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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太发改价〔2021〕1号

关于公布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标准的通知

各机动车停车场经营单位：

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标准自 2013

年 9 月 1 日实施以来，对于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发挥

了重要作用。现结合《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

则》（太政规〔2021〕3号）等新规定、新要求，在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稳中有降”的前提下，进行修订并经市政府

同意后，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1-4），请认真贯彻执行。同时，

制定公布了《太仓市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核定表》（附件 5），供停车场经营者（或管理者，

下同）办理收费标准核定手续时使用；制定公布了《太仓市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表）推荐格式》（附件 6），供停车场

经营者制作价目牌（表）时参照。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经营者在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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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机动车停车场管理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后，应向发展改革

（价格）部门办理收费标准核定手续。办理收费标准核定手续

时，在递交《太仓市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核定表》的同时，提供下列相关材料：

1.具有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

件各 1份，或其他相应资质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

2.停车场的不动产权证书或相应的权属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各 1 套，租赁或委托经营（管理）的应同时提供相应法律文书

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

3.机动车停车场平面示意图、方位图；

4.机动车停车场管理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材料；

5.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停车场计时收费装置计量检定

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采用计时收费方式的停车场需

提供）；

6.按照明码标价规定制作的收费标价牌（表）样张。

由于停车场数量众多，为确保新的收费政策及时、全面落

实到位，本通知由各停车场主管部门负责转发并监督落实。其

中：道路（含街巷）停车泊位、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公

共停车场由城管部门负责；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金投资建设

的公共停车场由各镇（区）、街道、财政（国资）部门负责；公

立医院配套建设的停车场由卫健部门负责；文化、体育等场馆

和旅游景区配套建设的停车场由文体广旅部门负责（城管代管

的由城管部门负责）；行政机关指定的接收因交通违法、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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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车辆故障和车辆违法运营等原因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

的营业性停车场由公安、交通、城管等执法部门负责；实行市

场调节价的停车场服务收费标价牌（表）推荐格式由市场监管、

城管、发改部门共同协调负责。

各停车场要及时做好停车收费标准核定、收费标准标价牌

制作及停车计费系统调整等工作。申报办理时间自本通知发文

之日起至 3 月 26 日截止（新建停车场除外），联系人：市发改

委价格管理科 秦俊，联系电话：53891012。

本标准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关于调整太仓市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太价规字〔2013〕2号）同时废

止。

附件：1.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地区类别划分

2.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标准

3.太仓市公立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指导价标准

4.太仓市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指导价标准

5.太仓市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核定表

6.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表）推荐格式

太仓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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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地区类别划分

一、主城核心区

东至沈海高速（G15），南至上海界，西至 204国道，北至

339省道。

二、其他地区

主城核心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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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标准
车

型

类

别
地区 停放时间 单价(辆) 备 注

小

型

车

道

路

主城

核心区

1小时以内部分 5元/1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1小时以外部分 2元/半小时 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40元

规定时间 8元/次 以停车点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其他

地区

1小时以内部分 4元/1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1小时以外部分 2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30元

规定时间 5元/次 以停车点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室

外

停

车

场

主城

核心区

1小时以内部分 4元/1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1小时以外部分 1元/半小时 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20元

规定时间 5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其他

地区

1小时以内部分 3元/1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1小时以外部分 1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15元

规定时间 4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室

内

停

车

场

主城

核心区

1小时以内部分 3元/1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1小时以外部分 1元/半小时 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15元

规定时间 4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其他

地区

1小时以内部分 2元/1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1小时以外部分 1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10元

规定时间 3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说明：

1. 本标准适用于太仓市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各类停车场；其中道路停车收费标准为政府定价，经营

者必须严格执行；其他类型停车场的收费标准为政府指导价，经营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2. 按月、按年等中长期合同停放的机动车（不含占道停放），收费标准由经营者与车主商定。

3. 实行按次计费的停车场不实行按时计费。

4. 大型车按小型车收费标准加倍计收。小型车：车长小于 6米，乘坐人数小于 20人的载客车辆或总质量小于 4.5吨的载

货车辆及中、小型专项作业车；大型车：车长大于 6米，乘坐人数大于等于 20人的载客车辆或总质量大于等于 4.5吨的载货

车辆及大型专项作业车。

5. 执行公务的有标志的行政执法车、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市政服务车免费停放。

6. 悬挂公安部门核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在道路停车泊位停车 1小时以内免费，持有残疾人证且由本人合法驾

驶的汽车在道路停车泊位停车 2小时以内免费，实际停车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扣除免费停放时间后计费。

7. 住宅小区范围内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相关规定执行，不适用本标准。



6

附件 3：

太仓市公立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指导价标准
车

型

类

别
地区 停放时间 单价(辆) 备 注

小

型

车

室

外

停

车

场

主城

核心区

4小时以内部分 4元/4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4小时按 4小时计算

4小时以外部分 1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10元

规定时间 4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其他

地区

4小时以内部分 3元/4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4小时按 4小时计算

4小时以外部分 1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8元

规定时间 3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室

内

停

车

场

主城

核心区

4小时以内部分 3元/4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4小时按 4小时计算

4小时以外部分 1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10元

规定时间 3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其他

地区

4小时以内部分 2元/4小时 半小时以内免费，超过半小时不足 4小时按 4小时计算

4小时以外部分 1元/1小时 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24小时内最高收费 8元

规定时间 2元/次 以停车场工作时间为准；24小时连续工作的，以零点为起止点

说明：

1. 本标准适用于太仓市范围内经批准允许收费的公立医院配建的各类停车场，收费标准为政府指导价，经营者可根据具

体情况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2. 实行按次计费的停车场不实行按时计费。

3. 大型车按小型车收费标准加倍计收。小型车：车长小于 6米，乘坐人数小于 20人的载客车辆或总质量小于 4.5吨的载

货车辆及中、小型专项作业车；大型车：车长大于 6米，乘坐人数大于等于 20人的载客车辆或总质量大于等于 4.5吨的载货

车辆及大型专项作业车。

4. 执行公务的有标志的行政执法车、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市政服务车免费停放。

5. 上述标准适用于就医者（含陪护者、探视者），非就医者可按社会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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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太仓市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政府指导价标准

车 型 收费标准

二轮摩托车 10元/天，超过 30天的，超过部分按标准减半

小型机动车 20元/天，超过 30天的，超过部分按标准减半

大型机动车 35元/天，超过 30天的，超过部分按标准减半

超长（挂）车 50元/天，超过 30天的，超过部分按标准减半

说明：

1. 本标准适用于太仓市范围内行政机关指定的接收因交通违法、交通事故、车辆违法运营和

因车辆故障未及时清障等原因被依法扣押的机动车停放的营业性停车场。

2. 本标准中的“天”指 24小时，从车辆进入停车场起开始计算，连续 24小时为 1天。

3. 行政机关依法扣押车辆，在法定处理期限内的停车费及车辆的保管费用，由实施扣押措施

的执法机关承担；经告知逾期不接受处理或处理后不及时提取车辆的，逾期或不及时提取车辆所

产生的停车费用由车主承担。

4. 小型车：车长小于 6米，乘坐人数小于 20人的载客车辆或总质量小于 4.5吨的载货车辆及中、

小型专项作业车；大型车：车长大于 6米，乘坐人数大于等于 20人的载客车辆或总质量大于等于 4.5
吨的载货车辆及大型专项作业车；超长（挂）车：车长超过 12米的超长车或牵引车、挂车总长度超

过 12米的拖挂车。

5. 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经营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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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太仓市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核定表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产权单位名称 相互

关系经营单位名称

停车场名称 邮政

编码停车场地址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停车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停

车

场

基

本

情

况

停车类型 面 积 停车总量 其中大车 其中小车 备 注

道路

停车

计时

计次

室外

停车

计时

计次

室内

停车

计时

计次

申

报

内

容

定价方式 □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

收费标准

优惠措施

价格承诺

以上由经营单位填写，以下由发展改革（价格）主管部门填写

核

定

意

见

经现场勘查，核定意见如下：

核定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核定编号：

上述意见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期满后需要继续收费的，应提前 1个月重新办理收费申报；期间

停车场、经营单位相关情况发生变化或收费标准需要调整变更的，应及时重新办理收费申报。

说明：经营单位填报本表一律使用电子档，经发展改革（价格）部门核定打印后加盖公章；本表一式 5份，发展

改革（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票据发放部门、停车场经营者各保存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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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表）推荐格式

P
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

定价方式： 地区类别：

车 型 收费标准 备 注

小型车

大型车

停车场地址：

经营单位：

经营单位电话：

监督举报电话：

12319（城管热线）

12315（市场监督热线）

说明：

一、优惠减免……

二、服务时间……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说明：

1. 本表为推荐参照格式，由停车场经营者自行制作和使用标价牌。

2. 表中定价方式分别为：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地区类别分别为：主城核心

区、其他地区。

3. 建议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标价牌采用蓝底白字，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

车场标价牌采用绿底白字。

抄送：苏州市发改委，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

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各镇（区）政府（管委会），各

街道办，市公安局、财政局（国资办）、城管局、交运局、

文体广旅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场监管局，税务局
太仓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 3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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