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输合同 
合同双方在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建设工程项目段    运输作业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运输任务 

由乙方负责工程项目     运输作业任务，乙方承担的运输量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

际运输数量计算。 

甲方将根据工程项目所确定的作业时间、作业地点、工作面、工程进度和运输数量

的要求，对乙方运输任务进行统一分配、管理、调度和指挥，乙方必须服从。 

    第二条合同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甲、乙双方确定终止的日期为准。 

    第三条运输起止地 

起始地：                ，到达地：甲方在工地现场指定的目的地。 

    第四条运输车辆 

乙方提供自卸式工程运输车辆：   辆，车辆牌号见附件，行驶证号见附件，载重量：

见附件。车辆需配备防尘、防抛洒装置，不得因道路泥土、扬尘等影响施工。 

    第五条运费结算、 

1、运费按        元/（吨*公里）计算。本单价为综合单价，合同总价为       元。 

2、合同金额为包干价,合同金额为          元。 

 3、乙方开户行名称：                      乙方银行帐号： 

   乙方开户行地址：                      乙方开户行联系电话： 

4、本合同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采用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甲方每次付款前提

条件是乙方须先行提交下列完整票据：1）乙方出具的金额为本次支付金额 100%的有效

增值税发票一份；2）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货物清单；3）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

本期所有送货清单与结算清单。乙方当期只能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本期所有送货单

据，不得提供上一期的送货清单，否则视为乙方造假或串通甲方工作人员作弊，甲方一

概不认可且不结算支付，乙方承担违约的全部损失责任；4）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优先

为本合同价款。 

5、因本合同土方运输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凭有效运输费发票到甲方

处领取运输费用，按月结算，于每月五日前对上一月运费进行结算支付。如甲方没有收

到乙方开具的有效专用税务发票，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合同价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

承诺放弃因延期支付而产生的全部额外费用、利息、以及索赔权。 

    第六条运输质量和安全 

1.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的工作进度、作业时间、工作面、运输起止地和运输数量

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2.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必须确保运输安全。如发生各类人身、财产安全事故，

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第三人（包括但不限于甲方

以及甲方工作人员、雇员等）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燃油供应 

乙方运输车辆所需燃油由乙方提供，燃油费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合同保证金 

1.为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纳保

证金      万元人民币（￥：        元）。上述保证金由乙方银行转帐方式到甲方基本

帐户。 

2.合同期限届满后，上述保证金(不计利息)由甲方予以返还（但应予扣留支付的违

约金和其他费用）。 

    第九条运输管理 

1.乙方运输车辆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调度和指挥，严格遵守施工现场交通规

则，积极维护施工现场交通秩序，保证施工现场道路的畅通和运输安全，不得乱停、乱

靠、乱装、乱卸，不得争道抢行，不得超速超载。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不得对周边造

成扬尘污染、路面污染和噪声污染。 

2.乙方应当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3.乙方的食宿和车辆停放场地由乙方负责，费用自理。 

4.乙方运输数量经过甲方指定地磅的计量后，计入乙方日常运输台账。每日运输台

账须经甲、乙双方指定经办人员共同签字确认。上述台账的运输数量和运输里程记录为

甲、乙双方日后运费结算的基准和依据。 

5.乙方运输车辆的运输作业时间由甲方统一安排，建立按时作业制度，不得迟到、

早退。因车辆检修或其他特殊原因确需暂停运输作业的，应提前一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

请，经甲方批准后方可暂停运输作业。 

    第十条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否则，守约方可以要求对方

继续履行本合同。甲方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或终止合同义务的履行的，须返还乙方合同

保证金；乙方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或终止合同义务的履行的，已交合同保证金将不予返

回。 

2.合同双方均不得采用虚假记录、虚假计量或其他方法在运输数量上弄虚作假。否

则，除虚假部分的运输数量不得作为运费计算依据外，还须按虚假部分运输数量的运费

的十倍计算违约方应予承担的违约金。 

3.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乙方运费。否则，除及时支付乙方运费外，还须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乙方支付未结算部分运费的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甲方违约

付款之日起至欠款实际支付清结之日止。如因乙方原因未及时将发票交付给甲方，则甲

方无需支付逾期支付的利息。如甲方直接在运费中扣除了乙方违约金，则甲方无需支付

该部分逾期支付的利息。 

4.乙方运输车辆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进入施工现场，开展运输作业，

不得延误。如乙方延误   天以内，则按每天 1万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在保证金

或运费中予以扣除。如乙方延误天以上，甲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乙方

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5.合同期限届满后，乙方的运输车辆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撤出施工现

场，不得延误。如乙方延误    天以内，则按每天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在

保证金或运费中予以扣除。如乙方延误    天以上，乙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6.乙方对自己提供的运输车辆应当具有合法的所有权，车辆已取得国家道路营运和

土方施工的许可权，并已依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购齐有关车辆保险。否则，甲方有权单



                                                   

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乙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7.乙方运输车辆不服从甲方的统一分配、管理、调度和指挥，妨碍施工现场交通运

输秩序的，按每查处一次处以违约金 1 万元人民币的标准，由甲方从乙方的运费或合同

保证金中扣留支付。 

8.乙方运输车辆必须按照甲方的指令要求，定点装卸，不得乱装、乱卸。否则，甲

方有权对乙方非定点装载部分的运输量不予结算，从乙方运输台账中剔除；如属非定点

卸载的，还须由乙方负责将非定点卸载部分的土方进行清理，装运至指定地点卸载。 

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如发生三车次以上（含三车次）非定点装载违约行为的，甲

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乙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乙方每发生非定点装载一次，除承担上述违约责任以外，甲方还有权按   元/车次

的标准对乙方处以违约金。该违约金可从乙方的运费或合同保证金中扣留支付。 

9.乙方运输车辆未经甲方批准，擅自停止运输作业时间累计达 48 个小时以上的，甲

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未结算部分运费将不再结算支付，乙方所交合同

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10.乙方运输车辆在运输作业中造成周边环境扬尘污染、路面污染或噪声污染，被有

关部门处以行政罚款的，由乙方承担。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追偿时可从乙方的运费或合同保证金中扣留支付。 

    第十一条、担保条款 

1、担保方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一切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间为自签订本合同起到本工程竣工验收且工程款结清完毕后三年。 

3、担保不因本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4、甲方对乙方最终未能付清的欠款债务全部转移到担保方进行负责偿付，最终债务

甲方不承担，甲方、乙方、担保方三方对此表示确认同意。本条款是三方真实意思表达。 

    第十二、个人无权代理告知 
甲方公司从未授权项目部或个人进行采购材料与机械设备、劳务分包、用工招聘、

租赁、借贷赊欠等经济活动（任何个人无权代理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三条、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等发生争议，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甲方为中创公司）。 

    第十四条、通知条款 

1、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每期需甲方派驻本项目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清单、结算清

单等，必须用书面形式经甲方总部确认，可采用书信快递、电子邮件、当面送交传递。 

2、甲方指定公司总部联系人：邓浚，联系电话：0791—88189332，通信地址江西省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金庐软件园四楼，电子邮箱：976711689@qq.com； 

3、乙方指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

信地址：            ；微信号：              。 

4、一方变更通知或通信地址的，应自变更之日起，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

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发的相应责任。 

 

 

 

第十五条、其他约定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2、本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一式三份，各执一份。 

 

 

 

甲方（购买方盖章）：                  乙方（供货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按手印）: 

甲方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乙方联系方式（手机与座机）： 

 

 

担保方：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南昌市 

 

   注：乙方代表须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公司须附：公司营业执照、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三大证复印件。 

 
 
 
 
 
 
 
 
 
 
 
 
 
 
 
 
 
 
 



                                                   

运输合同（填写示范） 
合同双方在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建设工程项目段土方运输作业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运输任务 

由乙方负责工程项目土方运输作业任务，乙方承担的运输量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

际运输数量计算。 

甲方将根据工程项目所确定的作业时间、作业地点、工作面、工程进度和运输数量

的要求，对乙方运输任务进行统一分配、管理、调度和指挥，乙方必须服从。 

    第二条合同期限 

自 2018 年 8 月 6 日起至甲、乙双方确定终止的日期为准。 

    第三条运输起止地 

起始地：中国尊二号大夏工程施工现场，到达地：甲方在工地现场指定的目的地。 

第四条运输车辆 0 

    乙方提供自卸式工程运输车辆：15 辆，车辆牌号见附件，行驶证号见附件，载重量：

见附件。车辆需配备防尘、防抛洒装置，不得因道路泥土、扬尘等影响施工。 

    第五条运费结算、 

1、运费按 8 元/（吨*公里）计算。本单价为综合单价，合同总价为 240000 元。 

2、合同金额为包干价,合同金额为 240000 元。 

     3、乙方开户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老福山支行    乙方银行帐号：6222002019982883834 

       乙方开户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老福山         乙方开户行联系电话：18011101010 

4、本合同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采用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甲方每次付款前提

条件是乙方须先行提交下列完整票据：1）乙方出具的金额为本次支付金额 100%的有效

增值税发票一份；2）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货物清单；3）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

本期所有送货清单与结算清单。乙方当期只能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本期所有送货单

据，不得提供上一期的送货清单，否则视为乙方造假或串通甲方工作人员作弊，甲方一

概不认可且不结算支付，乙方承担违约的全部损失责任；4）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优先

为本合同价款。 

5、因本合同土方运输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凭有效运输费发票到甲方

处领取运输费用，按月结算，于每月五日前对上一月运费进行结算支付。如甲方没有收

到乙方开具的有效专用税务发票，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合同价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

承诺放弃因延期支付而产生的全部额外费用、利息、以及索赔权。 

    第六条运输质量和安全 

1.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的工作进度、作业时间、工作面、运输起止地和运输数量

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2.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必须确保运输安全。如发生各类人身、财产安全事故，

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第三人（包括但不限于甲方

以及甲方工作人员、雇员等）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燃油供应 

乙方运输车辆所需燃油由乙方提供，燃油费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合同保证金 

1.为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纳保

证金 贰 万元人民币（￥： 20000 元）。上述保证金由乙方银行转帐方式到甲方基本帐

户。 

2.合同期限届满后，上述保证金(不计利息)由甲方予以返还（但应予扣留支付的违

约金和其他费用）。 

    第九条运输管理 

1.乙方运输车辆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调度和指挥，严格遵守施工现场交通规

则，积极维护施工现场交通秩序，保证施工现场道路的畅通和运输安全，不得乱停、乱

靠、乱装、乱卸，不得争道抢行，不得超速超载。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不得对周边造

成扬尘污染、路面污染和噪声污染。 

2.乙方应当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3.乙方的食宿和车辆停放场地由乙方负责，费用自理。 

4.乙方运输数量经过甲方指定地磅的计量后，计入乙方日常运输台账。每日运输台

账须经甲、乙双方指定经办人员共同签字确认。上述台账的运输数量和运输里程记录为

甲、乙双方日后运费结算的基准和依据。 

5.乙方运输车辆的运输作业时间由甲方统一安排，建立按时作业制度，不得迟到、

早退。因车辆检修或其他特殊原因确需暂停运输作业的，应提前一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

请，经甲方批准后方可暂停运输作业。 

    第十条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否则，守约方可以要求对方

继续履行本合同。甲方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或终止合同义务的履行的，须返还乙方合同

保证金；乙方擅自提前解除本合同或终止合同义务的履行的，已交合同保证金将不予返

回。 

2.合同双方均不得采用虚假记录、虚假计量或其他方法在运输数量上弄虚作假。否

则，除虚假部分的运输数量不得作为运费计算依据外，还须按虚假部分运输数量的运费

的十倍计算违约方应予承担的违约金。 

3.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乙方运费。否则，除及时支付乙方运费外，还须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乙方支付未结算部分运费的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甲方违约

付款之日起至欠款实际支付清结之日止。如因乙方原因未及时将发票交付给甲方，则甲

方无需支付逾期支付的利息。如甲方直接在运费中扣除了乙方违约金，则甲方无需支付

该部分逾期支付的利息。 

4.乙方运输车辆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进入施工现场，开展运输作业，

不得延误。如乙方延误 3 天以内，则按每天 1万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在保证金

或运费中予以扣除。如乙方延误 15 天以上，甲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乙

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5.合同期限届满后，乙方的运输车辆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撤出施工现

场，不得延误。如乙方延误 5天以内，则按每天 1000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在

保证金或运费中予以扣除。如乙方延误 5 天以上，乙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6.乙方对自己提供的运输车辆应当具有合法的所有权，车辆已取得国家道路营运和

土方施工的许可权，并已依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购齐有关车辆保险。否则，甲方有权单



                                                   

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乙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7.乙方运输车辆不服从甲方的统一分配、管理、调度和指挥，妨碍施工现场交通运

输秩序的，按每查处一次处以违约金 1 万元人民币的标准，由甲方从乙方的运费或合同

保证金中扣留支付。 

8.乙方运输车辆必须按照甲方的指令要求，定点装卸，不得乱装、乱卸。否则，甲

方有权对乙方非定点装载部分的运输量不予结算，从乙方运输台账中剔除；如属非定点

卸载的，还须由乙方负责将非定点卸载部分的土方进行清理，装运至指定地点卸载。 

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如发生三车次以上（含三车次）非定点装载违约行为的，甲

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乙方所交合同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乙方每发生非定点装载一次，除承担上述违约责任以外，甲方还有权按 800 元/车次

的标准对乙方处以违约金。该违约金可从乙方的运费或合同保证金中扣留支付。 

9.乙方运输车辆未经甲方批准，擅自停止运输作业时间累计达 48 个小时以上的，甲

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未结算部分运费将不再结算支付，乙方所交合同

保证金不得要求返还。 

10.乙方运输车辆在运输作业中造成周边环境扬尘污染、路面污染或噪声污染，被有

关部门处以行政罚款的，由乙方承担。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追偿时可从乙方的运费或合同保证金中扣留支付。 

    第十一条担保条款 

1、担保方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一切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间为自签订本合同起到本工程竣工验收且工程款结清完毕后三年。 

3、担保不因本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4、甲方对乙方最终未能付清的欠款债务全部转移到担保方进行负责偿付，最终债务

甲方不承担，甲方、乙方、担保方三方对此表示确认同意。本条款是三方真实意思表达。 

    第十二、个人无权代理告知 
甲方公司从未授权项目部或个人进行采购材料与机械设备、劳务分包、用工招聘、

租赁、借贷赊欠等经济活动（任何个人无权代理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三条、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等发生争议，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甲方为中创公司）。 

    第十四条、通知条款 

1、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每期需甲方派驻本项目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清单、结算清

单等，必须用书面形式经甲方总部确认，可采用书信快递、电子邮件、当面送交传递。 

2、甲方指定公司总部联系人：邓浚，联系电话：0791—88189332，通信地址江西省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金庐软件园四楼，电子邮箱：976711689@qq.com； 

3、乙方指定联系人： 手填或机打 ，联系电话：手填或机打，电子邮箱：手填或机

打通信地址：手填或机打；微信号：手填或机打。 

4、一方变更通知或通信地址的，应自变更之日起，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

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发的相应责任。 

 

 

 

第十五条、其他约定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2、本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一式三份，各执一份。 

 

甲方（购买方盖章）：               乙方（供货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按手印）:  手写按手印                         

甲方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手写按手印 

                                  乙方联系方式（手机与座机）：手写按手印 

 

 

担保方：手写按手印 

身份证号：手写按手印 

联系方式：手写按手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南昌市 

 

注：乙方代表须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公司须附：公司营业执照、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三大证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