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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昌平区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大兴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城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房山区 1.0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丰台区 0.7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海淀区 0.8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怀柔区 0.8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门头沟区 1.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平谷区 1.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石景山区 1.0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顺义区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通州区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北京冷运代表部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高邑县 1.0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藁城区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行唐县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晋州市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井陉矿区 1.0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井陉县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灵寿县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鹿泉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栾城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平山县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桥西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深泽县 1.00 1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无极县 1.0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辛集市 1.00 1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新华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新乐市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裕华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元氏县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赞皇县 1.0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长安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赵县 0.6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冀州冷运代表部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正定县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阿城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巴彦县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宾县 0.5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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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道里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道外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呼兰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南岗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平房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双城市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松北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黑龙江冷运代表部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香坊区 0.5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朝阳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二道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九台市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宽城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绿园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南关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农安县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双阳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吉林冷运代表部 长春市 长春市 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甘井子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金州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旅顺口区 1.0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普兰店市 1.0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沙河口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西岗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大连冷运代表部 大连市 大连市 中山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大东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和平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皇姑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浑南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辽中县 1.0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沈北新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沈河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苏家屯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铁西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新民市 1.0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沈阳冷运代表部 沈阳市 沈阳市 于洪区 0.5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东河区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九原区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昆都仑区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青山区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石拐区 0.30 20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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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稀土高新开发区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0.20 1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0.20 1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 0.20 1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察哈尔右翼前旗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察哈尔右翼中旗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内蒙古冷运代表部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卓资县 0.30 205 9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槐荫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济阳县 0.30 3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历城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历下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商河县 0.50 4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市中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天桥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章丘市 0.30 3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济南冷运代表部 济南市 济南市 长清区 0.30 3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滨州市 滨城区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滨州市 博兴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滨州市 沾化县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滨州市 邹平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东营市 东营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东营市 广饶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东营市 河口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东营市 垦利县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东营市 利津县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临沂市 沂南县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临沂市 沂水县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日照市 东港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日照市 莒县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日照市 岚山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日照市 五莲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安丘市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昌乐县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昌邑市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坊子区 0.1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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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高密市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寒亭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奎文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临朐县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青州市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寿光市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潍城区 0.1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潍坊市 诸城市 0.1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博山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高青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桓台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临淄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沂源县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张店区 0.15 150 6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周村区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鲁中冷运代表部 潍坊市 淄博市 淄川区 0.20 200 800 只收不派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城阳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黄岛区 0.20 3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即墨市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胶州市 0.20 3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崂山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李沧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平度市 0.30 3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市北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青岛冷运代表部 青岛市 青岛市 市南区 0.2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福山区 0.8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80 26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莱山区 0.80 26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龙口市 1.20 5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牟平区 0.80 26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蓬莱市 1.20 4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栖霞市 1.20 4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烟台冷运代表部 烟台市 烟台市 芝罘区 0.8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古交市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尖草坪区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晋源区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清徐县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万柏林区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小店区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杏花岭区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阳曲县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山西冷运代表部 太原市 太原市 迎泽区 0.3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宝坻区 0.80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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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北辰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0.8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东丽区 0.8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和平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河东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河西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红桥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津南区 0.8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县 0.8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南开区 0.60 5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宁河县 0.80 2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武清区 0.80 100 500

华北区域公司 天津冷运代表部 天津市 天津市 西青区 0.8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包河区 0.5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巢湖市 0.5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肥东县 0.5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肥西县 0.5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庐江县 0.5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庐阳区 0.5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蜀山区 0.5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瑶海区 0.5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北冷运代表部 合肥市 合肥市 长丰县 0.5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繁昌县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镜湖区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鸠江区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南陵县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三山区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无为县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芜湖县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皖南冷运代表部 芜湖市 芜湖市 弋江区 0.2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常州冷运代表部 常州市 常州市 戚墅堰区 0.6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常州冷运代表部 常州市 常州市 天宁区 0.6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常州冷运代表部 常州市 常州市 武进区 0.6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常州冷运代表部 常州市 常州市 新北区 0.6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常州冷运代表部 常州市 常州市 钟楼区 0.6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鼓楼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建邺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江宁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浦口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栖霞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秦淮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玄武区 0.30 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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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域公司 南京冷运代表部 南京市 南京市 雨花台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崇川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港闸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海安县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海门市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如东县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如皋市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南通冷运代表部 南通市 南通市 通州区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北冷运代表部 淮安市 淮安市 淮安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北冷运代表部 淮安市 淮安市 淮阴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北冷运代表部 淮安市 淮安市 清河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北冷运代表部 淮安市 淮安市 清浦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常熟市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姑苏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虎丘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昆山市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太仓市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吴江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吴中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相城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苏州冷运代表部 苏州市 苏州市 张家港市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无锡冷运代表部 无锡市 无锡市 北塘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无锡冷运代表部 无锡市 无锡市 滨湖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无锡冷运代表部 无锡市 无锡市 崇安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无锡冷运代表部 无锡市 无锡市 惠山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无锡冷运代表部 无锡市 无锡市 南长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无锡冷运代表部 无锡市 无锡市 锡山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宝山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崇明区 0.8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奉贤区 0.8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虹口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浦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金山区 0.8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静安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闵行区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浦东新区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普陀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青浦区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徐汇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杨浦区 0.4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上海冷运代表部 上海市 上海市 长宁区 0.4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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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滨江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淳安县 1.00 3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富阳市 0.8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拱墅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建德市 1.00 3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江干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临安市 0.8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上城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桐庐县 0.8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西湖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下城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萧山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杭州冷运代表部 杭州市 杭州市 余杭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海宁市 0.30 1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海盐县 0.30 1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嘉善县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南湖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平湖市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桐乡市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嘉兴冷运代表部 嘉兴市 嘉兴市 秀洲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东阳市 0.30 100 6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金东区 0.15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兰溪市 0.2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磐安县 0.35 200 7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浦江县 0.30 100 6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武义县 0.2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婺城区 0.15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义乌市 0.2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金华冷运代表部 金华市 金华市 永康市 0.2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北仑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慈溪市 0.5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奉化市 0.50 15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海曙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江北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江东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海县 0.5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象山县 0.50 15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鄞州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余姚市 0.50 15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宁波冷运代表部 宁波市 宁波市 镇海区 0.3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绍兴冷运代表部 绍兴市 绍兴市 柯桥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绍兴冷运代表部 绍兴市 绍兴市 上虞区 0.30 7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绍兴冷运代表部 绍兴市 绍兴市 嵊州市 0.5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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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域公司 绍兴冷运代表部 绍兴市 绍兴市 新昌县 0.50 1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绍兴冷运代表部 绍兴市 绍兴市 越城区 0.30 5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绍兴冷运代表部 绍兴市 绍兴市 诸暨市 0.30 8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苍南县 0.6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洞头县 0.50 3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乐清市 0.5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龙湾区 0.4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鹿城区 0.4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瓯海区 0.40 2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平阳县 0.5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瑞安市 0.40 300 500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泰顺县 0.80 3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文成县 0.60 300 500 只收不派

华东区域公司 温州冷运代表部 温州市 温州市 永嘉县 0.4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仓山区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福清市 0.30 4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鼓楼区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晋安区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连江县 0.3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罗源县 0.20 4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马尾区 0.30 2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闽侯县 0.3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闽清县 0.30 4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平潭县 0.50 5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台江区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永泰县 0.30 4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福州冷运代表部 福州市 福州市 长乐市 0.3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厦门市 厦门市 海沧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厦门市 厦门市 湖里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厦门市 厦门市 集美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厦门市 厦门市 思明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厦门市 厦门市 同安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厦门市 厦门市 翔安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东山县 0.3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华安县 0.3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龙海市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龙文区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南靖县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平和县 0.3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芗城区 0.2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云霄县 0.3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漳浦县 0.3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长泰县 0.20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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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区域公司 厦门冷运代表部 漳州市 漳州市 诏安县 0.3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潮州市 潮安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潮州市 枫溪区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潮州市 饶平县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潮州市 湘桥区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揭阳市 惠来县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揭阳市 揭东区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揭阳市 普宁市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揭阳市 榕城区 0.15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潮南区 0.15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潮阳区 0.1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澄海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濠江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金平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龙湖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头市 南澳县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尾市 海丰县 0.65 200 6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尾市 陆丰市 0.60 200 6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潮汕冷运代表部 汕头市 汕尾市 汕尾市 0.65 200 6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茶山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常平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大朗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大岭山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道滘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东城街道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东坑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凤岗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高埗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莞城街道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横沥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洪梅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厚街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虎门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黄江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寮步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麻涌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南城街道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企石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桥头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清溪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沙田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石碣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石龙镇 0.60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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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石排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塘厦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万江街道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望牛墩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谢岗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樟木头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长安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东莞冷运代表部 东莞市 东莞市 中堂镇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佛山市 禅城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佛山市 高明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佛山市 南海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佛山市 三水区 0.4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佛山市 顺德区 0.4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白云区 0.4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从化区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番禺区 0.4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海珠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花都区 0.5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黄埔区 0.5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荔湾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南沙区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天河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越秀区 0.3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佛山市 广州市 增城市 0.7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板芙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大涌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东凤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东区街道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东升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阜沙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港口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古镇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横栏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黄圃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民众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南朗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南区街道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南头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三角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三乡镇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沙溪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神湾镇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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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石岐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坦洲镇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五桂山街道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西区街道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中山市 小榄镇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珠海市 斗门区 0.2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珠海市 金湾区 0.2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佛山冷运代表部 中山市 珠海市 香洲区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惠州冷运代表部 惠州市 惠州市 博罗县 0.6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惠州冷运代表部 惠州市 惠州市 大亚湾区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惠州冷运代表部 惠州市 惠州市 惠城区 0.30 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惠州冷运代表部 惠州市 惠州市 惠东县 0.6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惠州冷运代表部 惠州市 惠州市 惠阳区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宝安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大鹏新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福田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光明新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龙岗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龙华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罗湖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南山区 0.5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坪山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深圳冷运代表部 深圳市 深圳市 盐田区 0.5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恩平市 0.2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鹤山市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江海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开平市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蓬江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台山市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江门市 江门市 新会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茂名市 化州市 0.2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赤坎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麻章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南油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坡头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遂溪县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吴川市 0.15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霞山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五邑冷运代表部 湛江市 湛江市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0.10 60 3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崇左市 凭祥市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江南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良庆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青秀区 0.6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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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武鸣区 0.60 2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西乡塘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兴宁区 0.5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广西冷运代表部 南宁市 南宁市 邕宁区 0.60 1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0.70 7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0.80 8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0.70 7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澄迈县 澄迈县 0.3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儋州市 儋州市 0.40 500 8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定安县 定安县 0.3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东方市 东方市 0.80 8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海口市 龙华区 0.20 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海口市 美兰区 0.20 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海口市 琼海市 0.3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海口市 琼山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海口市 秀英区 0.20 1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0.80 8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临高县 临高县 0.30 3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0.80 8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0.40 500 8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三亚市 三亚市 0.80 800 16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屯昌县 屯昌县 0.30 200 5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万宁市 万宁市 0.50 500 9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海南冷运代表部 海口市 五指山市 五指山市 0.80 800 1200 只收不派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安义县 0.50 4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东湖区 0.2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进贤县 0.50 45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南昌县 0.2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青山湖区 0.2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青云谱区 0.2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湾里区 0.2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西湖区 0.20 300 500

华南区域公司 赣北冷运代表部 南昌市 南昌市 新建县 0.20 3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兰州市 兰州市 安宁区 1.5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兰州市 兰州市 城关区 0.50 1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兰州市 兰州市 皋兰县 1.50 3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兰州市 兰州市 七里河区 1.5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兰州市 兰州市 西固区 1.5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兰州市 兰州市 榆中县 0.50 1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安顺市 安顺市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贵阳市 白云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贵阳市 花溪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贵阳市 开阳县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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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贵阳市 南明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贵阳市 乌当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贵州冷运代表部 贵阳市 贵阳市 云岩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盐池县 盐池县 利通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盐池县 盐池县 青铜峡市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盐池县 盐池县 盐池县 0.3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银川市 银川市 贺兰县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银川市 银川市 金凤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银川市 银川市 灵武市 1.00 48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银川市 银川市 西夏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银川市 银川市 兴庆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宁夏冷运代表部 银川市 银川市 永宁县 0.80 1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西宁市 西宁市 城北区 0.8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西宁市 西宁市 城东区 0.50 1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西宁市 西宁市 城南区 0.7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西宁市 西宁市 城西区 0.7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甘肃冷运代表部 西宁市 西宁市 城中区 1.00 2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灞桥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碑林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高陵区 1.80 3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户县 1.80 3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蓝田县 1.80 3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莲湖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临潼区 1.80 3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未央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西咸新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新城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阎良区 1.50 3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雁塔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长安区 0.5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陕西冷运代表部 西安市 西安市 周至县 1.80 4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巴中市 巴中市 巴州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巴中市 巴中市 恩阳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巴中市 巴中市 通江县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成华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崇州市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大邑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都江堰市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金牛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金堂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锦江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龙泉驿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彭州市 0.30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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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郫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蒲江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青白江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青羊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邛崃市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双流县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温江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武侯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新都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四川冷运代表部 成都市 成都市 新津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安宁市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呈贡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东川区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富民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官渡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晋宁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盘龙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嵩明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五华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西山区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0.50 100 500 只收不派

华西区域公司 云南冷运代表部 昆明市 昆明市 宜良县 0.30 10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巴南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北碚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璧山县 0.80 300 10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大渡口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江北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江津区 0.80 300 10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九龙坡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南岸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沙坪坝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铜梁县 0.80 300 10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0.30 50 500

华西区域公司 重庆冷运代表部 重庆市 重庆市 渝中区 0.3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登封市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二七区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巩义市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惠济区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金水区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上街区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新密市 0.30 100 500



所属区域公司 冷运代表部 始发城市 覆盖城市 提送货费范围
单公斤价格

（元/KG)

最低收费

(元/票)

最高收费

(元/票)
备注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新郑市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荥阳市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中牟县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北冷运代表部 郑州市 郑州市 中原区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瀍河回族区 0.2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吉利区 0.20 8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 0.2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 0.2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 0.2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孟津县 0.2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汝阳县 0.3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西工区 0.20 5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新安县 0.20 8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偃师市 0.20 8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伊川县 0.20 8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洛阳市 宜阳县 0.20 8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漯河市 郾城区 0.2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漯河市 源汇区 0.2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豫南冷运代表部 洛阳市 漯河市 召陵区 0.2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鄂州市 鄂州市 鄂州市 0.30 400 7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黄冈市 黄冈市 黄冈市 0.40 400 7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黄石市 黄石市 黄石市 0.40 400 7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蔡甸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东西湖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汉南区 0.20 3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汉阳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洪山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黄陂区 0.20 3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江岸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江汉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江夏区 0.20 3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硚口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青山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武昌区 0.20 2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东冷运代表部 武汉市 武汉市 新洲区 0.20 3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赤壁市 赤壁市 赤壁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汉川市 汉川市 汉川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洪湖市 洪湖市 洪湖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荆门市 荆门市 荆门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荆州市 荆州市 公安县 0.30 300 3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荆州市 荆州市 监利县 0.30 300 3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荆州市 荆州市 荆州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荆州市 荆州市 石首市 0.30 300 300 只收不派



所属区域公司 冷运代表部 始发城市 覆盖城市 提送货费范围
单公斤价格

（元/KG)

最低收费

(元/票)

最高收费

(元/票)
备注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潜江市 潜江市 潜江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丹江口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房县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茅箭区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郧西县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郧县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郧阳区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张湾区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十堰市 十堰市 竹山县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随州市 随州市 随州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咸宁市 咸宁市 咸宁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保康县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樊城区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谷城县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老河口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襄城区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襄阳区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宜城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襄阳市 襄阳市 枣阳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孝感市 孝感市 孝感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宜昌市 宜昌市 当阳市 0.30 300 3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宜昌市 宜昌市 宜昌市 0.10 100 1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宜昌市 宜昌市 宜都市 0.20 200 2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鄂西冷运代表部 宜昌市 宜昌市 枝江市 0.30 300 3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邵阳市 北塔区 0.2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邵阳市 大祥区 0.2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邵阳市 双清区 0.2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芙蓉区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开福区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浏阳市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宁乡县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天心区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望城区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雨花区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岳麓区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北冷运代表部 长沙市 长沙市 长沙县 0.50 100 500

中南区域公司 湘南冷运代表部 常德市 常德市 常德市 0.1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南冷运代表部 衡阳市 衡阳市 衡阳市 0.1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南冷运代表部 益阳市 益阳市 南县 0.10 100 500 只收不派

中南区域公司 湘南冷运代表部 益阳市 益阳市 沅江市 0.10 100 500 只收不派



备注

1、重量进位为1KG进位

2、价格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3、客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专车服务

4、此表未覆盖区域，请使用整车报价，按车型及距离计算

5、以上价格不含货物保险费，标准保价费率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