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一 外交

1.认证费（含加急）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计价格[1999]466号,[1992]价费字198号

2.签证费

    (1)代办外国签
证(含加急,限于国家
机关)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3]45号,计价格
[1999]466号,[1992]价费字198号

    (2)代填外国签
证申请表(限于国家
机关)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3]45号,计价格
[1999]466号,[1992]价费字198号

3.驻外使领馆收费 缴入中央国库
计价格[1999]466号,[1992]价费字198号,外
领函[2003]1708号,外领函[2003]1228号,公
境外[1992]898号,公通字[1996]89号

二 物价局

4.非刑事案件财物价
格鉴定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4]56号,晋价费字[1998]304号

三 教育

5.公办幼儿园保育费
、住宿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发改价格[2011]3207号，晋价费字[2013]65
号，晋价费字[2013]250号，晋价费字
[2013]285号

6.普通高中学费、择
校费、住宿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教财[2003]4号,教财[1996]101号，晋财综
字〔1997〕111号，晋教计财[1999]7号，晋
价费字[2013]270号，晋价费字[2013]54号,
晋价费字[2013]165号,晋价费字[2014]183
号，晋价费字[2014]184号，晋价行字
[2004]28号,晋价行字[2006]170号,价行字
[2004]314号，晋价行字〔2006〕259号,晋
价行字[2005]374号，晋价费字[2013]251号

7.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住宿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财综[2004]4号,教财[2003]4号,教财
[1996]101号，晋政办发[1998]12号，晋教
计财[1998]27号，晋价费字[2000]第
272号，晋价行字[2005]366号，晋价费字
[2005]250号，晋价费字[2011]264号，晋价
费字[2014]23号，晋价费字[2014]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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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等学校(含科研
院所、各级党校等)
学费、住宿费、委托
培养费、函大电大夜
大及短期培训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财教[2013]19号,发改价格[2013]887号,教
财[2006]2号,发改价格[2005]2528号，发改
价格[2003]1011号,教财[2003]4号,计价格
[2002]838号,计价格[2002]665号，计办价
格[2000]906,教财[1996]101号,[1992]价
费字367号,教财[1992]42号，晋教财
[2000]30号，，晋价费字[2002]256号，晋
教计财[2001]48号，晋价费字
[1999]389号，晋教计财[1999]5号，晋价费
字[2013]429号，晋价费字[2013]387号，晋
价费字[1999]389号，晋价费字
[2014]262号，晋价行字[2009]303号，晋教
财[2006]80号，晋价费字[2013]64号，晋价
行字[2005]299号，晋价行字[2005]296号，
发改价格[2013]887号，晋价行字[2005]178
号，晋价行字[2005]174号，晋价行字
[2005]235号，晋价费字[2013]342号，晋价
行字[2005]172号，晋价行字[2005]341号，
晋价行字[2006]352号，晋价行字[2006]335
号，晋价费字[2002]251号，晋价费字
[2002]252号，晋价费字[2013]104号，晋价
费字[2012]147号，晋价费字[2006]102号，
晋价行字[2008]295号，晋价行字[2008]209
号，晋价行字[2009]279号，晋价费字
[2012]148号，晋价费字[2013]326号，晋价
费字[2013]224号，晋价费字[2012]140号，
晋价费字[2013]417号，晋价费字[2013]204
号，晋价行字[2010]90号，晋价费字
[2010]125号，晋价费字[2010]209号，晋价
费字[2011]159号，晋价费字[2011]397号，
晋价费字[2005]250号，晋价行字[2010]20
号，晋价费字[2011]263号，晋价费字
[2010]385号，晋价费字[2014]29号，晋价
费字[2013]251号，晋财综字〔1997〕

9.国家开放大学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财综[2014]21号,发改价格[2009]2555号,计
价格[2002]838号,财教厅[2000]110号

1*
10、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住宿费

缴入地方财政专户 晋政办发〔2004〕72号

2* 11、高校网上招生费 缴入地方财政专户 晋教计财〔2000〕9号

3*
12、公益性未成年人
校外活动场所收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财综〔2006〕33号，晋价行字
[2009]9号，晋价费字[2012]59号

四 公安

13.证照费
    (1)外国人证件
费

[1992]价费字240号,公通字[2000]99号

       ①居留许可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4]60号,发改价格[2004]2230号

       ②永久居留
申请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

       ③永久居留
证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

       ④出入境证 缴入地方国库 公通字[1996]89号

       ⑤旅行证 缴入地方国库 公通字[1996]89号

    (2)公民出入境
证件费

价费字[1993]164号,[1992]价费字240号,公
通字[2000]99号

       ①因私护照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计价格[2000]293号

       ②出入境通
行证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8]9号

       ③往来(含前
往)港澳通行证(含签
注)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5]77号,计价格[2002]10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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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含
签注)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1]1389号,发改价格
[2005]1460号,财综[2005]58号,发改价格
[2004]334号,计价格[2001]1835号,价费字
[1993]164号

       ⑤台湾同胞
定居证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4]2839号,价费字[1993]164号

       ⑥大陆居民
往来台湾通行证(含
签注)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计价格[2001]1835号,价费字[1993]164号

   (3)户籍管理证件
工本费（限于丢失、
补办）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12]97号,[1992]价费字240号，晋财
综函〔2013〕13号

       ①户口簿

       ②户口迁移
证件
   (4)居民身份证工
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07]34号,发改价格[2005]436号,财
综[2004]8号,发改价格[2003]2322号

   (5)机动车号牌工
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4]2831号,计价格
[1994]783号,[1992]价费字240号，晋财综
〔2014〕42号，晋价行字[2005]273号

       ①号牌(含临
时)
       ②号牌专用
固封装置
       ③号牌架

   (6)机动车行驶证
、登记证、驾驶证工
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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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价行
字[2005]273号

   (7)临时入境机动
车号牌和行驶证、临
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
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08]36号,发改价格[2008]1575号，
晋价行字[2005]273号

14.外国人签证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计价格[2003]392号,[1992]价费字240号,公
通字[2000]99号

15.中国国籍申请手
续费(含证书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240号,公通字[2000]99号,公
通字[1996]89号

16.口岸以外边防检
查监护费

缴入中央国库 计价格[2001]523号,[1992]价费字240号

17.机动车抵押登记
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财综[2001]67号

4*
18.公安系统非刑事
案件法医检验鉴定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财综字〔1992〕244号，晋价费字〔2002
〕85号

五 民政

19.登记费

   (1)婚姻登记费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02]7号,计价格[2001]523号,[1992]
价费字249号,晋价费字[2014]228号

   (2)收养登记费 缴入地方国库
计价格[2001]523号,[1992]价费字349号,晋
价费字[2014]228号

20.殡葬收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249号,晋价费字〔2013〕92号

六 司法

21.公证费(限于行政
机关)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费
[1998]814号,计价费[1997]285号,晋价费字
[1999]75号，晋价服字[2013]303号

七 财政

5* 22.财政票据工本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晋价费字[2001]275号，晋价费字[2014]250
号，晋价费字[2014]336号

6*
23.珠算技术等级鉴
定收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财综字〔1993〕12号，晋价费字
[2000]200号

八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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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4.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评审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办发〔1990〕30号，晋价行字〔2005〕
291号，晋价行字〔2005〕44号，晋价行字
〔2005〕153号，晋价行字〔2007〕282号，
晋价费字[2014]38号、晋价行字[2007]53号
、晋价费字[2014]154号

8* 25.劳动鉴定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价费字[2013]167号

9*
26.社会保障卡补办
工本费（含医保证件
工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财综〔2002〕63号，晋价费字〔2002〕
166号，晋财综函[2011]5号，晋财综函
[2012]6号，晋价费字[2012]161号，财综〔
2014〕42号

九 国土资源

27.矿产资源补偿费
(不含煤炭、原油、
天然气)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国务院第150号令

28.土地复垦费 缴入地方国库 《土地管理法》

29.土地闲置费 缴入地方国库 《土地管理法》

30.土地登记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国土(籍)字[1990]93号

31.耕地开垦费 缴入地方国库 《土地管理法》

32.地质成果资料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251号

十 住房城乡建设

33.房屋所有权登记
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8]924号,晋价行字[2008]122
号

34.住房交易手续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1]534号,计价格[2002]121号,

35.城镇污水处理费 缴入地方国库

《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国发
[2000]36号,计价格[2002]515号,计价格
[1999]1192号,财综字[1997]111号,晋政发
[2009]35号

36.城镇垃圾处理费 缴入地方国库 计价格[2002]872号

37.城市道路占用挖
掘费

缴入地方国库 建城[1993]410号,晋价涉字[1993]177号

38.白蚁防治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79号

十一 交通

39.车辆通行费(限于
政府还贷)

缴入地方国库 《收费公路条例》,交公路发[1994]686号

10*
40.损坏公路路产赔
（补）偿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价费字〔2001〕261号，晋价费字
[2012]404号

11*
41.高速公路道路事
故清障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7〕晋财综字第1号，晋价费字〔1997
〕第1号，晋价费字〔2001〕261号,晋价费
字〔2011〕219号

十二 工业和信息化

42.无线电频率占用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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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

缴入中央国库 信部联清[2004]517号

十三 水利

44.水资源费 缴入地方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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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价商字
[2008]406号，晋价商字[2009]200号

45.河道采砂管理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9]3085号,[1992]价费字
181号，晋价涉字〔1993〕178号

46.河道工程修建维
护管理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9]3085号,财综[2003]69号, 
财综[2003]89号,[1992]价费字181号，晋政
发〔1996〕131号，晋价行字〔2008〕56号



晋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47.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流失治理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2014]886号,晋价
涉字〔1992〕第59号

十四 农业

48.植物新品种保护
权收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07]1968号,财综字[1998]160号

49.检疫费

   (1)国内植物检疫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1992]价费字
452号,（93）晋农牧（计）字第167号，晋
价费字[2013]309号

   (2)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1]2021号,财综[2008]78号,计
价格[1994]400号,[1992]价费字452号,
（93）晋农牧（计）字第167号，晋价费字
[2011]412号

50.农药、兽药注册
登记费

   (1)农药登记费 缴入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
财综[2011]9号,计价格[2001]523号,（93）
晋农牧（计）字第167号

   (2)新兽药审批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93）晋农牧（计）字
第167号

   (3)进口兽药注册
登记审批、发证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93）晋农牧（计）字
第167号

   (4)《进口兽药许
可证》审批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93）晋农牧（计）字
第167号

   (5)《兽药典》、
《兽药规范》和兽药
专业标准收载品种生
产审批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93）晋农牧（计）字
第167号

   (6)已生产兽药品
种注册登记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93）晋农牧（计）字
第167号

51.农药实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

52.检验检测费

   (1)新饲料、进口
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
检验费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

   (2)饲料及饲料添
加剂委托检验费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

   (3)新兽药、进口
兽药质量标准复核检
验费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

   (4)进出口兽药检
验费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

   (5)兽药委托检验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93）晋农牧（计）字
第167号

   (6)农作物委托检
验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452号

   (7)农机产品测试
检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
[2010]2363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8)农业转基因生
物检测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8]76号,发改价格[2007]3704号，
财综[2002]64号

   (9)渔业船舶和船
用产品检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3]2353号,计价格
[2000]559号,计价格[1994]400号,[1992]
价费字452号

53.农机监理费(含"
九二"式拖拉机牌证
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4]2831号,发改价格
[2003]2353号,计价格[1994]400号,[1992]
价费字452号,晋价行字〔2005〕273号

   (1)拖拉机号牌
(含号牌架、固封装
置)费
   (2)拖拉机驾驶证
、行驶证(含临时)、
登记证费



晋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3)安全技术检验
费
54.渔业资源增殖保
护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12]97号,计价格
[1994]400号,[1992]价费字452号

55.渔业船舶登记或
变更登记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计价费[1997]1148号,[1992]价费字452号

56.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评价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8]76号,发改价格[2007]3704号,财
综[2002]64号

57.草原植被恢复费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10]29号,发改价格[2010]1235号

十五 卫生计生

58.卫生监测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国办发[2002]57号,财综[2008]47号,[1992]
价费字314号，晋价费字〔1997〕第348号，
晋价费字〔1999〕第111号，晋价行字〔
2007〕248号

59.预防性体检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国办发[2002]57号,财综[2008]47号,[1992]
价费字314号

60.预防接种劳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国办发[2002]57号,财综[2008]47号,[1992]
价费字314号，晋价费字〔1997〕第348号，
晋价费字〔1999〕第111号

61.委托性卫生防疫
服务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314号，晋价费字〔1997〕第
348号，晋价费字〔1999〕第111号

62.医疗事故鉴定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7]2749号,财综
[2003]27号,[1992]价费字314号，晋价费字
[2012]369号

63.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鉴定费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08]70号，发改价格[2008]3295号，
晋价费字[2011]399号，晋价费字[2012]370
号

64.社会抚养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国务院令第357号,财规[2000]29号

十六 人防办

65.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发[2001]9号,计价格[2000]474号,晋价房
〔2003〕220号，晋政办发〔2008〕61号，
晋价行字[2008]226号

十七 法院

66.诉讼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国务院令481号,财行[2003]275号

十八 中直管理局

67.机要交通文件(物
件)传递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2]46号,计价格[2003]35号

十九 海关

68.进口货物滞报金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293号,海关总署令第128号

69.知识产权海关保
护备案费

缴入中央国库
计价格[1999]1707号,财综字[1996]68号,计
价费[1996]1594号

二十 工商

70.商标注册收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
[2008]2579号,财综[2004]11号,计价费
[1998]1077号,财综字[1995]88号,计价格
[1995]2404号,[1992]价费字414号,晋价费
字〔1996〕第102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二十一 质检



晋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71.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8]3246号,财综[2003]58号,发
改价格[2003]1793号,计价格[1996]1500号,
计价格[1995]1029号,计价格[1995]339号,
计价格[1995]99号,计价格[1994]507号,计
价格[1994]238号,计物价
[1993]2182号,[1993]价费字135号,[1992]
价费字496号,[1992]价费字317号,[1992]价
费字127号,国质检科函[2004]144号,国质检
科函[2004]584号,国质检科函[2005]503号,
国质检科函[2006]294号,国质检科函
[2007]292号,国质检科[2008]481号,国质检
财函[2009]688号,国质检财函
[2012]122号，晋财综〔2008〕48号，晋价
费字[2013]52号，晋价费字[2014]207号，
晋价费字[2013]9号,晋价费字[2015]87号

72.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费

缴入地方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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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价费字〔2003〕37号

73.计量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13]67号,发改价格[2009]234号,发
改价格[2008]74号,财综[2001]72号,晋价费
字〔2014〕284号

74.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11]104号,财综[2003]66号,发改价
格[2003]82号，晋价费字〔2003〕240号

75.出入境检验检疫
费(不含出口货物、
运输工具和集装箱检
验检疫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14]6号,财综[2013]85号,财综
[2012]71号,发改价格[2012]3882号,发改价
格[2012]1894号,财综[2011]104号,财综
[2011]42号,发改价格[2011]2021号,财综
[2010]22号,发改价格[2010]134号,财综
[2009]25号,财综函[2007]2号,财综
[2007]54号,发改价格[2007]2216号,财综
[2004]17号,财综[2003]77号,发改价格
[2003]2357号,国质检财[2014]311号，晋价
行字[2010]66号76.设备监理单位资

格评审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13]290号,财综[2006]62号

二十二 环保

77.登记费

   (1)进口废物环境
保护审查登记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08]702号,财综[2007]80号,财
综[2001]15号,计价格[1999]467号

   (2)化学品进口登
记费

缴入中央国库 计价格[1994]702号

78.核安全技术审评
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3]87号, 发改价格[2003]2352号,
财综[2001]21号

79.排污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国务院令第369号,四部委令第31号,财综
[2003]38号，《山西省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
管理办法》,晋价费字[2003]169号

80.城市放射性废物
送贮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78号，晋价涉字[1992]17号

81.环境监测服务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78号，晋价涉字
[1992]17号，晋价费字[2012]383号，晋价
费字[2012]406号

二十三 新闻出版

82.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4]80号,发改价格[2004]2839号,发
改价格[2004]3004号,[1992]价费字112号

二十四 体育

83.兴奋剂检测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8]59号,发改价格
[2008]2361号,[1992]价费字207号

84.注册费



晋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1)个人和团体注
册费

缴入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5]87号,计价格[2002]2632号,
财综[2001]39号，晋财综[2009]11号，晋价
行字〔2009〕107号

   (2)运动马匹注册
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11]2918号,财综[2007]43号

   (3)外国团体来华
登山注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4]7号,[1992]价费字207号

85.俱乐部运动员转
会手续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4]7号,[1992]价费字207号

86.认定费

   (1)段位考评认定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4]28号,发改价格[2005]87号,财综
[2001]39号,计价格[2002]2632号

   (2)车手等级认定
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05]87号,财综[2001]39号,计价
格[2002]2632号

87.比赛报名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05]87号,财综[2001]39号,计价
格[2002]2632号

二十五 林业

88.野生动植物进出
口管理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字[2000]75号,计价格[2000]1004号, 
[1992]价费字196号

89.森林植物检疫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96号，晋价涉字〔1992〕第
18号

90.林权勘测费(含林
权证书工本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1]43号, 计价格[2001]1998号，晋
价费字〔2002〕204号

91.植物新品种保护
权收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07]1968号,财综字[1998]160号

12*
92.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门票收费

缴入地方国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
号）《山西省森林公园条例》

二十六 食品药品监督

93. 药品注册费 

    (1)进口药品注
册审批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字[1999]5号,计价格[1995]340号

    (2)生产药典、
标准品种审批费

缴入地方国库 计价格[1995]340号

    (3)新药审批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字[1999]5号,计价格[1995]340号

94.GMP、GSP认证费 缴入地方国库 财综[2003]83号,发改价格[2004]59号

95.药品保护费

   (1)药品行政保护
费

缴入中央国库
《药品行政保护条例》及细则,价费字
[1993]143号

   (2)中药品种保护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字[1999]5号,价费字[1993]178号

96.新药开发评审费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534号

97.检验费 

   (1)药品检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3]213号

   (2)医疗器械、制
药机械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534号

98.登记费

    (1)麻醉药品进
出口许可证登记费

缴入中央国库 计价格[1995]340号

    (2)精神药物进
出口许可证登记费

缴入中央国库 计价格[1995]340号

    (3)已生产药品
登记费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2]3882号,财综字[1999]5号,
计价格[1995]340号

二十七 知识产权

99.专利收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09]364号,计价格[2002]185号,
计价格[2000]2441号

100.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保护收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2]79号,发改价格[2003]85号

二十八 旅游



晋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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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入境签证费 缴入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32号

102.证照费

    (1)星级标牌(含
星级证书)费

缴入中央国库 [1992]价费字132号

    (2)A级旅游景区
标牌（含证书）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5]50号,发改价格[2006]83号

    (3)工农业旅游
示范点标牌（含证
书）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05]50号,发改价格[2006]83号

二十九 宗教

103.清真食品认证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字[2000]60号, 计价格[2000]1174号

三十 银监会

104.银行业监管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13]106号,发改价格[2014]168号

三十一 证监会

105.证券、期货市场
监管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12]2119号,发改价格[2010]996
号,发改价格[2006]2437号,财综字
[1995]146号

三十二 保监会

106.保险业务监管费 缴入中央国库
财综[2012]103号,发改价格[2011]3228号,
财综[2001]86号,财综字[1999]123号

三十三 测绘

107.测绘成果成图资
料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76号

108.测绘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76号

109.测绘仪器检测收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176号

三十四 红十字会

110.造血干细胞配型
费

缴入中央国库
发改价格[2013]1245号,财综[2007]73号,红
总函[2008]14号

三十五 各有关部门

111.政府信息公开检
索、复制、邮寄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财综[2008]44号,发改价格[2008]1828号

112.考试考务费(含
省定考试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或财
政专户 

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附表

113.培训费

13*  强制性培训费 缴入地方国库 晋价费字[2002]23号

注:1.考试考务费的明细项目详见《山西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2.小微企业减免征收项目详见《山西省减免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3.标注“﹡”号的收费项目，为省定收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