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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加快推进常
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进一步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规范涉
企收费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按照国务院、省人民政府
有关规定，常德市将对依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设立的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和政府定价的服务性收

费实行项目清单管理。
现公布《常德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常德

市政府性基金项目清单》、《常德市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
务收费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之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和政府定价的服务性收费一律不得对企业征收，企

业有权拒绝缴纳。执行中收费项目如果发生变化，常德市推
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办公室（设常德市发改委）及相
关部门将及时更新和公示。

常德市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关于公布常德市涉企收费项目清单的公告

分类 部门 序号 收费项目 立项级次 政 策 依 据 收费标准

一 公安 1

1、证照费

中央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湘财综〔2010〕15号
（1）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计价格[1994]783号,价费字[1992]240号，行业标准 GA36-2014 详见文件

（2）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财综[2001]67号,计价格[2001]1979 号,计价格[1994]783 号,价费字[1992]240 号，湘发改价费[2017]
606号 10元 /证

二 国土资源

2 1、土地复垦费

中央

《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湘财综〔2008〕68号,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详见文件
3 2、土地闲置费 《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2008]3号,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详见文件

4
3、不动产登记费

《物权法》，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湘发改价费〔2017〕264号（1）非住宅类 550元 /件
（2）住宅类 80元 /件

5 4、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详见文件

三 住房城乡建设

6 1、污水处理费 中央 《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号，发改价格[2015]119号,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1.4元 /吨

7
2、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中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410号，财税[2015]68号，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1）建设工程项目 0.75元 /日、平方米
（2）其他项目 1.5元 /日、平方米

四 交通 8
1、车辆通行费(限于政府还贷) 中央

《公路法》，《收费公路条例》,交公路发[1994]686号,湘价费〔2011〕167号、湘发改价费〔2017〕564号 详见文件（1）公路、桥梁、隧道通行费 中央
（2）车辆过渡费 省级

9 2、破损公路及公路设施赔补偿费和公路占用费 省级 湘财综[2013]29号，湘价费[2011]167号、湘发改价费〔2017〕564号

五 经信 10 1、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中央 《无线电管理条例》,发改价格[2013]2396 号,发改价格[2011]749 号,发改价格[2005]2812 号，发改价格[2003]2300 号,计价费[1998]218 号，湘价
费[2009]139号,湘发改价费[2017]534号，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详见文件

六 水利 11 1、水资源费 中央 《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财税[2016]2号，财综[2011]19号,财综[2008]79号,财综[2003]89 号,发改价格[2013]29 号,发改价
格[2014]1959号,发改价格[2009]1779号,价费字[1992]181号，湘价费〔2013〕104号 工业地面自备取水：0.1元 /吨

12 2、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水土保持法》，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2014]886号，湘发改价费〔2014〕1171号，湘发改价费[2017]534号，湘发改价费[2017]606号 1.5元 /平方米
七 人防 13 1、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央 中发[2001]9号,国发[2008]4号，湘财综[2015]5号,计价格[2000]474号，湘价费〔2014〕60号,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896元 /平方米

八 法院 14 1、诉讼费 中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 481 号),财行[2003]275 号,湘价费〔2007〕154 号,湘价费〔2009〕164 号，湘价费〔2012〕80 号、湘发改价费〔2017〕
493号 详见文件

九 质量技术监督 15 1、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中央 《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发改价格[2015]1299号，财综[2011]16号,财综[2001]10 号,价费字[1992]268 号,湘发改价费[2014]
1039号，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湘财综[2017]16号 详见文件

十 环保 16 1、排污费 中央 《环境保护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发展改革委（四部委）令第 31 号,财综[2003]38 号,财税[2015]71 号， 湘财综〔2006〕86 号,发改价格
[2015]2185号 ,湘价费〔2003〕122号,湘发改价费〔2015〕306号,湘发改价费〔2015〕1120号 详见文件

十一 食品药品监督

17

1、药品注册费

中央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财税[2015]2号,发改价格[2015]1006号，湘财综[2016]37号，湘价费[2007]157号，湘发改价费〔2017〕208号 详见文件
（1）补充申请注册费
（2）再注册费
（3）加急费
（4）医疗机构制剂注册审批费

18

2、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

中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财税[2015]2号,发改价格[2015]1006号，湘财综[2016]37 号，湘价费[2007]157 号， 湘发改价费[2016]405 号，湘发改
价费〔2017〕208号 详见文件（1）首次注册费

（2）变更注册费
（3）延续注册费
（4）加急费

备注:1、本清单含省直部门和单位在我市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费属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3、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赔（补）偿费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对人防工程及设施造成毁
损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依法赔偿损失。

常德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

常德市政府性基金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征 收 依 据 备注
1 港口建设费 财综〔2011〕29号，财综〔2011〕100号，财综〔2012〕40号,财税[2015]131号
2 水利建设基金 财综[2011]2号，财综函[2011]33号，财办综[2011]111号,财税函[2016]291号，财税[2016]12号，财税[2017]18号，湘政发〔2011〕27号，湘财综〔2011〕45号
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国发[1998]34号，财综函[2002]3号,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湘财综函[2017]20号、常价费[2015]41号。
4 农网还贷资金 财企[2001]820号，财企[2002]266号，财综［2007］3号,财综[2012]7号
5 教育费附加 《教育法》，国发[1986]50号(国务院令第 60号修改发布），国发明电[1994]2号、23号，国发[2010]35号，财税[2010]103号，财税[2016]12号

6 地方教育附加
《教育法》，财综[2001]58 号，财综函[2003]2 号、9 号、10 号、12 号、13 号、14 号、15 号、16 号、18 号，财综[2004]73 号，财综函［2005］33 号，财综［2006］2 号、61 号，财综函［2006］9 号，财综函[2007]45 号，财综函
[2008]7号，财综函[2010]2号、3号、7号、8、11号、71号、72号、73号、75号、76号、78 号、79 号、80 号，财综[2010]98 号，财综函[2011]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9 号、10 号、11 号、12 号、13 号、15
号、16号、17号、57号，财税[2016]12号，省政府令 218号，湘财综〔2011〕5号

7 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国发[2006]17号，财综[2007]26号，财综[2008]17号，财综[2008]29号、30号、31号、32号、33号、35号、64号、65号、66号、67号、68号、85号、86号、87号、88号、89号、90号，财综[2009]51号、59 号，财综[2010]
15号、16号、43号、113号，财综函[2010]10号、40号，财综[2016]11号，财税[2016]13号，财税[2017]18号，湘财综〔2008〕51号，湘财综〔2009〕4号

8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残疾人就业条例》，财税[2015]72号、财综[2001]16号，财税[2017]18号，湘财综[2016]46号
9 森林植被恢复费 《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财综[2002]73号,财税[2015]122号
10 文化事业建设费 国发[1996]37号，国办发［2006］43号，财综[2013]102号,财文字[1997]243号，财预字[1996]469号，财税[2016]25号,财税[2016]60号
11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电影管理条例》，国办发[2006]43号，财税[2015]91号，财教[2016]4号

备注：本清单含省直部门和单位在我市执收的政府性基金项目。

常德市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定价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和对象 执收单位

1

房产测绘服务费

市国土资源局 省发改委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湘发改价服[2017]516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测绘企业
（1）住宅（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减半） 0.86元 /㎡ 委托者

（2）商业、厂房 1.15元 /㎡ 委托者

（3）多功能综合楼 1.73元 /㎡ 委托者

2 城乡规划信息技术服务费 市规划局 省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办法》

湘价服[2013]128号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3 防雷检测服务费 市气象局 省发改委 《湖南省雷电灾害防御条例》 湘发改价服[2016]196号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防雷检测服务机构

4
电表防雷设施建设技术服务费

市气象局 省发改委 《湖南省雷电灾害防御条例》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防雷技术服务机构（1）220V电压线路 576元 /栋 委托者
（2）380V电压线路 864元 /栋 委托者

5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服务费 省交通厅 省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湘发改函[2016]134号
湘发改价服[2017]516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高速公路监控中心

6 高速公路救援服务费 省交通厅 省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湘价商[2011]179号
湘价商[2013]159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高速公路管理单位

7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费 市政府办 省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详见收费文件 进场交易者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8 林权交易服务费 市政府办
市林业局 省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湘发改价服[2017]678号 详见收费文件 进场交易者 市林权交易服务机构

9 林业技术鉴定服务费 市林业局 省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湘发改价服[2016]646号
湘发改价服[2017]678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市林业技术鉴定机构

10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服务费 市发改委 省发改委 湖南省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41号） 湘发改价服[2015]744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代建单位
11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安装费 市文广新局 市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发改价服[2016]95号 6元 /平方米 房产开发企业 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12 燃气庭院管网和室内管道安装费 市住建局 市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发改价商[2016]496号
常价价[2009]79号 详见收费文件 建筑企业及用气单位 燃气经营企业

13 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制费 市安监局 省发改委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45号）

湘价服[2014]91号
湘发改价服[2016]144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安全评价机构

14 安全现状评价费 市安监局 省发改委

《安全生产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监总局
令第 20 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安监
总局第 36号令）、《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
监总局令第 41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湘价服[2014]91号
湘发改价服[2016]144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安全评价机构

15 仲裁服务费 市法制办
市司法局 省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

（国办发〔1995〕44号 湘发改价服[2016]220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市仲裁服务机构

16 公证服务费 市司法局 省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湘发改价服[2016]432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市公证服务机构

17 律师服务（部分）费 市司法局 省发改委
会同省司法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
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 湘发改价服[2016]129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机构

18 司法鉴定服务费 市司法局 省发改委
会同省司法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湘发改价服[2016]646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司法鉴定机构

19 医疗废物处置费
市环保局
市住建局
市卫计委

市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发改价服[2017]281号 详见收费文件 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企业） 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20 生活垃圾处理费 市城管局 市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价服[2009]93号
常价综[2015]4号 详见收费文件 产生垃圾的单位 环卫服务机构

21 建筑垃圾处理费 市城管局 市发改委会同市
住建局、市财政局《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发改价服[2017]480号 详见收费文件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 市建筑垃圾管理机构

22 地下综合管沟使用维护费 市国资委 市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价函[2014]47号 详见收费文件 管沟使用单位 市城市公共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3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收费 市公安交警支队 市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 常发改价服[2016]728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

24
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检验收费

市环保局 市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常发改价服[2017]269号 详见收费文件 委托者 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检验机构

（1）怠速法 常发改价服[2017]269号 35元 /车次 委托者 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检验机构
（2）工况法 常发改价服[2017]269号 73元 /车次 委托者 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检验机构

25 污水处理费(国家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市住建局 市发改委 《湖南省定价目录》 常价服[2015]54号 1.4元 /吨 排污企业 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公司代收）
备注：本清单中的相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定价部门负责解释，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