船租赁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承租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

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3）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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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效船舶技术证书原件一份；

（5）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中止或者注销船舶国籍证明书，

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注销船舶国籍的证明书原件一份；

（6）光船租赁合同原件一份；

（7）办结海关手续的证明材料原件一份。

5.船舶抵押权登记（现有船舶）

（1）《船舶抵押权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三分之二以上财产份额或约定财产份额的共有人同意设定船舶

抵押的证明文书原件一份（适用于多人共有情况）；

（3）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

取，外部共享由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4）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

（5）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一份；

（6）船舶抵押合同及其主合同原件一份；

（7）承租人同意船舶设定抵押的文书（适用于已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的船舶）；

（8）船舶抵押权转移合同、债权转让合同、抵押权人已经通知抵押

人的证明文书、原抵押权登记证书（适用于船舶抵押权转移）；

（9）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对船舶现状及船舶价值确认的书面文件

一份。

6.船舶抵押权登记（建造中船舶）

（1）《船舶抵押权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三分之二以上财产份额或约定财产份额的共有人同意设定船舶

抵押的证明文书（适用于多人共有情况）一份；

（3）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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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外部共享由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4）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

（5）抵押人拥有船舶所有权的证明，该证明可以是船舶所有权登记

证书或船舶建造合同（船舶建造合同中对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归属约定不

明的，还应提交船舶建造合同各方共同签署的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归属证

明）一份；

（6）船舶抵押合同及其主合同原件一份；

（7）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对船舶现状及船舶价值确认的书面文件

复印件一份；

（8）船舶检验机构出具的船舶建造阶段证明及其认可的 5 张以上从

不同角度拍摄且能反映船舶已建成部分总体状况的照片一份；

（9）抵押人、抵押权人共同出具的船舶未在其他登记机关办理过所

有权、抵押权登记并且不存在中国法律、法规和抵押合同适用国法律禁

止设置抵押权情况的声明原件一份。

7.废钢船登记

（1）《废钢船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一份；

（3）进口审批文书及海关完税单原件一份（适用于购入外国籍船

舶）；（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海关等部门提供共享）

（4）船舶所有权、国籍注销证明书及其复印件各一份（适用于购入

外国籍船舶）；加盖废钢船印章的注销证明书及其复印件各一份（适用于

中国籍船舶）；

（5）船舶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

享由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6）委托书原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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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船舶变更登记

（1）《船舶变更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书及其复印件各一份；

（3）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

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4）船舶所有人、抵押权人、光船承租人等利害关系人同意变更的

文书原件一份（适用于设有光租、抵押权等的船舶）；

（5）船舶航线或住所地变更的证明文件原件一份（航线变更或船舶

所有人住所地变更）；

（6）与变更项目有关的船舶登记证书原件一份；

（7）船舶名称变更，按照规定应当公告的，还需要提交变更原因的

特别说明；

（8）委托书原件一份。

9.船舶注销登记（所有权注销）

（1）《船舶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说明所有权注销原因的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文书；

（3）抵押权人同意船舶转让的文书（对于已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船

舶）；

（4）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一份；

（5）（临时）国籍证书原件一份；

（6）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

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7）委托书原件一份；

（8）已通知光船租赁承租人的证明文书（适用于已办理光船租赁登

记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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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承租人同意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文件（适用于融资租赁船

舶）；

（10）船舶共有人同意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文件（船舶为共有船

舶时）。

10.船舶注销登记（国籍注销登记）（与所有权注销合并办理。）

11.船舶注销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

（1）《船舶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一份；

（3）抵押权人同意解除抵押的相关证明文件一份；

（4）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原件一份；

（5）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

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6）委托书原件一份。

12.船舶注销登记（光船租赁注销登记）

（1）《船舶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由系统自动获取，外部共享由

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提供共享）；

（3）终止光船租赁关系的证明文件原件一份；

（4）光船租赁登记证书原件一份；

（5）承租人所在地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船舶国籍证明书或者将

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船舶国籍的证明书一份；

（6）承租人同意注销光船租赁登记的证明文件或其他法定文书（融

资租赁船舶）一份；

（7）委托书原件一份；

（8）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原件（适用于以光船租赁或者融资租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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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境外租进的船舶）。

办结时限：7 个工作日。

三、公共服务事项

（一）海盐公交一卡通 IC 卡

事项内容：公交卡（城际通卡）、公共自行车卡、老年优惠卡、爱心

卡。目前，嘉兴地区发行的公交卡，卡正面印有“交通联合”字样，原

则上可在已加入“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刷

卡乘坐。具体城市请在 2019 年 2 月发布的《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服

务手册》上查询，也可以在“海盐公交”微信公众号查询。

老年优惠卡、爱心卡均须每年年检一次。年检时间为首次办卡时间，

年检时需持本人卡与身份证到各办理点经工作人员确认后即完成年检。

IC 卡不记名不具备挂失功能，遗失不补。公交 IC 卡因故不能正常

使用，持卡人可持卡和有效证件到公交 IC 卡办理中心进行验证，属公交

IC 卡质量问题的，给予免费换卡；属乘客人为损坏的，需重新缴纳卡押

金 10 元/卡给予换卡，并交回坏卡。

办理条件及材料：

1.公交一卡通 IC 卡（城际通卡）

办理普通公交卡，无需任何证件，公交卡不记名不挂失，初次购卡

需交 10 元卡押金，卡内最低充值 30 元的乘车费用；

2.老年优惠卡

60-69 周岁的老年人免费办理老年优惠卡，请提供本人身份证及一

张一寸近期彩照，非海盐户籍请提供派出所证明，卡内最低充值 30 元的

乘车费用。

3.老年免费卡

70 周岁以上，请提供本人身份证及一张一寸近期彩照，非海盐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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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派出所证明。

4.爱心卡

（1）残疾人员凭残疾证、一张一寸近期彩照，由辖区民政部门审核

后统一免费办理爱心卡；

（2）无偿献血 4000 毫升以上的由海盐血站登记汇总，凭献血荣誉

证书、一张一寸近期彩照免费办理爱心卡；

（3）符合条件的三属人员、荣誉军人、见义勇为人员均按照相关部

门的文件及政策办理。

（二）开通公共自行车租赁功能的公交卡

1．开通的条件及材料

（1）16-70 周岁的公民凭本人身份证办理公共自行车卡；

（2）12—15 周岁的须签监护人协议；

（3）海盐户籍的需交 200 元押金，非海盐的需交 300 元的押金，卡

内需充值 30 元费用。

2. 公共自行车运行时间

24 小时服务，其中 7:00-21:00 有工作人员值守，其余时间为自助

服务。

3.收费标准

公共自行车 1 小时内免费，1 小时以上 2 小时以内 1 元，2 小时以上

3 小时以内 2 元，3 小时以上每小时 3 元。

4.办理退卡、换卡

（1）退卡：需持卡及购卡时使用的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押金收

据到海盐客运中心 IC 卡办理中心，核实信息和 IC 卡完好后，收回 IC 卡

全额退还押金和卡内余额。

（2）换卡：非人为原因造成 IC 卡不能使用的，在其无租借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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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到公交 IC 卡办理中心免费更换。有借车行为，先还车，再免费更换。

5.遗失办理

IC 卡不具备挂失功能，办理报失只需拨打自行车报失热线：

86585858-0，报失之后凭购卡时使用的本人身份证和押金收据到海盐客

运中心公交卡办理点办理。卡内预存款无法退还，押金在无租车行为时，

全额退还，如卡遗失时存在租车行为的，先扣除租车实际消费额后再退

还。

（三）开通市民卡公共交通服务功能

1．开通：公民持本人新版市民卡到海盐农商银行各服务网点办理开

通公交服务功能，市民卡开通公交服务功能不收取费用。

2.充值：单次最低充值金额为 30 元，可在各农商银行网点充值，市

民卡公交服务内的金额不能转存只能用于支付公交费用。

3.市民卡服务联系方式：

（1）充值：海盐农商银行 0573-86113249

（2）卡服务：海盐县社保中心二楼大厅(海盐县武原街道华丰路1199

号)

（3）市民卡服务热线：967225

（四）IC 卡办理网点

1、海盐鸿远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服务窗口（办理所有业务）

办理时限：7:00—17:30（节假日不休）

办理地址：武原街道盐湖西路 1555 号

联系电话：0573-86027512

2、海盐县政务服务和数据资源管理办公室（原海盐县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

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 100 号二楼公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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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限：与审批中心各窗口同步（星期六休息）

联系电话：0573-86091717

3、中国电信新桥南路营业厅代办点（公共自行车卡不办理）

办理时限：上午 8:00—下午 17:00（节假日不休）

办理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南路 83-9 号

4.咨询电话

公交卡办理业务咨询电话：0573-86027512

公共自行车报失热线：0573-86585858

(五)客运网上购票服务

途径一：“海盐公交”微信公众号

进入“海盐公交”微信公众号，点击一级菜单“出行服务”，选择“网

上购票”。

途径二： “巴巴快巴” 网上购票

“巴巴快巴”是浙江道路客运网官方售票平台。官方网址：

http://www.bababus.com/

途径三：“携程网”、“畅途网”网上购票

“携程网”官方网址：https://bus.ct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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