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公安

1 证照费 中央批准

 （1）外国人证件费 价费字[1992]240号、宁价费发[1993]49号 中央批准

    ①准予停留章 价费字[1992]240号、宁价费发[1993]49号

    ②居留许可
财综[2004]60号、发改价格[2004]2230号、宁价费

发[2004]165号、宁财综发[2004]884号

    ③永久居留申请费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宁价费

发[2004]94号、宁财综发[2004]577号

    ④永久居留证（含补领、换发） 同上

    ⑤出入境证 价费字[1992]240号、价费字[1993]164号

    ⑥旅行证（含延期） 同上

    ⑦准迁证 同上

 （2）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价费字[1992]240号、价费字[1993]164号、财预字

[1994]37号、
中央批准

    ①护照(含加页、核定、加注、延期） 计价格[2000]293号、宁价费发[2000]132号

    ②出入境通行证
计价格[2000]293号、财综[2008]9号、宁价费发

[2000]132号

    ③往来（含前往）港澳通行证（含签

注）

计价格[2002]1097号、发改价格[2005]77号、宁价

费发[2005] 34号

    ④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含签

注）

价费字[1993]164号、计价格[2001]1835号、发改

价格[2004]334号、财综[2005]58号、发改价格

[2005]1460号、宁价费发[2005]134号

    ⑤台湾同胞定居证
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2004]2839号、宁

价费发[2005]9号

    ⑥华侨回国定居证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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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公安

    ⑦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含签

注）
价费字[1993]164号、计价格[2001]1835号

 （3）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
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宁价费

发[1993]49号
中央批准

居民户口薄工本费自2013年1月

1日起免征（不含丢失、损坏、

补办户口薄收取的工本费）户

口迁移证和准迁证工本费自

2013年1月1日起免征（不含丢

失、损坏、补办和过期失效重

办户口迁移证、准迁证收取的

工本费）

    ①户口簿 同上、宁价费发[1996] 256号

公安

    ②户口迁移证件 同上、宁价费发[1995]11号

    ③户口准迁证 同上

 （4）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价费字[1992]240号、计价格[1995]873号、计价格

[1997]1485号、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

[2003]2322号、财综[2004]8号、财综[2007]34号

、宁价费发[1993]49号、宁价费发[2004]14号、宁

财综发[2004]410号、宁价费发[2006]116号、宁财

综发[2007]492号

中央批准

▲  （5）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计价格[1994]783号、发改价格

[2004]2831号、宁价费发[2005]23号、宁价费发

[2008]44号

中央批准

▲  （6）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计价格[1994]783号、发改价格

[2004]2831号、宁价费发[2005]23号

中央批准

▲  （7）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财综[2001]67号、计价格

[2001]1979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宁价费发

[2001]222号

中央批准

 （8）驾驶证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宁价费发

[2005]23号

中央批准

▲  （9）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财综[2008]36号、发改价格[2008]1575号 中央批准

▲  （10）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同上 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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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公安

2 外国人签证费

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计价格

[2003]392号、发改价格[2004]2230号、宁价费发

[1993]49号、宁价费发[2003]110号、

中央批准

▲ 3 机动车抵押登记费
财综[2001]67号、计价格[2001]1979号、宁价费发

[2001]222号、宁财综发[2001]985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4 考试考务费 中央批准

（1）机动车驾驶员考试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发改价

格[2004]2831号、宁价费发[2003]201号、宁政发

[2006]158号、宁价费发[2007]127号、宁价费发

[2007]234号、宁价费发[2009]36号

中央批准

公安

（2）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费
财综[2011]59号，宁财综函[2013]163号 中央批准

（3）保安员资格考试费 财综[2011]60号，发改价格[2011]2333号 中央批准

▲ 5 机动车拓印服务费
宁财综函[2005]97号、宁价费发[2005]154号、宁

财综发[2006]691号
自治区批准 对出租车免征

6 非刑事案件检验鉴定费 宁价费发[1998]195号 自治区批准

发改 7 非刑事案件财物价格鉴定费

宁价费发[2000]201号、财综[2004]56号、宁财综

发[2004]885号、发改价格[2008]1392号、宁价费

发[2008]3号

中央批准

人社

▲ 8 职业技能鉴定费

财综函[2001]4号、财综[2004]65号、宁价费发

[1998]143号、宁价费发[2005]185号、宁财综函

[2007]128号、宁价费发[2007]210号、财综

[2012]51号、宁财综函[2013]163号

中央批准

9 考试考务费 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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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人社

 （1）各类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考

试、考务费

计价格[2001]1969号、财预[2002]584号、宁财综

发[2003]456号、宁价费发[2003]131号、宁价费发

[2009]6号、财综字[2000]27号、发改价格

[2004]1108号、宁价费发[2004]132号、计价格

[2002]1698号、财综[2009]7号、宁价费发

[2010]57号、财综[2007]61号、发改价格

[2010]573号、宁价费发[2008]18号、财综

[2009]10号、发改价格[2009]633号、宁财综发

[2009]231号、宁价费发[2009]41号、宁价费发

[2004]65号、宁价费发[2006]110号、宁财综函

[2006]93号、宁价费发[2006]128号、计价格

[2001]2043号、发改价格[2009]3059号、宁价费发

[2010]12号

中央批准

 （2）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者、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报名考务费

宁价费发[2004]65号、宁财综函[2003] 65号、宁

价费发[2004]132号、宁价费发[2006]110号
中央批准

 （3）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晋

级考试费
宁财综发[2002]674号 中央批准

（4）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名考

试考务费

宁价费发[2004]65号、宁价费发[2006]110号、宁

价费发[2011]32号
自治区批准

10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
宁价费发[2001]106号、宁价费发[2004]13号、宁

财综函[2014]165号
自治区批准

人社

▲ 11 劳动能力鉴定费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鉴定办法》、《工伤保险条

例》、宁价费发[2006]62号
自治区批准

12 社会保障卡补卡收费 宁财综函[2011]136号、宁价费发[2012]20号 自治区批准

13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费 宁财综发[2001]900号、宁价费发[2002]175号 自治区批准

园林

▲ 14 森林植物检疫费
《植物检疫条例》、价费字[1992]196号、财预

[2000]127号、宁价费发[1992]165号
中央批准 自2016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 15 林权勘测费
财综[2001]43号、计价格[2001]1998号、宁财综发

[2001]611号、宁价费发[2002]31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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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园林

▲ 16 林权证工本费

《土地承包法》、财综[2001]43号、计价格

[2001]1998号、宁财综发[2001]611号、宁价费发

[2002]31号、财综[2011]104号、宁财综发

[2011]1057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免征

农牧

17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费 宁价费发[2011]56号 自治区批准

▲ 18 国内植物检疫费
《植物检疫条例》、价费字[1992]452号、财预

[2002]584号、宁财综发[2004]52号
中央批准 自2016年5月1日起免征

▲ 19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费

《动物防疫法》、价费字[1992]452号、计价格

[1994]400号、财预[2003]2353号、宁价费发

[1993]46号、宁财综发[2004] 52号、宁价费发

[2004]24号,宁价费发[2011]54号

中央批准 自2016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 20 检验检测费

价费字[1992]452号、财预[2009]79号、宁价费发

[1993]46号、发改价格[2006]194号、宁价费发

[2009]45号、发改价格[2010]2363号、财综

[2002]64号、发改价格[2007]3704号、财综

[2008]76号、宁财综函[2011]164号、宁价费发

[2013]64号、宁财综发[2012]116号、宁价费发

[2013]63号、宁财综函[2007]7号、宁价费发

[2009]74号、宁价费发[2012]59号

中央批准

▲ 21 农机监理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452号、计价格

[1994]400号、计价格[1995]255号、发改价格

[2003]2353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宁价费发

[1998]61号、宁价费发[2005]23号、财综

[2011]104号、宁财综发[2011]1057号、宁价费发

[2005]23号、宁价费发[2003]201号

中央批准

自2016年5月1日起免征拖拉机

号牌费、拖拉机行驶证费、拖

拉机登记证费、拖拉机驾驶证

费、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费

计卫

▲ 22 卫生监测费
价费字[1992]314号、财预[2000]127号、财预

[2003]470号、国发办[2002]57号、财综[2008]47

号、宁价费发[2000]288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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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计卫

▲ 23 预防性体检费

价费字[1992]314号、财预[2000]127号、国发办

[2002]57号、财预[2003]470号、财综[2008]47号

、宁价费发[2000]288号、宁财综发[2012]315号、

宁财综发[2012]250号

中央批准
对从业人员按现行标准的60%征

收

24
预防接种劳务费（不收免疫规划第一类乙肝疫

苗）
宁财综发[2002]650号、宁价费发[2002]165号 自治区批准

▲ 25 医疗事故鉴定费

价费字[1992]314号、财预[2003]470号、财综

[2003]27号、发改价格[2003]501号、发改价格

[2001]2749号、宁财综发[2003]411号、宁价费发

[2006]60号

中央批准

26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宁财综函[2010]165号 自治区批准

27 考试考务费

计价格[2001]2043号、财预[2000]584号、财综

[2011]94号、宁财综发[2011]1080号、宁价费发

[2012]22号、宁价费发[1997]270号、财综

[2012]59号、宁价费发[2011]32号

中央批准

28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 宁价费发[2004]13号 自治区批准

▲ 29
血液、血液制品及红细胞血型、血液免疫试验

收费
宁卫规财[2006]140号、宁财综函[2011]83号 自治区批准

▲ 30 医学鉴定费
宁财综发[2003]411号、宁价费发[2003]145号、宁

价费发[2006]60号
自治区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31 病案使用费
宁财综发[2003]411号、宁价费发[2003]145号、宁

价费发[2006]60号
自治区批准

32 社会抚养费
国务院令第357号、财规[2000]29号、宁财综发

[2000]708号
中央批准

民政

33 婚姻登记费（含婚姻登记证书工本费）

《婚姻登记条例》、价费字[1992]249号、财预字

[1994]37号、计价格[2001]523号、财综[2002]7号

、宁财综发[2002]607号

中央批准

34 收养登记费

 《收养法》、价费字[1992]349号、财预字

[1994]37号、计价格[2001]523号、宁价费发

[1992]163号 

中央批准

文化 35 图书馆收费
宁价费发[1992]211号、宁财综发[2003]1007、宁

价费发[2004]15号
自治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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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教育

36 学费

（1）幼儿园学费

宁价费发[1999]121号、宁价费发[2009]54号、宁

价费发[2012]46号、宁价费发[2012]12号、宁价费

发[2012]77号

自治区批准

（2）普通高中学费

宁价费发[2002]132号、宁价费发[2007]165号、宁

价费发[2008]14号、宁价费发[2009]4号、宁价费发

[2010]3号、宁价费发[2011]45号、宁价费发

[2012]84号、宁价费发[2012]44号、宁价费发

[2014]39号、宁价费发[2014]50号

中央批准

（4）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宁价费发[2001]150号、宁价费发[2002]132号、宁

价费发[2013]24号
中央批准

教育

（6）研究生学费
发改价格[2013]887号、宁财综函[2013]161号、宁

价费发[2014]17号
中央批准

37 住宿费 中央批准

（1）普通高中住宿费

宁价费发[2002]132号、宁价费发[2003]157号、宁

价费发[2007]24号、宁价费发[2008]5号、宁价费发

[2008]56 号、宁价费发[2008]59 号、宁价费发

[2009]5号、宁价费发[2009]62号、宁价费发

[2009]83号、宁价费发[2010]3号、宁价费发

[2010]31号、宁价费发[2010]32号、宁价费发

[2010]53号、宁价费发[2010]79号、宁价费发

[2010]91号、宁价费发[2013]6号、宁价费发

[2013]51号

中央批准

（2）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宁价费发[2002]132号、宁价费发[2009]35号、宁

价费发[2010]4号、宁价费发[2010]52号、宁价费发

[2011]60号、宁价费发[2012]79号、宁价费发

[2012]70号、宁价费发[2013]49号

中央批准

38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宁价费发[2009]20号 自治区批准

39
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费（教学人员高、中、初级

及管理和技术人员）
宁价费发[2006]180号 自治区批准

40 中等专业学校新生录取费 宁价费发[2010]42号 自治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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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教育

41 中专考试报名录取费 同上 自治区批准

教育 42 考试考务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宁

价费发[2003]164号 、宁财综函[2005]64号、宁价

费发[2005]152号、宁价费发[2009]6号、价费字

[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发改价格

[2005]1245号、宁价费发[2010]42号、宁价费发

[2000]120号、宁价费发[2001]115号、宁价费发

[2004]26号、财综字[1995]16号、宁价费发

[2007]74号、发改价格[2008]3699号、宁价费发

[2005]57号、宁价费发[2005]58号、发改价格

[2003]2162号、财综[1999]110号、宁价费发

[2001]145号、计价格[2000]545号、财综[2006]4

号、财综[2008]69号、发改价格[2010]955号、财

综[2003]53号、发改价格[2003]2160号、宁价费发

[2000]100号、宁价费发[2002]102号、宁财综发

[2002]425号、宁财综发[2003]1051号、宁价费发

[2005]29号、宁价费发[2009]20号、宁价费发

[2001]80号、宁财综函[2006]139号、宁价费发

[2007]8号、宁价费发[2008]22号、宁财综函

[2006]29号、宁价费发[2010]83号、财综[2006]34

号、发改价格[2006]2221号、宁财综发[2006]951

号、财综[2012]41号、宁财综发[2008]454号、宁

价费发[2012]7号、宁价费发[2010]42号、宁财综函

[2011]92号、宁价费发[2012]71号、宁价费发

[2011]59号、宁财综函[2012]112号、宁价费发

[2012]78号、宁财综发[2013]298号、宁价费发

[2013]29号

中央批准

水务

▲ 43 水资源费

国务院第460号令、价费字[1992]181号、财预字

[1994]37号、财综[2003]89号、财综[2008]79号、

发改价格[2009]1779号、《水法》、自治区政府

2004年第63号主席令、宁价费发[2006]185号、宁价

费发[2005]147号、宁价商发[2012]78号、发改价

格[2013]29号、宁价商发[2013]71号号

中央批准

第 8 页，共 13 页



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水务

▲ 44 河道采砂管理费

国务院第460号令、价费字[1992]181号、财预字

[1994]37号、财综[2003]89号、财综[2008]79号、

发改价格[2009]1779号、《水法》、自治区政府

2004年第63号主席令、宁价费发[2006]185号、宁价

费发[2005]147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2016年12月

31日暂停执行

水务
▲ 45 城市污水处理费

国发[2000]36号、计价格[2002]515号、宁价费发

[2000]194号、宁财综发[2015]45号
中央批准

▲ 46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法》、财综[2014]8号 中央批准

司法

▲ 47 诉讼费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宁政办发

[2007]62号、宁价费发[2007]92号

中央批准

48 司法考试费

财综字[2002]6号、计价格[2002]154号、财预

[2009]79号、宁财综发[2002]606号、宁价费发

[2004]58号

中央批准

环保

▲ 49 环境监测服务费（含放射环境监测）

价费字[1992]178号、财预[2002]9号、宁价费发

[2004]54号、宁价费发[2009]74号、宁价费发

[1996]133号、宁财综发[2011]1138号、宁财综发

[2012]50号、宁财综函[2012]914号

中央批准

只对委托实施的监测业务收

费；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免征

▲ 50 排污收费
财综[2003]38号、四部委令第31号、国务院令第369

号、宁价商发[2014]12号
中央批准

（1）污水排污

（2）废气排污

（3）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

（4）噪声超标排污

▲ 51 环境影响评价费 宁价费发[2004]2号、石政发[2013]135号 中央批准 经营服务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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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市场监管

▲ 52 企业注册登记费（含私营企业）

《公司登记条例》、《企业法人登记条例》、价费

字[1992]414号、计价格[1999]1707号、计价格

[1998]1077号、发改价格[2004]2839号、国办发

[2004]10号、宁价费发[1994]92号、宁价费发

[1999]241号、财综[2011]9号、宁财综发

[2011]171号、财综[2011]104号、宁财综发

[2011]1057号、财综[2011]104号、宁财综发

[2011]1057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 53 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

《城乡个体工商户条例》、价费字[1992]414号、财

预字[1997]37号、计物价[1993]1744号、国办发

[2004]10号、财综[2008]47号、宁价费发[1994]92

号、宁财综发[2008]806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 54 GSP认证费
财综[2003]83号、发改价格[2004]59号、宁政发

[2013]103号、宁价费发[2004]72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按现行标准的

70%收取

市场监管

▲ 55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价

费字[1992]496号、计价格[1996]1500号、发改价

格[2003]1793号、财预[2009]79号、宁价费发

[1996]75号、宁价费发[1998]193号、计价格

[1998]1821号、宁价费发[1998]313号、宁价费发

[2000]200号、宁价费发[2000]44号、宁价费发

[2002]166号、宁价费发[2005]76号、宁价费发

[2005]711号、宁价费发[2007]59号、宁财综发

[2008]1159号、宁价费发[2009]39号、宁价费发

[2012]43号、宁价费发[2012]59号、宁价费发

[2012]61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2016年12月

31日对执法监督中抽检检验检

测费暂停执行，自2014年1月1

日起按现行标准的70%征收，自

2016年1月1日起取消定期检验

费。

▲ 56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

31日对小微企业按70%征收

 （1）客运索道运营审查检验和定期检验 财综字[2001]10号、财预[2003]470号

 （2）压力管道安装审查检验和定期检验
财综字[2001]10号、财预[2003]470号、宁财综发

[2004]684号

 （3）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审查检验 同上

 （4）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检验 价费字[1992]268号、财预[2003]4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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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市场监管

 （5）一般劳动防护用品检验 同上

 （6）锅炉、压力容器检验

价费字[1992]268号、财预[2003]470号、宁财综发

[2004]684号、宁价费发[2006]110号、宁价费发

[2009]12号

▲ 57 计量收费

《计量法》及实施细则、价费字[1992]532号、财综

[2001]72号、财预[2002]584号、发改价格

[2008]74号、宁价费发[1993]17号、宁价费发

[1997]151号、发改价格[2005]711号、宁价费发

[2005]76号、宁价费发[2007]59号、宁价费发

[2008]8号、宁价费发[2012]59号、发改价格

[2008]74号、发改价格[2009]234号、宁价费发

[2004]118号、宁价费发[2012]75号、宁价费发

[2012]59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起对中小微企

业按70%征收,自2016年1月1日

起取消计量认证费，自2016年5

月1日起免征计量授权考核费、

计量考评员证书费、修理计量

器具许可证考核费国内计量器

具新产品型式批准证书费、标

准物质定级证书费、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证书费。

▲ 59 产品质量仲裁、鉴定收费 宁财综发[2008]1159号 自治区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60 安全生产培训费 宁价费发[2013]38号 自治区批准

国土资源

▲ 61 矿产资源补偿费 国务院[94]150号令、宁财综发[2011]170号 中央批准

▲ 62 矿产资源勘查登记费 价费字[1992]251号、宁价费发[1992]219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 63 采矿登记费 价费字[1992]251号、宁价费发[1992]219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 64 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宁价费发[1992]143号 中央批准

▲ 65 土地闲置费 《土地管理法》、宁财综发[1998]361号 中央批准

▲ 66 土地登记费（土地证书工本费）
宁价费发[1993]112号、宁财综函[2010]81号、财

综[2011]104号、宁财综发[2011]1057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免征

▲ 67 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财预[2002]584号、宁价费发

[2002]134号、宁财综发[2012]13号
中央批准

▲ 68 地质成果资料费
价费字[1992]251号、财预[2003]470号、宁价费发

[1992]219号
中央批准

69 考试考务费 发改价格[2005]147号、宁价费发[2007]91号 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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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国土资源

▲ 70 测绘成果成图资料收费
价费字[1992]176号、宁价费发[1992]219号、宁价

费发[1992]111号
中央批准

▲ 71 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价费字[1992]176号、宁价费发[1992]219号、宁价

费发[1992]111号、宁财综发[2006]691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70%征收

▲ 72 测绘仪器检测收费
价费字[1992]176号、宁价费发[1992]219号、宁价

费发[1992]111号、宁财综发[2004]548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70%征收

安监 ▲ 73 安全生产培训费
宁财综发[2004]118号、宁价费发[2006]166号、宁

价费发[2013]38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财政

74 财政收费票据工本费
计价格[2001]604号、财预[2002]584号、宁价费发

[1999]185号、宁价费发[2007]182号、宁财综发

[2008]519号

中央批准
自2014年1月1日起对非税收入

类财政票据免征

75 考试考务费

计价格[2001]527号、财预[2001]527号、宁价费发

[2004]65号、宁价费发[2013]18号、计价格

[2001]527号、财预[2001]527号、宁价费发

[2004]65号、计价格[2000]1567号、财预

[2002]584号、宁价费发[2005]122号、计价格

[2002]1575号、宁价费发[2003]44号、宁价费发

[2010]6号、宁价费发[2004]42号、宁价费发

[2003]117号、宁价费发[2004]13号、宁价费发

[2003]1号

住建

▲ 76 房屋所有权登记费（含房屋所有权证工本费）

财预字[1994]37号、计价格[2002]595号、宁价费

发[2002]195号、宁价费发[2008]24号、发改价格

[2008]924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免征

▲ 77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财预[2003]470号、宁财综

函[2011]120号、宁价费发[2011]32号
中央批准

▲ 78 城市易地绿化补偿费
宁价费发[1997]190号、宁价费发[1998]134号、宁

价费发[2007]250号
自治区批准

▲ 79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计价格[2002]872号、宁价费发[2003]31号 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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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石嘴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及资金管理文件依据
中央或地方

批准
备注

交通

80 考试考务费

宁财综发[2004]656号、宁价费发[2004]154号、宁

财综发[2006]835号、宁价费发[2007]148号、宁财

综函[2007]75号、财综[2010]39号、宁财综发

[2010]1188号、财综[2006]37号、发改价格

[2009]1003号、宁价费发[2009]42号

中央批准

▲ 81 船舶登记费
价费字[1992]191号、 财预[2003]470号、财预

[2003]559号、财预[2009]79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免征

▲ 82 船舶及船用产品设施检验费 价费字[1992]191号、财综[2003]81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83 高速公路机动车清障费
宁价费发[2001]193号、宁财综发[2001]724号、宁

价费发[2012]73号
自治区批准

▲ 84 公路路产损坏赔偿、补偿和占用收费 宁价费发[2010]30号、宁价费发[2014]19号 自治区批准

人防
▲ 85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发[2001]9号、计价格[2000]584号、宁政发

[1992]51号、宁价费发[2001]65号、宁财综发

[2003]307号、宁价费发[2007]139号、国发

[2008]4号

中央批准

▲ 86 人防工程使用费 宁价费发[1997]274号、国发[2008]4号 中央批准

仲裁 ▲ 87 仲裁收费（案件受理费、案件处理费）
国办发[1995]44号、宁价费发[1997]108号、宁价

费发[2005]151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现行标准

的70%收取

党校

88 学杂费

宁财综函[2012]60号、宁价费发[2012]74号、宁价

费发[2011]46号、宁价费发[2012]74号、宁财综函

[2013]210号、宁价费发[2013]54号

自治区批准

89 住宿费
宁财综函[2012]60号、宁价费发[2012]74号、宁价

费发[2011]46号、宁价费发[2013]74号
自治区批准

90 培训费
宁财综发[2004]657号、宁价费发[2004]153号、宁

财综函[2012]60号、宁价费发[2012]74号
自治区批准

91 研究生入学考试费 宁财综发[2014]115号、宁价费发[2014]31号 自治区批准

宗教 ▲ 92 清真食品认证收费
宁财综函[2009]74号、宁价费发[2009]69号、财综

[2011]104号、宁财综发[2011]1057号
中央批准

自2015年1月1日起对自治区内

企业免征

    说明： 注▲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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