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一

1.公办幼儿园保育费

全日制：省级示范园 240元/人·月

一类园 180元/人·月

二类园 150元/人·月

三类园 120元/人·月

未入类园 80元/人·月

2.普通高中住宿费
6人间：360元/人·
学期   8人间：330

元/人·学期

教财〔2003〕4号,教财〔1996〕101号,陕价行发〔
2006〕120号,陕价行发〔2006〕121号，韩物价发〔
2017〕35、36号、韩物价发〔2018〕27号

3.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住宿费
4人间：320元/人·
学期        6人

间：280元/人·学期

财综〔2004〕4号,教财〔2003〕4号,教财〔1996〕101
号,陕教资〔2006〕53号,陕价费调发〔2002〕70号，
韩物价费字2016-04号

4.招生费

（1)普通高校报名考试费 110元/生·次

(2)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报名考务
费

40元/生·次

二

5.证照费

(1)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限于
丢失、补办）

〔1992〕价费字240号,财综〔2012〕97号

①户口簿工本费
陕价费调发〔1996〕64号，财综〔2012〕97号,陕财办
综〔2012〕174号

②户口迁移证件
财综〔2012〕97号,陕财办综〔2012〕174号,陕价涉发
〔1994〕64号

(2)居民身份证工本费（限于丢
失、补办）

40元/证
财综〔2007〕34号,财综〔2004〕8号,发改价格〔2003
〕2322号，发改价格〔2005〕436号，陕价行发
[2006]147号

      韩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收费标准
（2019年7月3日修订）

教育部门

公安部门

发改价格〔2011〕3207号,陕价服发〔2015〕53号，韩
物价发〔2015〕14号

陕价费调发〔2000〕44号,陕价费调发〔2001〕29号,
陕价费调发〔2003〕3号，陕价服函〔2018〕164号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3)补领流动人口居住证工本费
（限于损坏、丢失而换领、补
办居住证）

15元/证 陕财办综〔2013〕9号,陕价费发〔2017〕34号

(4)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①汽车反光号牌 100元/副

②摩托车反光号牌 70元/副

③挂车反光号牌 50元/副

④三轮车、低速货车、拖拉机
反光号牌

40元/副

⑤机动车临时号牌 5元/张

（5）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本

发改价格〔2004〕2831号,财综〔2001〕67号,计价格
〔2001〕1979号,计价格〔1994〕783号,〔1992〕价费
字240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陕价费发〔2017
〕75号

（6）非机动车牌证工本费
①号牌5元/面

②行驶证1元/证
陕财办综〔2006〕30号,陕价行函〔2006〕96号 按号牌（铝质材料、单面喷漆平板）

6.限制养犬管理费
陕财办综〔2009〕44号,陕财办综〔2012〕6号,陕价行
函〔2012〕74号

三

7.殡葬收费
〔1992〕价费字249号,陕价行发〔2011〕154号，韩价
发〔2008〕56号，韩物价发〔2013〕71号

（1）尸体拉运收费标准

①小轿车（10座）拉运：（往
返20公里）

200元/次 超出20公里的按10元/公里加收

②中轿车（15座）拉运：（往
返20公里）

260元/次 超出20公里的按10元/公里加收

③因丧主原因造成空车行驶
的，可减半收费。

（2）遗体火化 韩物价发[2013]71号

①平板炉：非农 350元/具

②平板炉：农业 300元/具

民政部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计价格〔1994〕783号,〔
1992〕价费字240号，陕价行发[2005]41号

上述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
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

装费用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③拣灰炉：非农 500元/具

④拣灰炉：农业 450元/具

（3）骨灰寄存 韩物价发[2013]71号

①甲位 150元/年 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10元

②乙位 120元/年 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10元

③丙位 100元/年 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10元

（4）遗体存放 韩物价发[2013]71号

①正常遗体 7元/小时

 ②非正常遗体 8元/小时

③腐烂遗体 9元/小时

四

8.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收费 陕价费调发〔2001〕67号,陕价行函〔2006〕230号

高级职称评审收费 400元/人

中级职称评审收费 200元/人

初级职称评审收费 100元/人

五

9.公证费(限于行政机关)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费〔1998〕814号,计价
费〔1997〕285号,陕价费调发[2000]25号，陕价行发
〔2013〕94号

（1）证明法律行为，证明合同
、协议

证明经济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
转让买卖及股权转让标的额为
500000元以下

标的额0.3% 陕价费调发[2000]25号 按比例收费不足200元的按200元收取

 500001-5000000元 标的额0.25%

5000001-10000000元 标的额0.2%

证明其它经济合同

标的额为20000元以下 标的额1% 按比例收费不足200元的按200元收取

50001-100000元 标的额0.6%

人社部门

司法部门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00001-500000元 标的额0.5%

民事协议 陕价费调发[2000]25号

  证明收养关系：父母共同送
养

450元/件

 证明收养关系：父母单方送养 600元/件

证明收养关系：其他监护人送
养

900元/件

证明房屋产权、财产所有权 500元/件

证明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分
割

财产总额2‰ 最低收300元

  （2）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

份、经历、学历、国籍、婚姻
、亲属、未受过刑事处分

80元/件

证明公民个人存款、经济收

入、纳税
200元/件

 声像资料、电脑软件保全 800元/件

 对物的保全：不动产 1000元/件

 对物的保全：其他物证 400元/件

  侵权行为和事实证据保全 900元/件

 制作票据拒绝书 400元/件

（3）证明财产继承、赠与、遗
赠

陕价行发[2013]94号

 受益额20万元以下的部分 不超过1.2%

受益额超过20万元不满50万元
的部分

不超过1%

受益额超过50万元不满500万元
的部分

不超过0.8%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 减半收取

六

10.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

11.土地闲置费
《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
2008〕3号

12.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3.不动产登记收费
《物权法》，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陕财税〔2019〕14号

（1）住宅类 80元/件

（2）非住宅类 80元/件

七

14.污水处理费
居 民：0.95元/立方
米； 非居民：1.4元

/立方米

《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号,发
改价格〔2015〕119号,陕财办综〔2015〕46号，陕财
办综〔2015〕104号，陕财办综〔2015〕157号

15.城镇垃圾处理费 计价格〔2002〕872号，韩价发〔2000〕12号
注：凡未涉及的行业参照相关行业标准
执行。

（1）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5元/人/年

（2）城镇居民 1元/户/月

（3）旅社、宾馆、医院 1元/床/月

（4）各种商业门店：饮食门店 0.6元/平方米/月

                   其他门店 0.3元/平方米/月

（5）各种娱乐场所 0.2元/平方米/月

（6）修理厂、加工厂 20元/月

停车场、洗车场 10元/月

（7）各类封闭市场、夜市、瓜
果蔬菜流动零散摊位

1元/摊位/天

16.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建城〔1993〕410号,财税〔2015〕68号,陕建发〔2015
〕141号，陕建发〔2015〕194号

国土资源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经营性占道：（1）主干
道：车行道

1.05元/平方米/天

                人行道 0.4元/平方米/天

                空地路 0.3元/平方米/天

（2）次干道：车行道 0.8元/平方米/天

             人行道 0.3元/平方米/天

             空地路 0.25元/平方米/天

（3）背街小巷：车行道 0.55元/平方米/天

               人行道 0.25元/平方米/天

               空地路 0.1元/平方米/天

 2、非经营性占道：（1）主干
道（人行道）

0.25元/平方米/天

（2）次干道（人行道） 0.2元/平方米/天

（3）背街小巷（人行道） 0.15元/平方米/天

八

17.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发改价格〔2013〕2396号,发改价格〔2011〕749号,发
改价格〔2007〕3643号,发改价格〔2005〕2812号，发
改价格〔2003〕2300号,财建〔2002〕640号,计价费〔
1998〕218号

九

18.水资源费（暂停征收）

发改价格〔2014〕1959号,发改价格〔2013〕29号,财
综〔2011〕19号,发改价格〔2009〕1779号,财综〔
2008〕79号，财综〔2003〕89号，〔1992〕价费字181
号，陕价行发〔2010〕4号，陕价行发〔2012〕30号

19.水土保持补偿费

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2014〕886号,陕财办综
〔2015〕38号,陕财办综〔2015〕104号,陕财办综〔
2015〕157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陕价费发〔
2017〕75号

十

工业和信息化

水利部门

卫计部门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20.预防接种劳务费
二类疫苗每剂次不高

于20元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财税〔2016〕14
号，国办发〔2002〕57号,财综〔2008〕47号,发改价
格〔2016〕488号，陕价费发〔2017〕45号

21.鉴定费
发改价格〔2007〕2749号,财综〔2003〕27号,〔1992
〕价费字314号,陕价行发〔2007〕28号，陕财办综〔
2017〕25号

(1)医疗事故鉴定费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财税〔2016〕14号，财综〔
2003〕27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陕财办综〔
2017〕25号

(2)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职业病防治法》，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6〕488号，陕财办综〔2017〕25号

(3)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财税〔2016〕14号，财综〔2008〕70号，发
改价格〔2016〕488号，陕财办综〔2017〕25号

22.社会抚养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357号），财税〔2016〕14号，财规〔
2000〕29号,省政府令第98号，陕财办综〔2017〕25号

十一

23.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发〔2001〕9号,计价格〔2000〕474号,陕价费调发
〔2004〕12号,陕价费调发〔2004〕19号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6级） 800元/平方米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6B级） 480元/平方米

十二

24.诉讼费 国务院令481号,财行〔2003〕275号

（1）财产案件

不超过 1万元 50元/件

 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 2.5%元/件

人防部门

法  院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 2%元/件

④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1.5%元/件

⑤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 1%元/件

⑥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
分

0.9%元/件

（2）非财产案件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
人格权的案件

100-500元/件

涉及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
的，不另行交纳；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
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
分，按照0.5%交纳。

其他非财产案件 50-100元/件

(3)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500-1000元/件
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
的标准交纳。

（4）劳动争议案件 10元/件

（5）行政案件

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 100元/件

其他行政案件 50元/件

十三

25.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相关收费标准按照陕
价费调发〔2000〕23
号,陕价行发〔2011
〕5号文件执行

财综〔2011〕16号,发改价格〔2009〕3212号,财综〔
2001〕10号,计价格〔1997〕1707号,计价费〔1996〕
1500号,计价格〔1995〕339号,〔1992〕价费字268号,
陕价费调发〔2000〕23号,陕价行发〔2011〕5号,陕价
行函〔2009〕3号,陕价行函〔2013〕118号，陕政办发
〔2017〕102号

十四 应急管理部门

注：其它相关项目按国务院令481号文件执行。

市场监管部门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26.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
费

陕财办综〔2009〕2号,陕价行函〔2009〕49号

理论 60元/人次

实际操作考核 140元/人次

十五

27.票据工本费
计价格〔2001〕604号,陕价行函〔2014〕228号,财预
〔2002〕584号

28.培训费

(1)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费 陕财办综〔2003〕87号,陕价费函〔2004〕13号

(2)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费

陕财办综〔2012〕20号,陕价费函〔2017〕184号

(3)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等“三
类人员”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培
训费

陕财办综〔2008〕45号,陕价费函〔2016〕97号

(4)物业管理员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0〕9号,陕价行函〔2013〕254号

(5)城建档案管理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0〕9号,陕价费函〔2017〕187号

(6)建设类注册执业师继续教育
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1〕75号,陕价费函〔2017〕186号

(7)造价员继续教育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3〕114号,陕价行函〔2014〕6号

(8)药品从业人员培训费 陕财办综〔2006〕52号,陕价行发〔2007〕104号

(9)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费

陕财办综〔2007〕77号,陕价行函〔2011〕25号

(10)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1〕60号,陕价行函〔2012〕45号，陕价
行函〔2016〕99号

(11)档案业务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2〕48号,陕价行函〔2016〕21号

(12)干部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2〕13号

(13)团干部技能培训费 陕财办综〔2012〕8号,陕价行函〔2013〕111号

(14)消防安全培训费
陕财办综〔2008〕54号,陕财办综〔2012〕51号陕价行
函〔2013〕51号,陕价行函〔2013〕86号陕财办综〔
2013〕70号,陕财行函〔2013〕154号

29.考试费（含考务费） 详见《全省性考试费目录清单》

各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