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市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 

（截至 2018 年 9 月） 
序
号 

行业
主管
部门 

收费项目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备注 

1 
交通
运输 

港口服务收费 《中央定价目录》 

交通部令 1997年第 3号 
交通部令 2001年第 11号 
交通部令 2005年第 8号 
苏交港〔2015〕41号 
交水发〔2017〕104号 

外贸部分：航行国际
航线的船舶及外贸进
出口的货物；内贸部
分：航行国内航线的
船舶及内贸进出口的
货物和集装箱（另有
规定的除外） 

详见文件 港口相关服务单位 国家标准 

2 
国土
资源 

土地使用权交
易服务费 

《江苏省国有土地使用
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
法》（江苏省人民政府
令第 11号）、《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和完
善全省土地有形市场的
通知》（苏政办发
〔2001〕116号）、
《江苏省定价目录》 

苏价服〔2004〕258号 
苏国土资发〔2004〕209
号 
苏价服〔2005〕64号 
苏国土资发〔2005〕89
号 
苏价服函〔2005〕127号 
连政发〔2012〕49号 

依照法律、法规进入
江苏省各级土地市场
进行土地使用权出
让、转让、出租、抵
押等交易行为 

出让 1元/㎡；转让 2
元/㎡；出租 0.8元/
㎡，抵押按宗收费，
最高不超过 7000元/
宗。其他详见文件。 

土地和矿业权市场
管理中心 

　 

3 
国土
资源 

矿业权交易服
务费 

《国土资源部关于建立
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
通知》（国土资发
〔2010〕145号）、
《江苏省定价目录》 

苏价服函〔2013〕102号 
苏价服〔2016〕228号 

矿业权的出让（招
标、拍卖、挂牌、协
议）、转让、出租、
抵押等交易行为 

出让招拍挂按成交价
4%-0.5%，协议按 1-3
万元/宗；转让按 3%-
1%双方各半；出租
1.5%-0.2%；抵押
1000元/宗。 

土地和矿业权市场
管理中心 

　 



4 
城乡
建设 

建设工程交易
服务费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
设部国家计委监察部关
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
市场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2〕21
号）、《国家计委 财政
部关于整顿和规范招投
标收费的通知》（计价
格〔2002〕520号）、
《江苏省定价目录》 

苏价服〔2003〕171号 
连价服字〔2006〕36号 
苏价服〔2014〕49号 
苏价服〔2017〕177号 
连价服〔2017〕126号 

招标单位及中标单位 详见文件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5 住房 房产测绘收费 

《测绘法》、《商品房
销售管理办法》、《城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江苏省定价
目录》 

苏价服〔2004〕304号 
连价服字〔2004〕308号 
苏价费〔2009〕278号 
苏价服〔2014〕49号 
苏价服〔2015〕20号 
苏价服〔2017〕213号 

委托方 

预测绘，新建商品住
宅 0.30元/㎡，工业
厂房 0.40元/㎡，其
他房产 0.50元/㎡；
实测绘，新建商品住
宅 0.60元/㎡，工业
厂房 0.70元/㎡，其
他房产 1.0元/㎡。 

市房屋产权管理中
心测绘所 

　 

6 环保 
危险废物处置
收费 

《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
置收费制度 促进危险废
物处置产业化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3〕
1874号）、《江苏省定
价目录》 

发改价格〔2003〕1874
号 
苏价费〔2005〕386号 
连价费字〔2005〕366号 
连价工〔2017〕104号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
费 3650元/吨，一般
工业危险废物处置
3500元/吨，下浮不
限，其他详见文件。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 

　 

7 司法 公证服务收费 

国家计委、司法部《公
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计价费〔1997〕285
号）、《江苏省定价目
录》 

苏政发〔2009〕111 号 
苏价费〔2009〕278 号 
苏价费〔2013〕332 号 
苏价服〔2014〕49 号 
苏政发〔2017〕70 号 
苏价费〔2017〕114 号 
苏价费函〔2017〕37 号 

委托方 详见文件 公证服务机构 　 



8 司法 
部分律师服务
收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江苏省物价局 司
法厅《江苏省<律师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江苏省定价
目录》 

苏价费〔2007〕5号 
苏价费〔2013〕421号 
发改价格〔2014〕2755
号 
苏价费〔2015〕340号 
苏价费〔2017〕112号 
苏价费〔2017〕113号 

委托方 详见文件 律师事务所 　 

9 
检验
检疫 

出入境检验检
疫处理及鉴定
服务费 

《关于商请检验检疫实
验室收费问题的函》苏
检财〔2010〕108号、
《江苏省定价目录》 

财综〔2003〕77号 
发改价格〔2003〕2357
号 
苏价费函〔2011〕111号 
苏价费函〔2011〕112号 
发改价格〔2012〕1894
号 
国质检财函〔2017〕137
号 

进出口企业 详见文件 
连云港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综合技术中
心 

　 

10 供电 
供电经营服务
性收费 

江苏省物价局、电力局
《关于明确供电企业收
费项目的通知》（苏价
管〔1995〕第 275号、
苏电财字〔1995〕1267
号）、《江苏省定价目
录》 

苏价管〔1995〕284号 
苏价工〔2000〕242号 
苏价工〔2002〕416号 
苏价工〔2004〕83号 
苏价工函〔2005〕157号
苏价费〔2005〕175号 
苏价工函〔2006〕135号 
苏价工函〔2008〕11号 
苏价工〔2010〕293号 
苏价工〔2011〕214号 
苏价工〔2012〕316号 
连价工〔2012〕19号 
苏价工〔2016〕179号 
连价工〔2017〕31号 
连价工〔2017〕101 号 

电力用户 详见文件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连云港供电
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