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运输协会文件 
 

吉运协综服﹝2017﹞12号 

关于 2017 年在全省道路运输行业开展创建

文明诚信优质服务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省协会自 2016 年起在全省道路运输行业开展了为期 3

年的创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客运企业（含旅游客运、公交）、

客运站、货运企业（含物流、危货）、驾校活动。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为更好地开展 2017 年创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活

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一）市州行业主管部门或运输协会组织推荐申报。组

织辖区内企业、驾校和客运站等会员单位开展活动。 

（二）各会员单位自我推荐申报。本着诚实守信原则，

会员单位按通知要求直接参与创建活动，并如实向本会报送

相关数据和申报材料。 

二、时间安排 



（一）布置安排。2017 年 6月，布置创建相关工作。 

（二）自查汇总。2017 年 7月至 2018 年 1月 15日。申

报单位认真总结上一年度业务情况，按要求汇总申报数据，

准备证明材料和相关情况说明等。 

（三）申报审核。2018 年 1 月 16 日后，本会接受各会

员单位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初审，对信息数据、证明材料、

相关说明等材料进行审核。 

（四）发布结果。2018 年 3月，本会通过吉林省运输协

会网站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为期 7 天，公示期无异议后确

定评优结果，并在《吉林道路运输》杂志和吉林省运输协会

网站发布。 

请各申报会员单位于 2018年 1月 15日前以邮寄方式将

全部申报材料寄至本会（同时报送电子版材料）。 

三、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时间段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申报材料内容包括： 

（一）数据申报表。应为原件，本企业及相关机构盖章

有效。 

（二）相关的证明（道路运输企业等级、安全生产标准

化等级评定、质量信誉考核证明文件、获得表彰或接受处罚

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其他的材料。企业简介，安全生产情况，业务发



展情况，节能减排情况，绿色客运或绿色货运情况，参与行

业事务或示范活动情况，履行会员义务情况，企业信用等级

情况， 参与社会捐助和社会公益活动情况，获得表彰情况

等。 

四、其他事宜 

（一）自 2017 年起，将评优结果中的示范等级取消，

统称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单位。 

（二）本会承诺对申报材料向第三方保密。凡弄虚作假，

一经查实，本会将取消其参与资格。创建活动是本会服务各

会员单位的公益性活动，工作经费本会自筹，不向各会员单

位收取费用。 

（三）联系方式：吉林省运输协会综合服务部（303室），

马超，电话：0431-89967362；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浦东路 4488 号；邮编： 130033； E-mail: 

jlsysxh736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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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运输协会 

2017 年 6月 28日 

 

 

 

 

 

 

抄送：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

市、公主岭市、珲春市、县（市、区）运输管理处（局、所），

运输协会 

吉林省运输协会办公室                     2017年 6月 28日印发 



吉运协综服[2017]12 号附件 1： 

吉林省创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活动（客运企业）数据申报表 

  

企业名称  

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邮箱  邮编  

企业总资产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年度运输营收总额 （万元） 

年度运输利润总额 （万元） 

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次数 （次/年） 

死亡人数 （人/年） 

受伤人数 （人/年） 

营运车辆 

 

合计 （辆）         （座位） 

新能源 （辆）         （座位） 

客运量 （人次）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企业职工总数 （人） 

道路运输企业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 一级□      二级□      三级□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AAA □    AA □    A □    B □ 

郑重承诺： 

本企业承诺以上填报数据真实

有效，并按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地方运输协会推荐意见： 

 

 

（协会公章） 

年   月   日 

交通主管部门或运政管理机构意见： 

 

 

（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吉运协综服[2017]12 号附件 2： 

吉林省创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活动（客运站）数据申报表 

 

企业名称  

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邮箱  邮编  

客运站总资产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站务费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代理费收入 （万元） 

年度售票情况 

合计           （万张） 金额        （万元） 

网络售票       （万张） 占总比         （%） 

实名制售票     （万张） 占总比         （%） 

乘意险         （万张） 金额        （万元） 

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次数 （次/年） 

客运站职工总数 （人） 

汽车客运站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 一级□      二级□      三级□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AAA □    AA □    A □    B □ 

郑重承诺： 

本企业承诺以上填报数据真实

有效，并按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地方运输协会推荐意见： 

 

 

（协会公章） 

年   月   日 

交通主管部门或运政管理机构意见： 

 

 

（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吉运协综服[2017]12 号附件 3： 

吉林省创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活动（货运企业）数据申报表 

  

企业名称  

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邮箱  邮编  

企业总资产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年度运输营收总额 （万元） 

年度运输利润总额 （万元） 

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次数 （次/年） 

死亡人数 （人/年） 

受伤人数 （人/年） 

营运车辆 

 

合计 （辆）         （吨位） 

新能源 （辆）         （吨位） 

货运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企业职工总数 （人） 

道路运输企业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 一级□      二级□      三级□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AAA □    AA □    A □    B □ 

郑重承诺： 

本企业承诺以上填报数据真实

有效，并按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地方运输协会推荐意见： 

 

 

（协会公章） 

年   月   日 

交通主管部门或运政管理机构意见： 

 

 

（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吉运协综服[2017]12 号附件 4： 

吉林省创建文明诚信优质服务活动（驾校）数据申报表 

企业名称  

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邮箱  邮编  

企业总资产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年度培训收入总额 （万元） 

年度培训利润总额 （万元） 

场地规模（含租赁） （平方米） 

教学车辆数 （辆） 

培训人次 （人） 合格率 （%） 

企业职工总数 （人） 教练员人数 （人）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道路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培训类别 

客货□           危货□  

教练场经营□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AAA □    AA □    A □    B □ 

郑重承诺： 

本企业承诺以上填报数据真实

有效，并按要求提交相应材料。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地方运输协会推荐意见： 

 

 

（协会公章） 

年   月   日 

交通主管部门或运政管理机构意见： 

 

 

（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