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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财综 〔⒛18)21号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公布

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截至⒛18年2月 1日 )的通知

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各市县财政局、物价局(发改委、

发改局):

为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执收行为,接受社会监督,根据国家

和省关于建立和实施收费基金目录清单制度等规定,我们编制了

《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截至2018年2月 1日 )》及《江

苏省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 (截至2018年 2月 1日 )》 (见附件1和

附件2,以下合并简称 《收费目录》),并公布全省执行。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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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费目录》中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以 下简称

“
收费项目

”
)是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审批权限由国家和省两

级有权部门批准、我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收取的截至⒛18年 2月 1

日的全部收费项目,其 中,加
“
▲
”
号的项目为涉及企业的收费

项目。截至2018年 2月 1日 国家已经公布免征和暂停征收的项目不

在 《收费目录》中。

二、2018年 2月 1日 起,我省各级各部门和单位的收费项目,

一律以《收费目录》为准,其具体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及资金管

理方式等,应分别按照《收费目录》中注明的文件规定执行;2018

年2月 1日 以后国家、省批准立项、取消或调整的收费项目,按其

文件规定执行,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将适时动态向社会公布。凡

未列入《收费目录》或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

管部门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

拒绝支付。

三、凡省有权部门在文件中明确规定试行期或制 (暂 )定收

费期限的收费项目,收费期满前3个月由收费部门和单位向省有

权部门办理报批手续,收费期满后按省有权部门重新明确的规定

执行。凡到期未办理报批手续的收费项目,自 期限届满之日起停

止收费。

四、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价格部门做好我省收费项目目录

在本区域范围内的公布和贯彻执行工作。收费目录公布后,各地

应将具体公布情况报上级财政、价格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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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收费目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物价局负责解释。原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公布⒛16年江苏省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苏财综〔2017)⒛号)废止。

附件Ⅱ。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截至2018年

2月 1日 )

2.江苏省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 (截至2018年 2月 1日 )

)--    ~

L

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驯

抄送: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省政府、省减轻企业负担办公室

2018年 3月 30日 印发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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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顶目目录

(截至2018年2月 1日 )

辎 号,财硒〔2∞0〕 127号

50元份 (证
)

弱6号 ,财预 〔2∞3)Z【90号

公办幼儿园收费 (保育敬
育贫、住宿费 )

发改价格 〔⒛11)夕07号 、苏价费
〔⒛

")122号
、苏价规〔⒛12)2号

义务教育收费

《>1矽子乏攵T孑韦妄》, 弓攵贝丁t1996J lO1+劳 ,

苏敌财〔l998)zo号 、苏财综〔l998〕

82号、苏价费〔199B〕 159号 ,苏价
综 (2∞2)1%号、苏财综〔2∞2〕 狃
号,敬财〔2∞4〕 7号 ,苏价费〔2lXM〕
33B号、苏财综 〔9llllo)"l号 ,苏价
费 〔2∞5〕 ⒛ 号、苏财综 (2∞5)3
号

11l号

苏价贫 〔2∞ 8〕 ⒛8号

序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夕卜事

认证贫 缴人国库 i项 目

(l)认证
商业文件每份 I∞ 元;民事类证书
每证sO元

(2)认证加急

教育

2
公办幼儿园nq保百教百贾由市、县

批准;住宿费、服务佳收贫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价格、财政部门批渖

N家 财政专户

公办学校住宿费 由各省辂市制定 省 财政专户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公办普通高巾收费 |叫 家

教财 〔19%)lOl号 ,苏敬财 〔l∞ 8〕

"号
、苏财综 〔1998)拟 号、苏价费

〔1998)1s9号 ,苏价综 〔2∞2)174

号、苏财综(⒛咙n号 ,亦价费〔2007〕

⒛7号、苏财综 〔2lXl7)“ 号,苏价

贫 (20⒆ 〕⒛1号 、苏财综 (2∞9)⒚
号,苏价费 〔⒛I1)1l5号 、苏财综

〔2011)8号

取消毕业班补课费收

费项日

(I)学费
省级重点中学 BsO、 市级重点中学

6sO、 一般普通南中5∞
财政专户

敬财 (1996)101号 ,玫财 〔2∞ 3〕 4

号,苏教Llt zlXXl)39号 、苏财综〔9lXXl〕

88号、苏价费 〔2∞0)167号 ,苏财

综 〔2010)9s号

国家公布项日

(2)寄宿生住宿费 住宿贫 l∞ 兀咩期 财政 备户

教财 〔1996〕 lOl号 ,教财 〔2∞3〕 4

号,苏教财〔⒛∞ la9号 、苏财综〔2000)
gB号、苏价贫 (20∞ )167号

国家公布项日

5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贫 ||||∶

教财 〔19%〕 lO1号 ,苏敬财 (2∞0)

48号 、苏财综 〔2∞0〕 123号 、苏价

费〔2∞0)”8号 ,苏价缘 (2∞2)l90

号、苏财综(⒛⒆〕00号 ,教财(2∞3〕

4号,苏价费〔2lXl0〕 158号、苏财缘
(,lX,0)42号 ,苏价费函〔9lX,0)“

号、苏财综〔zO00)sO号 ,苏价费〔2lXX)
l吻 号、苏财综 (zlXM)ω 号,苏价
费〔2∞7)2弱 号、苏财综〔2∞7)so
号,苏财规 〔2012〕 饰号

包括:职业南中学校、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含中等师范学校 )、

技工学校、普通中学

附设的各种职业高中

班

1)舯l`南巾

学费 8tXl12∞
'V学

期 财政 户々 围家公布项日

住宿费 12o刀学期 财政专户 国家公布项日

(2)中等专业学校 苏财规 〔⒛I2〕 笳号

⒛12年秋季学期起

免收学费 (艺术类相

关表演专业学生除

外 )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住宿费 4lX,丿 口学年 财政专户 国家公布项日

(3)中专校举办的夜中
专、函授收费

l∞ 0ˉ3500乃学年 财政专户

国冢公布项目名称为
“
函大、夜大培训

费
”

。参照成人中专

校收费

(4)电视中专校收费 21tlll31lXl'V学 年 财政专户

参照晋通中专校收

费,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依托电大系统举办

的,可按每生不龆讨

lBO元内双方协商提

取学费标准
(5)中专校举办的三、二

分段或五年一贯制大专班
后两年的收费

”∞-“∞力学年生 财政专户 苏价贫 〔⒛14〕 〗36号
按第四年时公布的普

通离校专科收费标准

执行

6
公办成人南等学校、成人
中专校收费 }卜丨i

教财 〔lg96〕 101号 ,苏敬财 〔I998)
⒉号、苏财综 〔,”8)Bz号、苏价费
〔199B)ls9号 ,苏价费 (2∞7)z,l
号、苏财综〔zlXl,lOI号 ,苏价费(2011)

3,9号
(l)成人高校

学 费

全脱产本科 3olXl彳 8∞ 元咩年、专
科 31lX,ˉ05∞ 力学年,半脱产本科
2tKX,ˉa,0‘口学年、专科 I7∞ z̄B∞

刀 学年,国家 ”ll工程"和示范
院校可上浮 100/。

财政专户

住宿费 sO0ˉ 15∞ 元学年 财政 户々
(2)成人巾专校

学费 ll× lOˉ3500丿冫学年 财政专户
住宿费 400丿V学年 财政专户

(3)函授类学费
本科 2olXlˉ”∞ 元/学年 、专科
17∞ ⒛̄l×l元咩年、中专 llxxlˉ 18llll

勋学年
财政 扌户

ι

⒒

l
■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4)普通高校、中专校举

办的夜大学、夜中专学费
参照成人教育学费标准收费 财政专户

国家公布顼目名称为
“
函大、夜大培训

贫
”
。参照成人南校、

中专校业余、半脱产

学费标淮收贫

(5)各级广插电视大学举

办的成人高等教育和成人

中等故育学费

参照成人教育学费标准收赞 财政专户

发改价格 (2∞5)1810号 ,亦价贫

(2∞5)311号、苏财综 〔2∞5〕 Bo

号

参照成人高校、成人

中专校相应学习形式

和专业的学费标准收

费

(6)省 、市、县电大从教

学班收费中提取瞀理贫

省提取教学班收费的 10o/。,市、县

圾高不超过 zOo/。

省 财政专户

7 高竿学枝收贽 田宋

教财 〔1996〕 lO1号 ,苏敬财 〔1998)

犭号、苏财综 〔1∞8)81号 、苏价费

〔l998〕 I58号 ,苏价综 〔2∞ 2〕 174

号、苏财综〔200z灿 号,苏教贩 2006)

s。 号、苏财缴 2∞6b8号 ,敬贩 2lXl6)

2号 ,苏价费 〔2∞7)2弼 号、苏财综

〔zo0,)sO号 ,苏价费 (2llll7)刀o

号、苏财综〔2∞7b8号 ,苏价费〔2∞7)

4⒛ 号、苏财综 〔⒛o,)叼 号

(l)普通高校 (公办 )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学 J,

”∞ ŌBllll,l/+年 ;优势学科专业
学费可上浮 lC%。 学分制收费按苏
价费〔2lXl6)3I9号 、苏财综〔2∞6〕

57号执行,不超过南等学校学贫
收费标准。我省南校与境外南校合
作 办 学 收 费 :公 办 南 校
12BO0ˉ 21ωo元/学年,民办南枚
19∞ Ⅱ̄⒛o力学年,非学历南等
敬育按备案价执行。普通南校专转
本学费:按普通南校相同专业收贫
标准执行

财政专户

敬财 〔I9%〕 1o1号 ,教财 〔2llll3〕 4

号,计价格 〔2∞2)8aB号 、甾5号 ,

苏敬财 (zlXXl〕 3s号、苏价费〔2∞o)
165号 、苏财综 〔20∞ )Bs号 ,苏教
财〔2000)8I号、苏财综〔2oo4)134
号,教财〔2llll5)刀 号、苏教财〔2l× l6〕

00号 ,苏价费〔2lXls〕 319号、苏财
综 〔⒛Oti〕 s,号 ,苏价费 (2010〕 II3

号、苏财综〔2o1oV1号 、苏价费〔2010)
300号、苏财缘 〔⒛IO)锶 号,苏价
费函〔⒛13〕 B3号,苏价费〔⒛14)

136号 ,苏教财 〔2∞5)51号 、苏价
费〔⒛Os〕 21o号、苏财综〔2∞5〕 9
号,苏价费 〔2o⒃ )lO2号、苏财综
〔⒛∞〕2I号 ,苏价费 (⒛⒆〕”7

号

国家公布顼日

研究生收费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每学年
不超过 BO∞ 元、博士不超过 1万
元;专业学位除工商管理硕士、公
共臂理硕士、艺术硕士、会计硕士、
审计硕士按备案价格执行外,其他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每学年不超
过 l万元、博十不超过 I2万元 ;

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标谁备案后
执行

财政专户
苏价费〔⒛14〕1%号 ,苏价费函〔2o14)
sO号

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

的科学研究机沟参照

执行

南等学校委托培荞费 按教财 〔199tˉ )lOl号等文执行 财政专户
教财 (19%)lO1号 ,教财 〔2∞3〕 4

号
国家公布项日

住宿费
5∞ 1̄5∞ j口学年,徐州部分南校
收取暖气费 llO元咩年

财政专户

教财 〔19%〕 lOI号 ,教财 〔2∞3)4
号,苏价费 〔2∞2〕 笳9号、苏财综
〔2lXlz)162号 ,苏价费 (2∞4〕 狁5

号、苏财综 〔zO阴 )122号 ,苏价费
〔90∞ 〕185号 、苏财综 〔⒛“ )ss
号

围家公布项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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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2)省电大开放本、专科

教t收费
符 财政专户

苏价费〔2∞ 1)za2号 、苏财综〔2∞ l〕

1z0号

报名狨 3o丿V生

注册费 lsO勋生

考试费 5o丿 G/门

学 费 祠斗I⒛ 元咩分,訇斗1∞ 元咩分 苏价费函 〔⒛14〕 ⒛号

公安

8 证照狨

(一 )外国人证件费
价费字(l9g2〕 900号 ,财预字〔1990〕

夕号

(1)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

费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

济t本贫

申请费每人 15∞ 元,居留证 sOo

元/证 ,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 6∞

勋证。申请费上缴国家 0Oc/。 、居

留证 1∞%

缴人国库

财综 〔20")夕 号、发改价格 (2∞4〕

1笳7号、苏价费 〔zO00〕 3lXl号、苏

财综 (zlX,0)gg号 ,财税〔2018)10

号

国家公布顼日

(2)外国人居留许可收费

有效期不滴 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 元;有效期 1年 (含 1年 )至

3年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 8∞ 元 ;

有效期 3年 (含 3年 )至 5年 (含

5年 )的居留许可,每人 !∞0元。

坩加偕行人,每坩加 l人按上述相

应标准收费;减少偕行人,收贷标

准为每人次 2∞ 元;居留许可变更

的,收费标罹为每次 2∞ 元。上嫩

国冢 zO0/。

00宋 缴人国灿;

财综 〔2lxl0)ω 号、发改价格 〔2∞4)

2230号 、苏价费 〔2lXM〕 “3号、苏

财综 〔2lXl0〕 19号
国家公布项 H

(二 )公民出人境证件费

价费字〔1吵2〕 ⒉0号 ,财预字〔1” 4〕

37号,苏财综 〔”〕195号、苏价费

字〔I”3)212号 ,计价格 〔2∞3)39,

号,发改价格〔⒛17)"“ 号,苏价

服〔zO17)115号

国家公布项日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1)新版 (叨 版 )护照 lsll乃本 因家 缴人田竹:

讠榆 格(2l×Xl)z93号 ,苏价费〔2ollll)
”3号、苏财综 (20∞ )ll7号 ,发改
价格 (⒛17)"“ 号,苏价服 〔⒛17)

115号

(2)丢失补发护照 lω 元咚 N家 缴人国lPl

计价格(2lX×l沦9a号 ,发改价格〔2013〕
1490号 、苏价费〔zO13〕 332号 ,发
改价格〔2o17)ll“ 号,苏价服〔2017)
115号

(3)出人境证件收费 I5ˉ80'己证 |叫
∷ 缴人国库

价费字 (93)lb0号 ,计价格 〔2∞2〕

lll97号 ,苏价费 〔2∞2)29o号、苏
财综〔2∞2)114号 ,发改价格〔20I7)

n“ 号,苏价服 〔⒛l,)"5号

(4)往来 (含前往 )港澳
通行证 (含签注 )收费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本 BO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每本 00元。-次有效
签注每件 15元 、二次每件 30元、
不超过一年每件 BO元,-年以上、
二年(含 )以下每件 12o,LA民 币 ,

二年以上、三年 (不合)以下每件
lω 元,长期 (三年以上,含三年 )

每件⒉o元。

国家 缴人国库

计价格〔2∞2〕 1o97号 ,苏价贽〔2l× l9〕

290号、苏财综 〔⒛Oz〕 ll4号 ,发改
价格 〔2∞5)77号 ,苏价费 〔2∞5〕

钶 号,苏财综 〔2∞5)7号 ,发改价
格 〔9o17)ll“ 号,苏价服 〔2017〕
l15号

(5)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锏

电子通行证每证⒛o元,-次有效
通行证每证oo元

00家 缴人闰l’|

发改价格 〔2∞4)3a4号 ,发改价格
(2llll5)14sO号 ,苏价贫〔2∞5)31o
号、苏财综 (2∞ 5〕 79号 ,发改价格
(2011〕 l犯9号 ,发改价格 〔⒛17)

l1“ 号,苏价服 〔zO17)1l5号

(6)台湾同胞定居证 每证 8元 囚家 缴人国库

发改价格 〔9000〕 zB” 号,苏价费
〔⒛

")0b8号
、苏财综 〔2t【lo)158

号,发改价格 (2o17〕 l186号 ,苏价
服 〔2017〕 ll5号

(7)往来台湾通行证 (含

签注 )

电子通行证每证 gO元 ,一洳胄效
通行证每证 15元。-次有效签注
每件 15元 ,多次有效签注每件 go

元。

囚家 缴人田l’l

价费字〔l993〕 1铒 号,计价格〔2∞ I)

1g35号 ,发改价格 (2o16〕 ss2号 ,

苏价费(2o16V12号 ,发改价恪〔2oI7〕
l1“ 号,苏价服 (⒛ l,〕

"5号



序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三 )户箱管理证件工本

费

(1)户 凵铮
财综〔2012)9,号 、苏财综 (2o13〕 1

号

国冢公布项目,自
zO13年 1月 1日起免

征 (不合丢失、损坏

补办和过期失效重

办 )

户凵蚜工本费 6丿口鞯 缴人国应

价贫字〔1992〕 200号 ,财预字〔1990〕

a9号 ,苏价费 (l995)第 %号、苏财

综 (呖 )夕 号

更换人逍·0封面 3刀本 |Il饣 缴人国J乍

价贫字〔l992〕 200号 ,财预字〔I990〕

37号 ,苏价费 〔l”6)4oz号、苏财

综 (%〕 106号

更换肖页 l丿tV张 l+l衣 缴人国丿乍

价费字〔199z〕 200号 ,财预字〔19叨 )

37号 ,苏价费(l996)002号 、苏财
刍案 〔96〕 146卡争

更换内页 o5,o/张 |闲 iΙ 缴人田库

价费字〔1992〕 200号 ,财预字〔l994〕

37号 ,苏价费 (l996)4∞ 号、苏财
综 〔%)146号

(2)户
"迁

移证件
财综 〔2012)9,号 、苏财综 〔2013)!

号

国冢公布项日,免征
(不含丢失、损坏补

办和过期失效重办 )

户口迁移证及打印工

本狭
2丿冫证 ㈤ 宗 缴人国库

价贫字〔1992〕 200号 ,财预字〔1990〕

夕号,苏价费函 〔199o)笫 sO号、苏

财综 (9o)2lXl号

户口准迁证及打印工

本 费
2,L/证 缴人囚库

价费7(lQ92〕 200号 ,财预字〔1990〕

a9号 ,苏价费函 〔199o)笫 sO号 、苏

财综 (94)2l× l号

本市城区内迁人每

次一次性收贫
I丿口次 0l衣 缴人国库

价费字〔I”2〕 200号 ,财预字〔l990〕

”号,苏价贫函 〔19%〕 第 sO号 、苏

财缘 (90)2∞ 号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回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四 )居民身份证工本贽

首次申领、换额二代证每证⒛元 ,

遗失补领、损坏换领二代证每证

⒛元,临时证每证 10元 ,不得收

取快证费、加急费

因宋 缴人国库

《居民身份证法》,价费字 〔1992〕

叨0号、计价格 〔l995)B,3号 、苏财

综 〔9s〕 I46号 ,财预字 〔1” 7〕 3,

号,发改价格 〔2∞3)2az2号 ,财综

〔⒛oo)8号 ,苏价费〔2∞4〕 159号 、

苏财综 (⒛∝ )43号 ,财综 〔2lXl7〕

30号、苏财综 (⒛0,)弱 号,苏政发

[⒛ 15△ 19号

国家公布项日

(五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发改价格 〔2lXM〕 ⒛3I号 、苏价贾
〔9lll,0)098号 、苏财综 〔9lX,0)ls0
号, 《道路交通安全法》

(I)号牌

汽车反光号牌每副 100元、不反光

号牌每副 BO元 ;挂车反光号牌每
面 sO元、不反光号牌每面 aO元 ;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反光号牌每副
0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Ⅱ元;淳
托车反光号牌每副 ⒛ 元、不反光

号牌每副 sO元 ;机动车临时习啤

每张 5元。上述号牌工本费标准均

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且及号牌安

装费用

田家 缴人国库

价费字(l”2)200号 ,财预字〔l∞ 4〕

a,号 ,发改价格 (zmo〕 ⒛31号、苏
价费〔2000〕 0,8号、苏财铱 〔2lXl。 〕
l臼 号, 《道路交通安全法》

国家公布项日。包括:

不反光号牌、临时行

驶车号牌 (纸牌 )、

补发机动车号牌、教

练车号牌、试车号牌

(2)号牌专用田封装置 I'V鬲刂 田 家 缴人国库
苏价费〔2l×,0〕 0,8号、苏财综〔2lXl0〕

l臼 号
国家公布项口

(3)号牌架 ⒌IO力只 倒家 缴人国库
苏价费〔2∞4〕 四8号、苏财综〔2∞4〕

l臼 号
国家公布项日

(六 )机动车行驶证、临
时行驶证t本费

每本 IO尤 剀家 缴人囚丿乍

价贫字〔1992〕 200号 ,财预字〔I990〕

a9号 ,发改价格〔2lXlo〕 zB31号 、苏
价贫〔2lXk〕 o98号、苏财综 (2oo4〕

1“ 号,《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
格 〔zO17)"“ 号,苏价服 〔⒛17〕

l15号

国家公布项日



■

序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七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

本费
lO乃证 ㈤家 缴人囚片

发改价格 (zOOn〕 ⒛31号 、苏价贾

〔zt×l0〕 49B号 、苏财综 〔2t× l0〕 1“

号, 《道路交通安全法》

围家公 nl项 日

(八 )驾驶证工本费 lO,u证 |ll≮ 缴人国库

发改价格 〔⒛鹇 )⒛31号 、苏价费

〔zO00)0,8号 、苏财综 〔2llll4)l“

号, 《道路交通安全法》

国家公布顼目。包括 :

学习驾驶证、驾驶证、

教练员证

(九 )l临时人境机动车号

牌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

粥驶许可工本费

每证 lO元
〓农 缴人国库

财综〔2lXl8〕 笳号、发改价格〔2∞8]

Is,5号、苏价费〔2lXl8〕 2臼 号、苏
财缘 (2∞8)sll号 , 《道路交通安全
法》,发改价格〔zO17〕 1l“ 号,苏
价服 (⒛ !7〕 1l5号

国家公布顼目

外国人签证费

价贫7(l992〕 2zIO号 ,财预孑11994J

37号 ,苏财综 〔93)195号 、苏价费

字〔1”3〕 212号 ,计价格〔2003〕 3吵

号,苏价费〔2∞3)152号、苏财综
〔2003〕  55f筝

国家公布项日

(1)非对等国家签证、证

件人民币收费标准
lω‘35元证 (顼次 ) 缴人国库

公通字 (19%)B9号 ,计价格 (2∞ 3〕

3” 号,苏价费 〔2∞3)152号 、苏财

综 〔⒛03)55号

(2)对等国家签证收费标

准 (人民币 )

按签证次数 佗⒍17zIO兀 N衣 缴人田 l’+

公通字 (l996)B9号 ,计价格 〔2∞3〕

3吵 号,苏价费 〔⒛O3〕 I52号 、苏财

综 〔2∞3〕 ss号

(3)非对等国家签证外币

收费标准
见义件,按不同固家货币收取 丨Ilj 缴人田lI

公通字 (19%)B9号 ,计价格 〔2∞ 3J

3叼 号,苏价费 〔2∞3)152号 、苏财

综 〔2l× ls〕 55号

(4)对等国家签证外币收

贫标淮
见义件,按不同国家货币收取 |闷 Ⅱ 缴人国库

公通字 (19%)⒆ 号,计价格 〔2∞3〕

3叻 号,苏价费 〔2lllls)I52号 、苏财

综 〔2llll3)ss号

(5)对等国家签证庚元收

费标准
按签证次数 20-180美元 H ot 缴人国库

公通7(I9%)B9号 ,计价格 12∞3J

3呢 号,苏价费 (⒛ω〕152号、苏财
综 〔200a)55号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停车费
由各市制定,南京铁路公安处⒍lo

刀 次,包月 18o元碉
竹 缴人国库

苏价贫〔2∞ 2〕 2⒉ 号、苏财综〔⒛02〕

90号 ,苏价费 〔2lXl3〕 3"号、苏财

综〔2∞3〕 119号 ,苏财综 (2∞4)l14

号,苏价费函 〔2∞5〕 ω 号、苏财综
〔2∞5)22号

由各市制定收费标

准。由公安、城眢等

部门收取,不包括经

营性停车收费
iq

l1J攵

殡葬服务收贽
由省制定收费管理办法各地制定
收贞标准

国家 缴人田库

价费字〔1”2〕 ⒉9号 ,苏价综〔2lXl9〕
214号 ,财顸 〔9lX,9),9号,苏价规
〔2016)⒛ 号

国冢公布项目,省授

杈巾、县 (区 )人民

政府制定具体标淮。

不包括经营性殡莽服

务收费。

∶1∶

资

社

礅

煳
蜘
翎

技工学校收费 省 财政 户々

(l)学杂费

中级工学习阶段免收学费;进人南
级丁拼、技师班学习阶段 ssOo力
学年,其中招收的普通南巾毕业生

享受中等职业敬宵免收学费政策 ,

经批准的学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邯
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
取

苏劳社 〔⒛∞ )21号、苏价费 〔2ω0)

23,号、苏财综 〔2lllXl〕 133号 ,苏价
费函〔2l×l5)136号 、苏财综 〔2llll5)
09号 ,苏价费函〔zOI4)躬 号

(2)住宿费

一般住宿条件 :olXl元咩年,社会
化学生公宙:按苏价费〔2l,09)“9

号、苏财综 〔2∞2〕 1Ω 号规定执
行

苏劳社〔2lXXl〕 21号、苏价费〔2∞o)
23,号、苏财综 〔2∞0)133号 ,苏价
贫函〔2∞5〕 136号、苏财综 (2∞ 5〕

09号 ,苏价费函〔2014)o3号

(3)实习材料费
按实收取 ,南级技工班、技师班的
学生不得收取

苏劳社 (2∞0)21号 、苏价费〔2∞o)
239号、苏财综 〔2∞o〕 l33号 ,苏价
费函〔2l×l5)136号 、苏财综 〔2∞5〕

0,号 ,苏价费函〔2014)铝 号
亠⌒

土

源

国

资

Ⅰ

I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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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 土地复襄贫

2lXXl刀亩,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免收 (2014年 1月 1日 至2o18年

I2月 31日 )。 自zO15年 1月 1

日起,对非营利性养老利医疗机构

免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减半

征收

|Il衣 缴人国库

《土地眢理法》,苏政发(1999)8号
,

苏财综〔93)199号 、苏价涉字〔1”3)

2I9号,苏价服 〔⒛14〕 zI9号 ,财税

(⒛14)77号 、亦财综 (zO1o〕 lO5

号

同家公布项日

▲ 土地闲Π费

按划拨或出让土地价款的 20%计

征,逾期缴纳土地闲殳费的,从迪

期日起,按 日加收 Ol%的滞纳金。

自⒛15年 1月 1日起,对非啻利

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免征、菅利性养

老和医疗机构减半征收

缴人国l’l

《土地眢理法》,苏政发〔19∞ )8号 ,

财预 〔2∞2〕 5B0号 ,苏财预 〔2lXl9)

95号 ,苏价服 〔2008)330号、苏财

综 〔2∞8),B号 ,财税 (⒛ 14〕 刀号、

苏财综 〔2014)105号

国家公布顼日

▲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类:BO Wr+;彐 卜住宅类 :5stl

元/件 ;证书工本费:按规定核发

一本证书不收工本贫,向 A以上

不动产权利人核发证书的,每坩加

一本加收 lO元。

丨刘衣 缴人国库

财税 (2016),9号,发改价格〔2016)

2s9号 ,苏财综 (⒛ 16〕 ,0号 ,苏价

服 (⒛ 16〕 z。6号

国家公布顼日

▲ 耕地廾垦费

每平方米 30ˉsO元 ,其中:苏北 30

元,苏中40元 ,苏南 sO元。占用

基本农田的加收。0%。 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免收 (zO14年 1月 I日

至2018年 12月 31日 )◇ 自zO15

年 1月 1日 起,非营利性养老和医

疗机构免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

构减半征收。

|闷 △ 缴人国胙

《土地眢理法》,财预〔⒛∞)5B0号 ,

苏财预〔2lXlz〕 9s号 ,苏政办发〔2∞6)

32号 ,苏政办发 〔⒛11)1⒛ 号,苏

价服 〔⒛14)⒆ 号,财税 〔⒛I4〕 ,9

号、苏财综 〔2oI4)lO5号 ,苏价服

[9015]361号

国家公布顼日

七
住房和

城乡建设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I7 ▲ 污水处理费

苏南地区县以上城市 1590力立

方米,苏中、苏北地区县以上城市

I⒉ I6元立方米;建制锬苏南地

区不低于06勋立方米、其他地区

不低于04力立方米。

N玄 缴人国库

财综字 〔19叨 )1l1号,国发 (2∞ 0〕

3s号 ,计价格 〔1999)119z号 ,苏价

工 (l”8)379号、苏财综〔l998)173

号,计价格 (2∞2)5I5号 ,苏政发

〔2∞3)臼 号,苏政发〔2l× ls〕 ”号,

苏发〔⒛OB)8号 ,苏发〔200B〕 9号 ,

苏价工(2∞8)I26号 、苏财综〔9lXl8〕

27号 ,苏价工 〔2∞8〕 3a8号 ,财预

〔9lX,9〕 79号 ,苏价工 (⒛ 14〕 90o

号,财税 〔zO14)151号 ,发改价格

〔zO15〕 1l9号 ,苏财综 〔9015)叨

号,苏财规 (⒛ 16)5号

▲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建设性占道,车行道占道在一⒈月

内 0⒛ 元 日,平方米。人行道占

道在-个月内O zO刀日·平方米。

超过一个月可以逐步提南收费标

准,但焱南不超过 100o/o。 城市道

路挖拥修复费见文件。公共租赁隹

房建设免收,中小学校含安全工程

免收 (⒛ 10年 1月 1日 至⒛18年

12月 31日 )

N家 缴人国l0

建城 〔1993)41o号 ,《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计办价格 〔19∞ 〕5矽 号,苏

价涉 〔199s)1ω 号、苏财综 〔95)Bg

号,苏财综 〔1999)217号 ,苏政发

〔2∞2〕 lO5号 ,财预〔2∞3)0,0号 ,

苏建计〔2l× l6〕 135号 ,苏价服〔2012)

159号 ,苏价服 〔⒛I4)o9号 ,苏建

城 〔2016)“ 2号

国家公布项日

城镇垃圾处理费
由城市人民政府相关邯门制定具

体收费标准
国家 缴人国l’+

计价格(2∞2)89z号 ,苏价工〔2∞o〕

a99号 ,苏政发 〔2∞3〕 臼 号,苏政

办发 〔2∞3)13号,苏价工 〔2∞9〕

ω 号、苏财综 〔zlXD〕 8号、苏建城

〔⒛09)61号 ,苏价工 〔2009)31o

号,苏价规 〔⒛15〕 2号

不包括企业化运作的

垃圾处理收费

蚰
踟



序 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
车辆通行费 (限于政府还

贷公路 )

开放式收费站;客车最低 10^泓轩

货车履低 12勋车;货车计重收费

圾低 I5力吨车次。联网收费:客

车最低 00s刃车公里,货车计￡

收费基本费率0⒆ 刀吨公里。长

江大桥客车圾低 20/车 ,货车计逼

圾低基奉费率 5刃吨车次。苏交

财 【⒛17]13I号明确中欧 (中亚 )

班列集装箱运输车辆免收(有效期

3年 )

缴人国库

交公路字(88)⒛ 号,交公路发〔l” 4〕

6“ 号,苏财综 〔91〕 135号 ,苏财缘

(96),s号 ,苏价服函〔2lXl0〕 5号、

苏财缘〔2l× M〕 5号 ,苏价服函〔⒛00)

6号、苏财缴 2lXl0b号 ,苏价月跹2lX,0)

3臼 号、苏财综 (2∞4〕 159号 ,苏交

财 (20“ )90号 ,苏价服 (2∞ 8〕 ”o

号,苏价服 (2∞ 9〕 4号、128号 ,财

预 (2lXD〕 ,9号 ,,苏交财[⒛ lOl夕

号、”号,苏价服 〔⒛12〕 4号、218

号,苏价服 (⒛ 14)” 号,苏交财

[20I6]81号 、苏交财[20I7]127号、131

号、132号

国家公布项目。各收

费站的设立及收费标

准等有关事项按专项

批攵执行。财预

〔zt×,9)” 号明确自

2010年 1月 1日起暂

作为政府性基金瞀

I里。

▲ 船舶过闸费

o⒋1o刀次总吨位或 04励次

立方米 ,超载 、κ、宽的加收

500/oˉ l∞%。 苏交财[⒛ 161lOl号明

确全省交通船闸船舶过闸贽在现

有征收标准基础上给子 20%优忘

(有效期 2年 )

符 缴人囝库

199o年省政府令第 50号 ,亦价服

〔2∞5〕 188号 、苏财综 (2∞5)00

号、苏交抓 2005)10号 ,苏价服〔2013〕

229号、苏价服函 (zO13)"2号 、苏

价服函 〔⒛!4)19号 、狁号、6号、

bs号、”号、9a号 ,苏价服函(2015〕

⒛号、M号、“号、71号 、9s号、

81号 、Bs号、“ 号、B,号 ,苏价服

函【2016】“号、臼号、ω号、⒆号 ,

苏交财[⒛ 16】 lO1号 ,苏价服 (⒛ 17)

2o5号、”8号

经济和信

息化



序 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曾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登记费 15刀证 (上缴国家 5乃
证 ),频率占用费每年 8ˉ16∞ 万
元叶i单位

国家 缴人国库

价费字〔1998〕 218号 ,计价格〔20∞ )

1015号 ,苏价费 (l998)2oB号 、苏
财综〔199B〕 ”号,苏价费函〔2∞o〕

88号苏财综 〔⒛∞)159号 ,计价格
(zOOz)ω 5号 ,苏价服 〔2∞2)2∞
号、苏财锁 2lXlz,98号 、苏无眢〔2o∞ )

99号 ,发改价格 〔2l×l3〕 ⒛∞号,苏
价服 〔2ooo〕 o3号、苏财综 〔2lXlo〕
12号 ,发改价格 〔2∞5)⒛ 12号 ,财
建 〔2lXl9)os2号 ,发改价格 (201,〕

"Bs号
,苏价服 〔2017)115号

国家公布项日

1' 水利

▲
水资源贫 (含超计划取水
加价收费 )

地表水 02ll4刀立方米,地下水
o⒋ lO刃立方米,具体收费标准见
义。农业浓溉用水暂缀征收。乡及
乡以下公共供水水厂供农民生活
用水部分,定颌内 (,0升/人 日)

用水暂免征收,超定额用水鄱分按

标淮征收。省级以上节水型载体计
划内用水按规定标准的 BO%征收 ,

计划外用水按规定征收;经省水行

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省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按用于农业生
产的用水,按省政府相关规定执
行;以上两项优怼政策不能同时卒
受,只能选择享受其中一项。 (中

央 IO%,地方 ⒇%(其中省集中
30%))

闽 永 缴人闽库

价费字〔l∞ 2〕 181号 ,财预字(I99o)

37号 ,价费字〔19吵 )s01号 , 《水
法》,建设部gB年 1号令《城市节约
用水眢理规定》,苏政发〔1p99)1“
号,计价格 〔2lXl9)515号 ,苏财预
(2∞2)9o号 ,苏财综〔2oos)134
号, 《江苏省水资源皙理条例》,苏
价费〔2∞9〕 29B号、苏财综 (2∞ 9〕

0s号 ,苏财缘〔2l×l9)臼 号、苏价工
〔20⒆ 〕3弱 号、亦水资〔9lX,9〕 弱
号,苏水发 (901o)45号,发改价格
〔⒛13〕 z9号 ,苏价工〔2o15)1a号

罔家公布项日

24 ▲ 水士保持补偿费

除苏甫五市 (南京、无钙、常州、
苏州、镇江 ),按照征宀用土地面
积每平方米 ls元一次性计征外 ,

其他地区和生产建设项日为每平
方米 l元。1o%上缴中央

囚家 缴人川4

《水土保持法》,财综 〔⒛14〕 8号、
发改价格〔2014〕Bs6号、苏财综〔2o14〕
a9号 ,发改价格 〔2o17〕 lI86号 ,苏
价服 〔2o17〕 II5号

国家公布项日



■
■
■
■
■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 船舶过闸费 o141j口吨 次 立方米 臼 缴人国库

1990年第 sO号省峻府令,办财琢1%J
1gB号 、苏价费 〔1996)s01号 ,苏价

农函 〔2005〕 16号 、苏财综 〔2∞s〕 2

号,苏价农(zlllbJ99号、苏财综〔zt×b〕

I3号

不包括经莳性船闸

其中:(1)大丰市新团河闸

船珀过闸费

重载 05乃吨、空船04力吨,具

体际准由当地制定

苏财综 〔1999JzB1号、苏价贾 11999J

45o卡劳

(2)带热浒浦套闸

船舶过闸费

按苏价农 (2lXl7〕 ⒛0号、苏财缘

〔2009)9号执行

苏价农 〔2∞7〕 ”0号、苏财绿 12∞7J

,号

(3)启东吕四渔港

船闸过闸费
40ˉ 1515,lV吨次

苏价费 〔1999Js,号 、苏财绿 t1997J

17号 ,苏价农 〔⒛09)1咙 号、苏财

综 〔⒛∞ )⒆ 号

丿氵|东 巾执行

(4)沛 县二级坝闸

坝通行费
Ill3o乃车次

苏价农函〔2∞ l]I77号 、苏财绿t2∞ !J

lss号
淮委沂沐泗局收取

十一 衅
删

▲ 渔业资源坤殖保护赞 田 衣 缴人国库

价贫字 (19呢 〕0s2号 ,财预 1⒛∞ J

I夕 号,苏政发 (l99z)170号,苏财

综 〔!999)夕 号,苏政办发 (2∞2)

77号 ,苏价农函 (2lXl。 〕138号 ,财

税 (2014〕 101号 、苏财综 〔zO15〕 l

号,苏价农函 ⒓OI5]叼 号

国家公布项日,自

⒛15年 1月 1日起对

小微企业免收

其中 (1)蒋家沙滩涂水产

养殖资源坩殖保护费
5,o/由

苏政办发 (l997〕 163号 ,苏价贾函
(199g)9z号、苏财综 〔199B〕 B0号

(2)南宝邵伯湖渔眢

会资源增殖保护费

河辟、螺丝 !5勋船天,网箱养殖

收费标准 l,lV平方米

苏价农函〔⒛00)138号 ,苏价农函

〔2∞6)127号 、苏财综 (2lXls〕 51

号

(3)洪泽湖油刂V资源

嘈殖保护贫

河蚌、螺丝犭刀船天,围堤乔殂

IO,rm,网箱养殖收费标准 l刀

平方米

苏价农函 〔zt×l0J138号 ,苏价农呐

〔⒛“〕127号、苏财综〔20“ )51

号



序号 部 门 收费顼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4)太湖渔业资源增
殖保护费

按苏价农函 〔2lXM)138号执行

苏财综 〔咙)1ω 号、苏价费 (l992〕

210号 ,苏价涉字 〔l” 1)笫 gs号
,

苏价农函 (9lXlo〕 138号 ,苏价农函

【⒛15l92号

⒛I6年 1月 1日 起 ,

太湖油
"V资

源增殖保

护抓 网围养殖螃砰 )

lω 力亩,非专业渔

民的渔业资源堪殖保

护费按专业渔民的

” 倍征收。
(5丿 湘湖nlJL,,t源增

殖保护贫
按苏价农函 (zOoo〕 I38号执行 苏价农函 〔9ooo)138号

(6)骆马湖nllL资源
增殖保护费

按苏价农pTl〔 200o)138号 执行 苏价农函 〔⒛∝ )138号
(7)海蜇资源增殖保

护贷
lO,L/q马力 苏价费函〔l998〕 ,g号、苏财综(l998〕

BB号
(8)白 马湖网栏、土

围芥殖水面油ψ资源增殖
保护费

ll△ 8j己亩 苏价费〔l吵8〕 ⒛5号、苏财综〔1” 8〕

100号 淮安市执行

(99宝应湖、臼吗湖、

射阳湖、广洋湖养殖渔业

资源增殖保护费

普通水产 3力亩,特种水产 8勋
田

苏价贫〔l999)os7号、苏财综〔19” )

266号
宝应县执行

(lO)仃裉沙渔业资
源坩殖保护费

5,己年亩 苏价农函(2∞6)⑤ 号、苏财综〔z【×b
30号

(ll丿 阳澄羽沮业资
源增殖保护费

授权苏州巾制定标准 苏价农〔2005〕 o3号、苏财综〔2oos)
5号 苏州市执行

十二
卫生和

,+9妊L育

第二类疫苗接种服务费、
耗材费

第二类疫苗按种服务费每人派Π
元;按种耗材费,使用普通一次性
注射器的,每人次 o7元 ;使用自
毁式注射器的,每人次 o8元。自
⒛18年 3月 19日 起,第二类瘐苗
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贫标准为⒛刀
剂次。

国家 缴人闼灶

国务院《疫茁流通和预防按种眢理条
例》,苏价费〔2lXl6〕

"6号
,发改价

格〔2o16〕 oB8号 ,苏价医〔2o18〕 ⒛
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
“
预防接种劳务费

”



序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医疗事故鉴定费

I7∞ 犯̄∞ 勋 例次,7人以下:苜

次 1700,lyml次 、再次”∞ 勋弧

次,7人以上∷肖次”00勋砜次、

再次夕∞勋矾次

口家 缴人国库

价费字〔I” 2〕 314号 ,苏价贾 t2002J

3sB号 、苏财综 (⒛Oz)157号 ,财预

(2llll3〕 4,0号 ,财综 〔2∞3)” 号、

发改价格(2lXl3lsO1号 ,苏价贫〔2∞4)

4Ω 号、苏财缘 〔2lXM)151号 ,财税

(2016) 14号

国家公布项日

社会抚养费
按照《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执行
国家 缴人国库

国计生财字〔1999J86号 ,财规t20∞ J

29号 ,财预 (200ll〕 127号 ,苏政办

发 (1999〕 “ 号, 《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 《杜会抚乔费征收管理办法》
(囡务院令第 3s9号 ), 《江苏省人

凵与计划生宵条例》,财税[⒛ l劬 14

号

国家公布项日

公民临床用Wl互助保证金

硎 取的临床用血费用

总额的2%,提留临床用血管理费。

按无偿献血血液用于临床所收取

的费用,总额的 10%提留,用于

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

免费用血的垫付资龠

竹 缴人国炸
《江苏省献血条例》,苏卫医 (zlXXl)

s,号

十三 民防

▲ 人防建设经赞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aXl~9lXXl元 平方米。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免收 (⒛10年 I月 1日

至⒛18年 12月 31日 )。 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免收。自2015年 1月

1日起,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

构免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减

半征收

缴人田″

屮发 t zO01J9号 ,办叹乃及 1200I丿

lo0号 ,南京战区〔2lXlz)联字第 1号 ,

财预 〔2∞2)5B0号 ,苏财预 〔2∞ 2〕

9s号 , (zOOs)国人防办宇第 18号 ,

苏价服〔2012〕 159号 ,苏价服〔2014〕

oq号 ,财碰 ⒛14J,7号、苏财缴 2014〕

10s号 , 发改办价格 〔zO17)7g9号 ,

苏价服 (⒛ 17〕 210号

国家公布项日

十四 法院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 诉讼费 按义件规定执行 国宋 缴人国库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财文字 (19%〕 4号 ,苏价费 〔199g)
319号 ,计价费 〔19呒 )IO99号 ,苏
财行 (I999)l⒆ 号,财公字〔I”9)

006号 ,国务院zOo,年第ogl号令、
发改办价格 〔2lXl,)1%号 、苏价费
〔2∞7〕 刀9号、苏财综 〔9oo,)甾
号,苏价费 〔zOo9〕 158号 ,苏价费
〔20IO)396f劳

国家公布顼目。自

⒛0,年 4月 !日起执

行国务院 《诉讼费用

交纳办法》规定

十五
委

校

省

党

省委党校收费 省 缴人国库 苏价费亟 〔⒛12)17号
I)报名考试费 研究生 00力生

(2)学费

在职研冗生学历教育和委培硕士

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班圾南不超过
BO∞ 元 ,与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
成人敬育,按我省成人教宵收费标
准执行

(3)住宿费 普通学生宿含 sOo廴生 年
十六 工商

34 ▲ 商标注册收贽 因家 缴人中央 国库

财综〔⒛l1)9号 、苏财缘〔2o1I〕 14

号,财税〔2o17)⒛ 号、苏财综〔2o17)
23卡劈

国家公布项目,代国

家收取。取消国际注

册手续费

⑴ )受理商标注册

3∞ 元,限本类 lO个商品,lO个
以上,每超过一个,每个加收 3o

7匚

《商标法》,财综字 〔19必 〕BB号 ,

计价格(l∞5)2oo4号 ,苏价贫〔l996〕

2ω 号、苏财缘 〔%)1l3号 ,发改价
格 〔⒛I3)I49o号 、苏价费 〔2o13)
3夕 号,苏价服 〔⒛ls〕 “8号 ,财税
〔2o17)⒛ 号、苏财综 〔⒛17),3号



序 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眢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2)补发商标注册证 500丿△

《商标法》,财综字 (I”5〕 88号 ,

计价格〔l∞ 5〕 9000号 ,苏价费〔19%)

2ω 号、苏财缴 %113号 ,财颓 zO17〕

⒛号、苏财综 〔2017)za号

(3)受理转让注册商标 500丿 △

《商际法》,财综字 〔1995)88号 ,

计价格(199s)⒛∝号,苏价费(199s〕

2ω 号、苏财缴 %113号 ,财颓 ⒛17〕

zO号、苏财综 〔⒛17)za号

(4)受理商标续展注册 IlX×l丿△

《商标法》,财综字 〔l∞5〕 gg号
,

计价格〔1∞5〕z000号 ,苏价费〔l996)

2tˉ3号、苏财缴 96)"3号 ,财檄 ⒛17〕

⒛号、苏财综 〔2017〕 ”号

(5)受理续展注册迟延 250丿△

《商标法》,财综字 〔19%〕 BB号 ,

计价格(l995〕 z。00号 ,苏价费〔19%〕

2“ 号、苏财缴 %113号 ,财檄 2017)

20号、苏财综 〔⒛17〕 ⒛号

(6)受理商标评审 750'1,

《商标法》,财综字 (199s〕 BB号 ,

计价格〔l”5)⒉00号 ,苏价贫〔l996〕

2“ 号、苏财缴 96〕ll3号 ,财硎 2017〕

⒛号、苏财综 〔zO17)臼 号

(7)受猢市体商标商标注

册

5∞ 元 ,限本类 IO个商品,10个
以上 ,每超过一个 ,每个加收 50

元

《商标法》,财综 〔⒛00〕 1l号 ,苏
财综 〔9000)00号 ,财税 〔2017)20

号、苏财综 〔⒛I7)⒛ 号

(8)受理颜L。a合商标注

册

5∞ 元,畔 10个商品,lO个
以上 ,每超过一个 ,每个加收 50

元

《商标法》,财综 〔2lXl0)ll号 ,苏
财综 (9000〕 00号 ,财税 〔⒛17〕 20

号、苏财综 〔⒛17)” 号

(9)商标评审延期 250丿 △

《商标法》,财综字 (199s〕 BB号 ,

计价格〔l995)z004号 ,苏价费〔19%)

2“ 号、苏财缴 96)13号 ,财硎 2017〕

20号、苏财综 (⒛ 17)⒛ 号

23



序号 音阝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lO)商标变更 250丿△

《商标法》,财综字 〔1995〕 gB号
,

计价格〔l995)zooo号 ,苏价费〔l∞6)

2ω 号、苏财缴 96)l13号 ,财颓 ⒛17)

20号、苏财综 (⒛ 17〕 ”号

(11)出具商标证明 50丿△

《两标法》,财综字〔l” 5〕 88号 ,

计价格〔1”5)z0o0号 ,苏价费〔19%〕
2ω 号、苏财缴 %λ 13号 ,财浏 ⒛17)

⒛号、苏财综 (⒛17)⒛ 号

(12)受理柒体商标注册 1500丿 △

《面标法》,财综字 〔l∞ 5〕 88号 ,

计价格〔1”5〕 9000号 ,苏价费〔Iq96)
2“ 号、苏财镦 %113号 ,财硎 2017)

⒛号、苏财综 〔⒛17)⒛ 号

(13)受理证明商标注册 1500'△

《两标汝》,财练字 〔199s〕 BB号 ,

计价格(1995)⒉ 00号 ,苏价费〔l9q6〕

2ω 号、苏财缴 96〕113号 ,财硎 ⒛17)

⒛号、苏财综 〔⒛I7〕 ⒛号

(I4)商标异议 5lXl元

《雨标法》,财综字〔1” 5〕 88号 ,

计价格〔1995)zooo号 ,苏价费〔l”6)
2tˉa号、苏财缴 %)1s号 ,财颓 zO17)

,0号、苏财缘 (2017〕 23号

(15)撤销商标 500儿

《商标法》,财综字 〔1995)88号 ,

计价格〔l∞ 5〕加∝号,苏价费(l996〕

2“ 号、苏财缴 ptˉ 113号 ,财颓 ⒛17)

⒛号、苏财综 (zO17〕 ”号

(I6)受理驰名商标认定 2500丿 △

《商标法》,财缘字 〔1∞5)88号 ,

计价格〔l995〕

"∝
号,苏价费〔I9%〕

2“ 号、苏财缴 96)1l3号 ,凡Ⅱ碰 zO17〕

20号、苏财综 〔2o17)⒛ 号

(I7)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备案

150丿△

《面标法》,财缘字 〔1995)BB号 ,

计价恪〔I995)⒛
"号

,苏价费〔19%〕
2ω 号、苏财缴 %113号 ,财硎 ⒛17〕

⒛号、苏财综 〔⒛17)Ⅱ 号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十七 蹦
栅

▲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闷 宋 缴人国库

《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发改价格l,Olsl1299

号,财综[⒛Ⅱ]16号 ,财综⒓∞l]IO号 ,

价贫字[I99zl“ 8号

(1)客运索道运营审查检

验和定期检验
按苏财综 〔20∞ )11号义执行 H家 缴人国库

财综 〔2∞ 1〕 1o号 ,苏财综 〔2lXl2)

ll号 ,财预 〔2lXl3〕 4,o号,苏财综

[2015]100卡劈

国家公布项日

(2)压力管道安装审查检

验和定期检验

按苏财综 〔2∞2〕 ll号 ,苏价费

〔2o06〕 4” 号、苏财综 (2lXl6)

B,号、苏价费〔2012)399号 文执

行

|{|∷ 缴人囤库

财预 〔2003)钾 o号 ,苏价费 (2∞ 6〕

⒚2号、苏财综 〔2∞6)B,号,苏价
费 〔zO⒓ 〕”9号 ,苏财综[⒛ 15)IOo

号

国家公布项日

(3)压力臂道元件制造审

查检验

按苏财缘 (⒛Φ〕l1号 ,苏价费

〔2∞6〕 4力 号、苏财缘 (⒛“ )

s,号、苏价费 (2012)夕9号文执

行

缴人国l=

财预 〔2∞3)0,0号 ,苏价费 〔2∞6)
ZI92号、苏财综 〔2∞6〕 B,号 ,苏价
费〔⒛!2)夕9号

国家公布顼日

(4)锅炉、压力容器检验

按苏价费 〔1996)l∝ 号、苏财缘

〔l” 6〕 39号 ,苏价费函 (ztKM〕

2刀 号、苏财综 〔2000)168号文

执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免收
(2o14年 1月 1日 至 2o18年 12

月 31日 )

缴人国库

价费字 〔I9叨 )“8号 ,财综 〔2∞ l〕

10号 ,苏财综 〔2∞2)11号 ,苏价贫
〔19%)1狁 号、苏财综 (%〕 s9号 ,

财预〔2∞3)0,0号 ,苏价费函〔2lXM〕
2刀 号、苏财综 〔⒛∝〕168号 ,苏价
月艮〔2∞9)⒛1号、苏财综 〔2∞9)o,
号

国家公布项日

(5)电梯、起重机械、大

型游乐设施类安全检验检

测、监佴检验、型式试验

及改造和重大维修隘峦检

验收费

按苏价费〔⒛17)2。0号、苏价费

〔2017〕 ⒉5号文执行。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建设免收 (⒛ 14年 l

月 1日 至 ⒛18年 12月 31日 )

|刂△ 缴人国库
苏价服〔2009〕 z91号 ,苏价费〔2o17)
200号 ,苏价费 〔2o17〕 ⒉5号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6)游艺机和游乐设施监

洱检验收费

按苏价费函 〔zO0o)夕7号、苏财

综(2lXlo〕 168号 ,苏价费函〔2∞5)

2ss号、苏财综〔2∞5〕 99号等文
执行

|羽
'衣 缴人囚库

价费字(l99z)4%号 ,财综〔2∞ l〕

1o号 ,苏财综〔2∞2)II号 ,苏价贫
(2lXl1〕 139号 、苏财综〔2∞ 1)129

号,苏价费 (2llO3〕 2ω 号、苏财综

〔⒛03〕 1∞ 号,苏价费函(2lXl3)159

号,苏价费函〔2000)”7号、苏财综

〔⒛00)l鸽 号,苏价费函〔2005)Ⅱ 5

号、苏财综 〔⒛Os)q9号
(7)场内机动车辆检验收
费

zsO元辆,-次检验 10辆以上的

按 2∞ 乃辆收取
国家 缴人国库

苏研钛函〔2∞砌 ”号、苏财综〔2∞4)

1佣 号

(8)燃油加油+/L/n挂 功能
改漪裆机防虾检验收费

2∞ 乃 台,一次检验 3白 (不含 )

以上,按收费标准的 BO0/。收取,技

术资料审查费按收贫标准的 l隅

收取

围家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2lX,0》”号、苏财综〔2lX× )

lω 号

(9)在用汽车运耢液体危

险货物常压容器 (巾体 )

检验费

按苏价贫 〔zlXX〕 夕6号、苏财缘

〔2lXlo),s号文执行
缴人国l=

苏价费〔2∞4)”6号、苏财缘〔zO00〕

9s号

(10〉 电站锅炉、医用氧
舱等检验费

按苏价费函〔2∞ 8〕 125号、苏财
综 〔2∞8)71号执行

|】日;(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2∞8〕125号、苏财综〔2∞8〕

71号
(")压力啻道元件型式
试验收费

I000ˉ 0Bll【l,W0+ |州 衣 缴人国库
苏价费〔2∞7)"9号、苏财综〔2007)

s9号 ,苏价费〔zO12〕 力9号

十
'、

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

▲ 药品注册钳 |rl豸〈 缴人国库

财税 〔2015〕 2号 ,发改价格〔2015)

1∞6号 ,苏财综 〔zO16〕 lO8号 ,苏
价医〔2016h27号 ,苏食药监赕 2016〕

2“ 号

国家公布项日

(l)补充中请注册狨
国家公布项日,小微

企业免收

常规项
5900/品种 ,每增加一个规格加收

20o/o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眢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需技术审评的
2B3oo/品种,每增加一个规格加收
200/o

(2)冉注册费
“,oo/品 种 ,每增加一个规格加收

20o/o
国家公布顼日

(3)药品注册加急费 另行制定 国家公布顼日

▲ 医疗器械产品泣册赞 |叫 , 缴人国l+

财税〔2o15〕 2号 ,发改价格〔⒛15)

I∞6号 ,苏财综〔2oI6)lO8号,苏
价医〔2o16)” 7号 ,苏食药监财〔2016〕
2“ 号

国家公布项日

(1)肖 次注册费 80sO0/注册单尤 国冢公布项目,小微

企业免收
(2)变更注册赞 3“ 00/注册单元 国家公布项口
(3)延续注册费 351∞/注册单尤 国家公布顼日
(4)医疔辂铖产品注册加

急费
另行制定 国家公布顼日

爿卜丿1 测绘

▲ 测绘基础设施赞
单项合同额 200万元以下部分

1%,2∞ 万元以上部分05% 竹 缴人国库

苏价服〔⒛lO〕 3Bs号、苏财综〔2o1o)
86号 ,财税〔2o14)lO1号 、苏政办
发 (⒛ 1o〕 l17号 ,苏财缘〔zO15〕 l

号

自2o15年 1月 I日 起

暂停征收

二十
用

信

专

通

保密电话月租费

南京市 1∞ 勋

`,南
京以外地区

2∞ 晁旯 ,电视电话会议 IlX×Xl元

`次

。

竹 缴人国炸

苏财综 〔2005)“ 号、苏价服〔2∞5〕

”2号 ,苏财综 〔zOll〕 胡 号、苏价
服 〔2oll)339号 ,苏政发【⒛15)I19

号

十 截

门

仲

部

▲ 仲硪收贸 最低 ,0元 ,争议金额的04彳 5% |Il, 缴人围炸

国办发〔!99s)oo号 ,苏价费〔2∞4)
,s号、苏财缴 2∞4冫 号,财预 2∞9)
”号,财综 (2o1o〕 19号

国家公布顼日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二十 关

门

相

部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

评审人效 1∞ 人以下的,高级、中
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恪评审贫,每
人分别不slI衬 0lXl元 、zlXl元 、Bo

元。lO1ˉ⒛0人之间的,南级、中
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每
人分别不超过 3∞ 元、150元、ω

元。⒛l人以上的,南级、中级、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每人分

别不超过 2lXl元、llXl元、oo元

省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20∞ )62号 、苏财综〔2009〕

61号

42 考试考务班
或竹

见《江苏省考试考务费顼日日录》

注:加▲号的项目为涉及企业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附件2

江苏省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

(截至⒛18年2月 1日 )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一、专业技木人员耿业资格、眦弥等考诚考务赞

(一
)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I

计箅机应用能力报名

钺

报名费 lO元 ,考试费 ,0元科。上

皱国家、省各 10兄科
闽家 缴人国库

计价格(2∞1”⒆号,苏价费函(2∞2)
9号、苏财综 (2lXl9〕 5号 ,财预〔2l× l9〕

5B0号 ,苏财预 〔zO咙 )gs号

国冢公布项日

名称为
“
专业

技术人员计箅

机应用能力考

试
’’

2
价格鉴证师XIlL资格

捌

报名费 10元 ,考试费 tˉtl刃科。上

缴国家Ⅱ元科 、省 30元科 (含主

管部门资格审查费 5刀科 )

国家 缴人围库

财综字 〔⒛∞〕”号,计价格 〔2lXl1〕
4M号 ,苏价费函〔2∞2〕 9号、苏财综
〔2∞2)5号 ,财预〔2lX,z)5Bo号 ,苏
财预 (2∞ 2〕 95号 ,发改价格 〔2o"〕
IlOB号 ,苏价费〔⒛Os)18号 、苏财综
〔2∞5〕 l号

国家公布顼日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

语等级考试

国家:报名费 lO元 ,考试费 sO元
科。上缴国家4力科、省 16元科

㈤家 缴人国库

计价费 〔199B〕 lOω 号,财预 〔⒛Oz)

5B0号 ,苏财预 〔2llll9〕 Os号 ,发改价
格 〔9lXM〕 l1oB号 ,苏价费函 〔2∞8)
s9号、苏财综 〔2∞8〕 ”号

国家公布项日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洼

4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报

名考试

报名费 10元 ,考试费ω力科。上

缴国家4元科 、省2I元科
国家 缴人国库

计物价〔1993〕 20,3号 ,计价费〔1998)

lOoll号 ,发改价格〔2∞4〕 nOB号苏价

贞函〔2llll8)s9号 、苏财综〔2∞8)夕

号

国家公布项日

5
执业药师、执业中药

师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元 ,考试费⑩元科。上

缴国家 8元科、省 17元沸κ含i~0
部门资格审查费5刀科 )

国家 缴人国l。l

计价费 〔19兜 )lOω 号,财预 〔20∞ )

5B0号 ,苏财预 〔zO09〕 95号 ,苏价费

函 〔2∞ 8〕 s9号、苏财综 〔2∞ 8〕 9号
国家公布项日

6
监理工程师、逍价工

程师执W,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元 ,客观题考试费ω励

科、主9oM120兄科。客观题:上
缴国家 7元科 、省⒛刀科;主观题 :

监理工程师,上缴国家 7元科 、主

观题田梅 1o蒯 、省 ,B元科 (合

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 )。 逍价￡程师

上嫩国冢 7元科 、省 BB元斛 (合主

曹邯门资格审查费 )

国家 缴人国库

计价费〔1”8〕 lOω 号,苏价费函〔2∞2)

9号、苏财综〔2∞2)5号 ,财预〔2lKl,〕

5g0号 ,苏财预 (2∞ 2〕 95号,苏财综

〔2005) lf蚤

同家公布项口

7

初级、中级出版专业

技术人员WllL资格考

试

报名费 lO元 ,考试费 ss元科。上

缴国家 田科、省粥励科 (含主皙

邯门资格审查贫 5元洚D
国家 缴人国库

计价费 〔l998)lllal号 ,财预 〔⒛够〕

5B0号 ,苏价费函 (2∞ 3〕 122号、苏财

综 〔9llll3)1IO号

国家公布项目

名称为
“
出版

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 资格考

试
’’

8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元 ,指拭费 ti【l刀科。上

缴国冢:客观题 8元科、主观题 12

元科;上缴省:客观题刀元科、主

观题⒛力科 (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

费 s员彐斗)

国家 缴人国lPI

发改价格〔2∞4〕 llOB号 ,苏价费〔2∞ 5〕

18号、苏财综 (2∞ 5〕 1号 ,发改价格

〔2007〕 2016步手

国家公布项日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

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螅\,客观题ω元科、

主观题⒛兀科。客观趣上缴田家 12

'己
科、省0s刀科,主观翘上钕国家

⒛,tm、 省弱,Gm

国家 缴人田l0

发改价obr2∞5v17号 ,苏价费函〔2005)

135号 、苏财综 (2∞5〕 轧号,苏价贫

函 〔20IO〕 51号

国家公布顼日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

职业水平考试

报名贫 lO元人,宏观宏观经济政策、

投资建设项目组织形式鸽元科 ,⒈
缴国家每人每科 18元 、省 0s元 (含

主皙部门资格审查费 5元渖艹〉。投
资建设项目决策、实施

"元
科 ,上

缴国冢每人每科⒛元、省每科 0s元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综 〔20“ )” 号、发改价格 〔zO“ 〕
15,,号 ,苏价贫函〔2∞7)⒛ 号、苏财
综 (2∞ 7〕 4号,发改价格 〔2∞8)2甾 6

号,苏价费函 〔2010〕 51号

国家公布项日

ll
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 )

弑

报名费 IO元 ,考试费三级笔泽 ⒓5

元斛 、口译 笳o元丿、,=级笔译 :0o

元科 、凵译ω0,L/A,一级笔泽 3∞

元科。三级:笔译上缴国冢,s力
科、省⒛元科,凵译上缴国家∞元
/科 ;二级:笔译上缴国家∞元斛、

省
"元

科 ,凵译上缴国家 1llll励

科;一级笔译上缴国家 2∞ 硎 、

省 ,0励科,口译上缴国家 3llll励

科,同声翻译上缴国家 4llll力科

闷家 缴人国库

发改价格〔2∞4)10“ 号,苏价费〔2lXl5)
18号、苏财综 〔2∞5)l号 ,发改伽洛
〔20o9)15“ 号、苏价贫〔2o1o〕 9号、
苏财综 〔2o1o〕 2号,发改价格 〔2o13)
10%号 、苏价费 〔2o13)332号

国家公布顼日

注册建造师 (全国一级

建造师 )铷肛资格考试

报名贫 lO良
`,综

合 stˉ 兄科 (上

缴国家 6元、省 15元 ),专业 9s元
/科 (上缴国家

^元
、省 I5元 )

闽家 缴人国库

发改价格〔zlX,0〕 ⒛B9号 ,苏价费函
〔2∞5)134号 、苏财综〔2∞5〕 0s号 ,

苏价费 (⒛o,)“7号、苏财综 〔2o臼 )

臼号,发改价格〔2∞7〕 1弱7号

国家公布项日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

初、中级ω元科 ,高级 8o科。初、

中级上缴国家 12力科、缴省 18力
科,南级上缴国家 20刀科、缴省 so

元斛 (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s刀
科 )

围家 缴人国J↓

价贾字〔l999〕 000号 ,计伽洛〔⒛咙〕
99号 ,苏价费函 (2lXl9)41号、苏财综
〔⒛09)34号 ,苏价费函〔2lXl2〕 ”号、
苏财综 (2∞2),z号 ,财预〔2∞2〕 sB4

号,苏财硕 2llll2》5号 ,发改价裰 2o13〕

1400号、苏价费 〔2o13〕 3a2号

国家公布项日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

考试

报名费 IO元 ,客观题貌乃科 〈上

缴国家 I2元、省⒛元 ),主观翘
68j口科 (上缴国冢 18元、省⒛元 )

围家 缴人因’
l

发改价檄 2lXl8冫 ,B号 ,苏价费澉 2∞8)

ω号、苏财综〔2∞8〕 33号 ,发改价格
〔2oI3〕 149o号、苏价费〔zO13)3s2
号,苏价费函〔201o)51号

国家公布项日



序 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环境肜响评价工程师

取业水平考试

案例分析 ss元科 (上皱国冢⒛元、

省”元,含主曹部门资格审查费 ),

其他科目35刀科 (上缴国家 IO元、

省 20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发改价格 〔2∞7〕 1咙5号 ,苏价费函

〔2∞8〕 ω号、苏财综 〔2∞8)aa号 ,

苏价费函 (zO10〕 51号

国家公布项日

招标师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元人,客观题 ,s元科 (上

缴国家邛刀科、省⒛元斛 ),主
观题BO元科 (上缴国冢 30元科、

省⒛元科 ,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贫 )

国家 缴人同库
苏价费函〔2∞9)s,号 、苏财综 (⒛∞ )

39号 ,苏价费函 〔20"〕 51号
国家公布项日

I7
统计专业职称资格报

名考试费

初中级统计师:ω 元科 ,上缀国家

ll刀科、省 19元斛 (含主皙部门

资格审查费 5元科 );高级统计师 :

报名费 lO心\,考试费 l∞ 元科。

上缴省 9s元斛 (含主眢部门资格审

查费 )

囚家 缴人国lPl

价费字 〔l992)lO5号 ,计价格 〔2∞2)

9“ 号,财预 〔2∞2〕 sB4号 ,苏财预
(⒛咙)gs号,苏价费 (2∞3)1⒉ 号、

苏财综 (2∞3〕 41号 ,苏财综 〔zlX,9〕

加号、苏则综 (⒛11),b号

国家公布项日

注册城市规划师洳 ″

资格考试收费

报名费 10炖
`,客

观题ω元铞汛上

缴国冢9元科 、省3酬 ,含主甘

部门资格审查费 5元沸+),主观通

12o刀科 (上缴国家舛刀科、省 21

元科 ,含主管邯门资格审查费 5元
科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综字[2tX×V7号 ,计价格[⒛∞]5弱 号 ,

苏价服 (⒛Ol)夕 号
国家公布顼冂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收费

报名费 10心
`,客

观题 ,B元科(上

缴国家 18元科 、省 sO力科,含主

皙部门资格审查贷 5刀科 ),主观

题 Bs,Lm(上嫩国家Ⅱ兀科、省

5o励科,含主眢部门资格审查费 5

元科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缘[⒛ lOl09号、发改价格【⒛lOllssll

号,苏价费函 〔⒛10〕 ss号

国家公 布项

目。 自 2015

年 1月 1日 起 ,

收费标准重新

核定

20
注册计童师资格考试

收费

一级注册计量师报名费 10,uA,考
试费陇,Wf9l(含上缴国家”元 );

二级注册计量师报名费 10,u/A,考

试贫,B,L/f+(含上缴国家 18元 )

围家 缴人国l/

财综 〔⒛ lO〕 ,,号、发改价格 〔⒛10〕

"“
号,苏价费函 〔20ll〕 13号

国家公布顼冂



序 号 郜 门 收费项 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元 ,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两科考务贫

为“元科 ,其中上缴国家 15元科 、

省 20元科 (含业务主管部门资格终

审费 5元斛 );消防安全分忻考夯

费为⒆力科,其巾上缴国家 19力
科、省⒛力科 (含

"k务

主管部门资

格终审费 5刀科 )。

囚家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 (⒛ 15)B|,号 国家公布顼口

22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铟

报名费 lO,L/X,综合知识ω元科 、

专业知识 120元斛。综合:上缴省

zO力科,专 q`:上缴省 gO元斛

省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2∞5)⒛2号、苏财综〔2∞s〕

%号

江苏省玑弥外语 (古汉

语 )普通水平考试

机考:报名贾 10元 ,考试贾ω刀

科,上缴省Ⅱ元从 (含拨付
^TA公司 5元渖⑴

省 缴人囚库
苏价费函〔2∞8)s9号 、苏财综 〔2∞8)
sz号

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

信息化宋质培训考核

机考:报名贾 10元 ,考试费 BO刀
科,上缴省⒛赵

`(含
拨付ATA

公司9元邢+)

省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1999)3a号 、苏财综 (1999)

0,号

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

公务员招考报名考试

贫

笔试贫 9B,lV人 (上缴省0B`\),
禽报名费、考试费。面试考试费 1∞

,t/X。 中央机关及其直厨机构专业

科目考试 00兄科次

省 缴人国库

苏价贫函 (2lXl9)9号 、苏财综 (2∞2〕

5号 ,苏价费函〔2∞6)1B0号 、苏财综
〔20o6〕 gs号、苏价费函〔2∞8〕 s9号、
苏财综 (zOOB)9号

政法干△招录培养考

试收费
98刀人 省 缴人国库

苏价费函〔2∞9〕 佣号、苏财综〔2∞9〕

0a号

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

语考试收贫
考务费 I50电

`,上
缴国家 IO元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综 〔2ooz)B3号、发改价格 〔⒛l,o)

6” 号,苏价费 (2∞4)osO号 、苏财综
(z【×,0)1弱 号

国冢公布项日

名称为
“
中国

国际化人才外

语考试
”

(二 )

住房和

城乡建

设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

土)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廴\,在上姻 冢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 〔zOI5)sB号 ,发改价格 (⒛ 15〕

1217号 ,苏价服 (2016〕 ⒉5号
国家公布顼日

注册土木工程师 (水利

水电工程 )执业资格考

试

报名费 lO炖\,在上嫩国家考务贫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lqt人国l’,

财税〔⒛15)“ 号,发改价格〔⒛15)

1217号 ,苏价服〔zO16)⒉ 5号
国家公布顼日

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 凵

与航道工稆 )执业资格

狨

报名费 10怎
`,在

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 〔⒛15)“ 号,发改价格 (⒛ I5〕

I2I7号 ,苏价服 〔20I6)⒉ 5号
国家公布项日

注册环保工程师X.lP

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必
`,在

上缴国家考夯贞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㈣家 缴人国库
财税〔2015)胡 号,发改价格〔⒛15)

1217号 ,苏价服 (20I6)20s号
国家公布顼日

注册公用设备⊥徨师
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夕 10元/人 ,在上镦国冢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 12015Jm号 ,发改价格 t⒛ 15J

1217号 ,苏价服 〔⒛16)⒛5号
国家公布顼日

注册化工工程师抉业

资格考试

报名费 lO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锐 (⒛ 15)sB号 ,发改价格 〔⒛I5)

1217号 ,苏价服 〔⒛16)z05号
国家公布项冂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试

报名贾 lO,LVA,在 上缴国冢考务贾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田家 缴人国库
财税 〔⒛I5〕 勰号,发改价格 〔⒛15)

〗217号 ,苏价服 〔2016)z05号
国家公布顼日

房地产估价师铷 lL资

格考试

报名贾 lO心
`,在

上缴国冢智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zO15〕 佣号,发改价格〔⒛15〕

1217号 ,苏价服〔20I6〕 ⒛5号
国家公布项日

-级注册纬构工程师

执业资格 (基础、专业 )

搦

报名贫 10心\,在攒 国家考钿

的aJu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 〔⒛15)sB号 ,发改价格 〔⒛15)

12l,号 ,苏价服 〔2016〕 z05号
国家公布顼日

二级龇 构工裎师

执业资格(基础、专业 )

糨

报名费 IO憋
`,在

上缴国冢考夯贫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囚家 缴人国库
财税 (⒛ 15)鸽 号,发改价格 (⒛ 15)

1217号 ,苏价服 (⒛ 16〕 905号
国家公布顼日

34



序 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注册机械工程师洳 肛

资格基础考试

报名贫10心
`,在

上缴国Rt,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⒛15〕 “号,发改价格 (⒛ 15〕

1217号 ,苏价服〔zO16)⒉ 5号
国家公布项日

注册冶金工程师Xll,

资格基础考试

报名费 10元”

`,在
上缴国家矽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贫每人每科 so

元。

田家 缴人国库
财税〔⒛15)“ 号,发改价格〔⒛15)

1217号 ,苏价服〔⒛16)zo5号
囚家公峋j项 刂

注册采旷时 物工程师

AIP资格基础考试

报名贾 lO心
`,在

上缴国冢芍务贫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 〔⒛15〕 “号,发改价格 (9o15〕

1217号 ,苏价服 〔2o16〕 加5号
国家公布项日

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

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报名费 lO氐\,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

田家 缴人国4 曦税 〔2015)硼 号,发改价格 〔2o15〕
】217号 ,苏价服 〔2016)⒉5号

国家公布顼日

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

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 10,u/A,在 上缴国家考夯费

的±TJ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 so

元。

凵家 缴人国库
财税 (2015〕 锶号,发改价格〔zO15〕
1217号 ,苏价服〔⒛I6)⒛5号

国家公布顼目

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路

工程 )执业资格基础考

试

报名费 lO,o/R,在上缴国冢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so

元 。

国家 缴人国库
财税〔⒛15〕 鸽号,发改价格〔9o15〕
1217号 , 苏价服〔2o16〕 245号

国家公布项日

6建筑工程质量检查员

资格考试收费
报名费 10丿 l/人 ,钅 试费∞ 兀科 省 缴人因l’+

苏价服函〔2∞3)7号、苏财综 〔⒛O3)
4号,苏价服lzOl印弱号

农 业

姗肛兽医资格考试收

费

营医综合知识考试 (共 4科 )每人每

科“元 (其中上缴国家每人每科 1l

元 )、 水生动物类兽医综合知识 (共

4科 )每人每科 ,0元 (其巾上缴国

家每人 20元 )

国家 缴人H昨

财综 〔2llll9〕 71号、发改价格 〔丽面〕
100号 ,苏价农 〔2o1o)I%号 、苏财综
〔zO1o〕 o3号 ,苏价农函〔2o12)%号 、
苏财综〔2o12)a,号 ,发改价格〔2o13)
1490号、苏价费 〔2013〕 a32号 ,苏价
农函 〔9014〕 5号

国家公布顼日

(四
)

海洋渔

)肛



序 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渔业船舶船员考试费 按价费字 〔199z〕 0s2号执行 囚家 缴人国库

价费字 (1”2)0s2号 ,计价格 〔⒛01J

5za号 ,苏价费〔2lXlI)1“ 号、苏财综

〔⒛01)BO号 ,苏财综〔叻)” 号、苏

价费函〔199z〕 第51号 ,财预 〔2∞2〕

5B0号 ,苏财预 〔2∞2)9s号 ,苏财综

〔2lXl8)96号 、苏价费 〔2∞ B〕 ”2号

国家公布项目

名称为
“
海泮

渔业船舶船员

考试费
”
,取

消渔业船舶考

试发证费

(五 )

卫生和

计划生

育

巾牛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

初级 sO j出科、巾级⒛元科 (上缴

吲家 20'△ 、省 IO儿 )

〓●
〓 缴 '弋国库

计价格〔2∞ 1)zl,03号 ,苏价费函〔2∞ 1J

l99号 、苏财综 〔2∞ l)174号 ,财预

〔⒛∞ )5B。 号,苏财预 〔2002〕 9s号 ,

苏价费 (2tXl5〕 夕5号 、苏财综 〔2005)

Bo号 ,发改价格 〔⒛13)1090号 、苏价

医 〔2013〕 “号、苏价费 〔2013)332

号,财税[⒛ 16114号

国家公 布项

目,取消护理

专业初级护士

考试费

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贫 IO璐\,笳 笔试考试贾 :

执业医师 2ω 必

`,执
业助理医师

15o元丿、;实践技能考试费:临床类、

中医类、公共卫生类 180心
`,口腔类 2,0力人,上皲国冢的考务费

按有关规定执行。

因家 缴人国库

财综字 〔1999)176号 ,计价格 〔19” )

”臼号,计办价格 〔2∞闸 616号,财
预 (2∞ 2〕 sB4号 ,苏财预 〔2llll2〕 95

号,财税【201创 14号 ,苏价医函〔⒛16)

20号

罔家公布项日

医学博十外语考试贫 120'LyA 田家 缴人国库 财锐I20I61I4号 、发改价格[201610B8号 国家公布项日

50
护十执业资格考试收

费
sll元科 ,上缴国家

"刀
科 田家 缴人国库

财税[201旬10号 ,苏价医函 〔⒛1s)19

号

助产技术考核收费
报名费 5元,考核费 as7口人 ,嫩省

8勇冫丿

`

省 缴人国库
苏财综 (I”8)3s号 、苏价费函〔1998〕

00号
(六 ) 财政

注册会计师报名考试

注会叻元科 ,注会证券期货相关考

试 BO励科。注会考试上缴国宋 lo

力科、机拷公司畛 ,^W
国家 缴人国库

计价格 〔2∞ 1〕 sz7号 ,财预 (2∞ 2〕

5Bo号 ,苏财预 〔⒛∞)鲻 号,苏价费

函 (2013)⒓ 8号

国家公布顼日



序号 郜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

报名费 IO元 ,初级、巾级考试费ω

励 科Ⅱ上缴国家 6^口科.南级考试

贫 l10l人

囤家 缴人囚昨

价贾字 〔l∞2)333号 ,计价格 (20∞
)

15臼 号,计价格 〔2∞ l〕 6∝ 号,苏价
费函 〔2∞I)1” 号,财预 〔2lXl9)5so
号,苏财硕 2oo2》5号 ,苏价费函〔2∞2)

1矽 号,苏价费函 (zO00)筢 号、苏价
费函 〔zOOs)99号 ,苏价费函 〔⒛

")aO号

国家公布项日

(七 )

交通运

输

引航员考试 4sO^口 人 阀家 缴人国灶

价费字〔1992〕 191号 ,计价格〔2oo1)
5” 号,计价格〔2∞1)9,17号 ,苏价
费 (2∞3)!41号 、苏财综〔2lxl3〕 51

号,财预〔2o03)49o号

国家公布项

目,包括:理
论考试、实际

操作考试和补

考

注册验船师考试 4sO^冫人 国家 缴人国库

价贫字 (l”2)191号 ,计价格 〔2lXll)
5za号,计价格 〔2oo1〕 刀I7号 ,苏价
费 〔2oω 〕101号、苏财综 〔⒛Oa)51
号,财预 (2lXl3〕 4,o号 ,财综 (2o1o〕

13号 ,发改价格 〔20I5)1217号

国家公布项

目,包括:理
论考试、实际

操作考试和补

考

船员适任证书考试 (含

海船及内河船员 )

海船船员osO心
`,内

河船员 l∞

丸

`

凵家 缴人国ll

价费字 〔1999〕 191号 ,计价格 〔2∞ 1〕

5” 号,计价格 〔9lXll〕 2717号 ,苏价

费〔2∞3〕 141号、苏财综 〔2∞3〕 51

号,财预 〔⒛O3〕 饣o号

国家公布项

目,包括:理

论考试、实际

操作考试和补

考

机动车险测维修专业

技术人员狲 V水平考

试

检测维修士:理论考试 tˉs,lVK,实

操 330乃人:检测维修工程师;理

论考试,0廴\;实操“5力人

围家 缴人国库

财综lzOll]10号 、发改价格[2oI叩⒛号、

苏价服函【2o13l98号 ,苏价服函[2o15l97

号

国家公布项日

('`)
经济和

信息化



文件依据 备  注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国冢公布项日(9)研究生招生考

试赞

1⒛ ,tV± ,上缴国家25元科。在职

人员攻读硕士全国联考BO虬
`科

N家 财政专户

教财〔1992J09号 ,贿际子 1!,,0丿 l0Ⅱ

号,发改价格 (2∞3)216I号 ,苏教财

(2lxl1)aB号 、苏价费 (zOll1〕 1。 l号 ,

发改价格(2lllM)⒛”号,苏价贫(2004〕

弱8号、苏财综〔2∞4)1s8号 ,苏价费

函〔⒛lO)笳 号

苏价费函〔2lXl9)99号 、苏财综 〔20ll9〕

sO号

自 ⒛I5年 1

月 1日起,收

费标淮重新核

定

(1o)政法干苷招

录教育考试收费
每人 90元 ,考试贫为每门“元 省 财政专户

3
南等枚育自学考试收

费
国家

(1)报名考试费
43JL/W, ⒈缴省 I5丿 LT。 l、 巾县留

28丿己彡阝艹
财政专户

价费字(l992〕 3s9号 ,及叹Vr帝 1zouJ丿

2161号 ,苏价费函〔2llll2〕 lM号、苏

财综 〔2∞ 2〕 l18号。苏价费函〔⒛14〕

“ 号          ~

包括社会开考

专业和委托开

考专业

→卜
"4么

由rⅡ
^^·

,、

(2)学士学位评审

耪 (含龇窨宙 )

2lXl,L/X 财政专户
苏价贯凼12∞2JlI4亏 、外炯钚

`zuuz丿
118号             ~

(3)准考证工本费 5,lV证 kJ政专户
苏教财 (19” 〕0z号、苏价费 〔1999〕

214号、苏财缘 〔l999〕 10I号

(4)'火护戈”KIl杉 饣亥

"

6o丿 ul谚飞 财政 专户
苏教财 (2∞ 1)139号 、苏价贯 12lXll丿

31o号、苏财综〔2∞1)171号 ____
(5)单业论文指

导、答辩费
文科焚 2α)`″ 人,川 !l{⒈ 2⒛ 力人 财政专户

苏教财 〔2∞ 1〕 139号 、苏价贾 12tlllI丿

31o号 、苏财综 〔2lllll〕 171号   ~
(6)自 学考试增考

赞
lOo丿冫1爿

( 财政专户
苏价费 〔2∞9)z,8号 、苏财缧 1z【X,9J

os号           __

(7)南等故育自学

考试特色专业收贷

21llll彳8∞ 力年,取消 Lr浮动 15%

规定
财政々户

办收财 1zOOa J48号 、办饣Γ燹 1zuu● 丿

1“ 号、苏财缘 〔zOOa〕 71号 ,苏价费

〔zO∞ )2,B号 、苏财综 〔⒛09)0s号

42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眢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8)高等敬育自学

考试专接本收费

学费:公办专科院校,全日羽学生

42moB∞ 力 年。民办专科皖校,全
日制学生 IzlX×l lsO∞ 力年;考试贫

l∞ ,Gm次,学生首次补考不收费 ,

学校上嗽省教育考试院 sO元 ,非苜

次补考的学生缴纳补考贫 sO元 ,并
上交省考试院

财政专户

苏财综〔2∞4〕 lI2号、苏价贫函〔2∞4)

IsO号 ,苏价贫〔2∞9)”8号、苏财综
(2∞9〕 0s号 ,苏价费函(⒛l1)5号 ,

苏价贫 (⒛ 10〕 135号

4
南等学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贫
每生每次⒛元,上缴省 12乃生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⒛12)铝 号

5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

试报名费

一至彐级90心\(其中笔试ω元、

口试 30元 ),=至四级 120元沙‘(英

中笔试 BO元、口试 00元 )

闼家 财政专户

财综 〔I099〕

"0号
,计价格 〔l999)

1l99号 ,亦财综 〔2∞4)” 号、苏价费

函 〔2∞4〕 Bs号

国家公布项目

计奸机等级报名考试

费

一至三级90刀人,四级BO处
`。上钕国家 10刀生 (含上机考试n5

元 )

国家 财政专户

发改伽胳〔2∞3〕2161号 ,苏财综〔2∞4〕

”号、苏价费函(2∞4〕 Bs号 ,苏财综
(2013)lOa号

国家公布项日

7
全国计箅机应用技术

证书报名考试费
8s元人,上缴国冢20憋

`模
块 国家 财政专户

发改价格 (2∞8)“”、苏价贫〔20⒆ )

sB号、苏财综 〔2∞9〕 5号
国家公布项日

8
中英合作商务管理和

金融管理专业考试贫
9o元科 ,上缴国家ω元人科 因家 财政专户

财综 (19g9)110号 ,苏敬财 (2∞ 1〕

1s9号、苏价费〔⒛Ol〕 310号、苏财综
〔2∞ 1〕 171号 ,发改价格〔2∞3〕 2161

号

国家公布顼冂

9
学历文凭统考报名考

试费
5o勋门,上嫩国家8`\科 省 财政专户

苏财综 〔2∞4〕 9z号、苏价费函(2∞4〕

gs号

“
专转本

”
报名贞、考

试贫

报名贫 10勋生,考试贫0s元科 ,

上缴国家25心\科 (虹科 )
N家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2〕 “号、苏财综〔2∞2)

”号,发改价格〔2∞3〕 2161号 ,亦价
费函〔20I4)“号

国冢公布项目

名称为
“
专科

起点本科人学

考试
”

11 普通话水平测试 学生犭元,其仙人员 50元 l羽家 缴人国库

财综 〔2∞3)53号、发改价格 〔2lXl3)

21sO号 ,苏价费 〔2∞4)∶∝号、苏财

综 〔⒛∝ )” 号

国家公布项H

43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项
别

立
级

资金眢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硕士学位水平统一考
试报名考试费

I∞ ,Em,上致国家ω心\科 国家 财政专户 甙埝格 〔2l×ll)I” 6号

国冢项目名称

为
“
同等学历

申獭 士、协
士学位水平全

国统一考试
”

自费来华留学生收仂
报名贫0llO8∞ 心\,学费、住宿费
见文件

国家 财政专户

故育邯、国家计蚕k,I来 〔199B〕 7号 ,

苏故财 〔!998〕 %号、苏价费 〔1998〕

弱9号
苷通商校非计衤机专
业计箅机等级考试收
贫

18ˉ24贡

`生

符 财政专户 苏故财 (1998)%号

普通高中阶段学业水

平浏试考试收费

学业水平测试池怪科目考试:报名寅
⒛元生、考试贫“元 门,分成比
例为省佣元、市 17元、县“元。
必选科目考试:技术课翟(合涠用技
术和倌息技术)⒛ 元,分成比例为
省5元、市2元、县 13元 ,其他科
目每门 :5元 (共 4门 ),分成比例
为省 7元、市 1元、县7元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2∞7〕 153号、苏财综 (9009〕

“号,苏价费函〔⒛lO〕 狁号

成人高等敬育专业证

书后敬育统考报名考
试费

20灭V丨刁 省 财政专户
亦价费函〔2∞2〕 “号、苏财综〔2llllz〕
s9号

新故师录用招考考试
费

90刀人 省 财政专户
苏9Ja〔 2∞3〕 B0号、苏价员函〔2∞3〕

91号
南等学校和中等职业

学校软件服务,bm
专业蜘

^拭
丿扌 培养

收贫

本科:基准学i+9000力生年;专
科:查准学女

"8∞
力 生年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9o13)B3号

仰



索 引

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部门

序号 部门 页码 序号 部门 页码

外事 4 十二 卫生和计划生育 20

教育 4 十三 民防 21

公安 9 十 四 法院 21

四 民政 14 十五 省委党校 22

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14 十六 工商
0
∠

0
∠

亠

'`
国土资源 14 十七 质量技术监督 25

七 住房和城乡建设 15 十八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26

`\
交通运输 16 十九 测绘 27

九 经济和信息化 17 二十 专用通信 27

十 水利 18 二十一 仲裁部门 27

十一 海洋渔业 19 二十二 相关部门 28

考试考务费涉及部门

序号 郜门 页码 序号 部门 页码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咫称等考试考务费 十二 广播电影电视 3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9 十三 旅游 39

住房和城乡建设 33 十四 知识产权 39

农业 35 十五 通信管理 39

四 海洋渔业 35 十六 相关部门 40

五 卫生和计划生育 36 职业技能鉴定等考试考务费

六 财政 36 相关部门 40

七 交通运输 37 公安 硐

`、

经济和信息化 37 交通运输 40

九 教育 38 教育考试考务费

十 公安 38 教育 H【,

十一 司法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