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堰市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一、十堰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部分（14项收费）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一   公安  

中央 1 证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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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计价格[1994]783号，鄂

价费费[2016]99号

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及号牌
安装费用。

① 号牌(含临时)  同上 同上

汽车反光号牌 50元/副 同上 同上

挂车反光号牌 35元/副 同上 同上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号牌 35元/副 同上 同上

摩托车反光号牌 25元/副 同上 同上

机动车临时号牌 2元/张 同上 同上

② 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1元/

个
同上 同上

③ 号牌架
铁质及同类产品5元/只（含安装
费）；铝合金及同类产品10元/

只（含安装费）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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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鄂价费[2005]4号，鄂价

费[2016]99号

工本费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
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
和照片塑封费用。

  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行驶证2元/本；临时机动

车驾驶许可2元/本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机动车登记证 4元/证 同上 同上

 驾驶证工本费 2元/证 同上 同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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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安全法》，
财综[2008]36号,发改价

格[2008]1575号

发改价格[2008]1575号， 
鄂价费[2008]167号，鄂

价费[2016]99号

收费对象为临时入境不超过三
个月的境外机动车。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
证

7.5元/本 同上 同上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5元/本 同上 同上

二 国土资源

◆中央 2 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

地复垦条例》
省政府378号令

◆中央 3 土地闲置费

向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但未按规定动工建设满一年未满
两年而造成土地闲置的单位或个
人征收的费用，征收标准为土地

价款的百分之二十。

《土地管理法》，《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国

发[2008]3号

《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
法》 《湖北省土地闲置
征收管理暂行办法》（鄂
土资规[2015]1号)，财税

[2014]77号

▲中央 4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
元/件；证书工本费10元/件

《物权法》，财税
[2016]79号，发改价格

规[2016]2559号

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鄂价工服

[2017]7号

◆中央 5 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
法》，财税[2014]773号,

鄂政办发[2017]40号

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及
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指标时，
对符合《财政部关于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有关财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综
[2014]7号）和《财政部关于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支
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财政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36
号）规定的，可免缴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
垦费。

使用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的 为土地补偿费总额的2倍 同上 同上

使用其他耕地的 为土地补偿费总额的1倍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三
住房城乡建

设

中央 6 污水处理费 授权市(州)、县人民政府

《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
条例》,财税[2014]151
号，发改价格[2015]119

号

发改价格[2015]119号，
鄂价环资[2015]70号

中央 7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建城[1993]410号，
财税[2015]68号

建城[1993]410号，鄂建
[1994]57号，鄂建

[1996]324号

水泥路面（按整板计算） 328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沥青路面（按实际开挖宽度
两边各加25CM计算）

30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砂石路面 8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土路面（含规划路用地） 37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条（料）石路面 30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水泥方砖人行道 16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现浇人行道 16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彩色方砖人行道 20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锁链砖人行道 22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站石、卧石 12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护坡 20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外运多余（或运输回填）土
方

80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路牌 1000元/块 同上 同上

超重车辆补偿费 1000元/公里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12CM厚改性沥青面层加原水
泥砼路面（原水泥砼按鄂建
【1996】324号文执行）

867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花岗岩人行道（按整块计
算）

627元/平方米 同上 同上

花岗岩站石 313元/米 同上 同上

四 交通

中央 8 车辆通行费(限于政府还贷)

全省实行联网收费的高速公路、
长江大桥的收费标准，在现行收
费标准的基础上总体降低10%左
右，调整后的收费标准详见鄂交

财[2016]283号

《公路法》，《收费公
路条例》,交公路发

[1994]686号

鄂政办发[2007]111号，
鄂政办函[2010]130号,鄂

交财[2016]283号

五
工业和      
信息化

 

 中央 9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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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价格[2013]2396号，
发改价格[2011]749号，
发改价格[2003]2300号，
计价费[1998]218号，鄂
价费[2006]24号，发改价

格[2017]1186号

 1、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  发改价格[2013]2396号

(1)GSM、CDMAM网络频率

900MHz频段(含800MHzCDMA
频段）

1700万元/年.兆赫 同上 同上
全国网，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

1800MHZ频段 1400万元/年.兆赫 同上 同上
全国网，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

(2)非全国网使用的频率

900MHz频段(含800MHzCDMA
频段）

170万元/省.年.兆赫 同上 同上 由省无委收取。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1800MHZ频段 140万元/省.年.兆赫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2、第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网
络频率占用费

工信部财[2010]579号
发改价格[2011]749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960MHz以下
160万元/省.年；16万元/地市.

年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960MHz-2300MHz
140万元/省.年；14万元/地市.

年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2300MHz-2690MHz 80万元/省.年；8万元/地市.年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3、集群无线调度系统 计价费[1998]218号
计价费[1998]218号，鄂

价费[1998]34号

全国范围使用 5万元/频点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全省范围使用 1万元/频点 同上 同上 由省无委收取。

市、州范围使用 2000元/频点 同上 同上 同上

 4、无线寻呼系统 同上 同上

全国范围使用 200万元/频点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全省范围使用 20万元/频点 同上 同上 由省无委收取。

市、州范围使用 4万元/频点 同上 同上 同上

 5、无绳电话系统 150元/基站 同上 同上

 6、电视台、广播电台
中央级电台、电视台由国家无
委统一收取，其他由省级无委
收取。

 （1）电视台 同上 同上

中央台 10万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省级台 5万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市、州级台 1万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县级台 5000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2）广播电台 同上 同上
中央级电台、电视台由国家无
委统一收取，其他由省级无委
收取。

中央台 1万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省级台 5000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市、州级台 500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县级台 100元/套节目 同上 同上

 7、船舶电台(制式电台) 同上 同上
按无线电频率管理权限，由国
家和省无委分别收取。

1600总吨位以上的船舶 2000元/艘 同上 同上

1600总吨位以下的船舶 1000元/艘 同上 同上

功率≥20马力的渔船 100元/艘 同上 同上

 8、航空电台(制式电台)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1)固定翼飞机 同上 同上

27吨以上 3000元/架 同上 同上

5.7吨至27吨(含) 2000元/架 同上 同上

5.7吨(含)以下 1000元/架 同上 同上

 (2)旋翼飞机 500元/架 同上 同上

 
9、除以上栏目外1000MHZ以
下的无线电台

同上 同上
按无线电频率管理权限，由国
家和省无委分别收取。

 固定电台(含陆地电台) 1000元/频点 同上 同上

 移动电台(含无中心电台) 100元/台 同上 同上

 10、微波站(发射) 同上 同上
按无线电频率管理权限，由国
家和省无委分别收取。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工作频率10GHz以下 40元/站.兆赫(发射） 同上 同上

 工作频率10GHZ以下上 20元/站.兆赫（发射） 同上 同上

 有线电视传输(MMDS) 600元/站.兆赫 同上 同上

 11、地球站(发射) 250元/站.兆赫（发射） 同上 同上
按无线电频率管理权限，由国
家和省无委分别收取。

 12、空间电台(发射) 500元/兆赫（发射） 同上 同上 由国家无委统一收取。

13、无线电台（站）频率占
用费

同上 发改价格[2003]2300号
按无线电频率管理权限，由国
家和省无委分别收取。

 
1.8GHZ—1.9GHZ频段(FDD、
TDD方式)

150元/基站 同上 同上  

 450MHZ 500元/频点.基站 同上 同上

 
14、扩频系统2.4GHZ、
5.8GHZ频段

40元/MH2.基站                            
(按核准带宽收，                            

不足1MHZ的按1MHZ收)
同上 同上

按无线电频率管理权限，由国
家和省无委分别收取。

 15、无线数据频段 800元/频点.基站 同上 同上 同上

六 水利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中央 10 水资源费

《水法》，《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财税[201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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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费字

[1992]181号，省政府令
第387号

价费字[1992]181号，发
改价格[2009]1779号，发
改价格[2013]29号，发改
价格[2014]1959号，鄂价
费[2009]168号,鄂价环资
规[2013]186号，省政府
令360号，省政府令387号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使
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
库中的水；家庭生活、零星散
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年取用地
表水水量在3000立方米以下，
地下水量在1500立方米以下的
取水免征水资源费。对农业生
产取用水、农村供水工程向农
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抽水蓄
积发电用水目前暂免征水资源
费。其他不需申领取水许可
证，并免征水资源费的情形按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
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
第(五)项规定执行。

 
1、地表水(含取用暗河河
水)

同上 同上

 工业生产取用水 0.15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生活和自来水厂取用水 0.05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水力发电
按实际发电量每千瓦时0.005元

收取
同上 同上

开式(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
用水

按实际发电量每千瓦时0.003元
收取

同上 同上

闭式火力发电 0.05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跨流域调水及其他取用水 0.20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2、地下水 同上 同上

在地表水源自来水厂供水公共
管网覆盖范围内取用地下水
的，其水资源费标准按物价部
门批准的当地工业用户的自来
水价格执行。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工业生产取用水 0.20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生活和自来水厂取用水 0.10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其他取用水 0.25元/立方米 同上 同上

 
3、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
的，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
分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同上 同上

 
超计划或者定额在30%以下
(含30%)，其超量部分收费
标准

按规定水资源费标准的2倍收费 同上 同上

 
超计划或者定额在
30%—50%(含50%)，其超量
部分收费标准

按规定水资源费标准的3倍收费 同上 同上

 
超计划或者定额在50%以上
的，其超量部分收费标准

按规定水资源费标准的5倍收费 同上 同上

中央 11 水土保持补偿费
鄂价费[2016]99号，发改价格
[2017]1186号，鄂价环资
[2017]93号

《水土保持法》，财综
[2014]8号

鄂价费[2016]99号，发改
价格[2017]1186号，鄂价

环资[2017]93号

七 人防办

◆中央 12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800元/平方米
中发[2001]9号,计价格

[2000]474号
计价格[2000]474号，鄂

价费规[2013]80号     

6B级防空地下室的易地建设费
标准按标准的80%收取。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免收。对
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
全额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
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
半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

八 法院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中央 13 诉讼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国务院令481号),财行

[2003]275号

国务院令第481号，鄂价
费[2008]5号

 

 1、案件受理费 同上 同上

以调解方式结案或当事人申请
撤诉的，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
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
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
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被
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
请求，人民法院决定合并审理
的，分别减半交纳案件受理
费；按国务院令第481号第九
条规定需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
审案件，按不服原判决部分的
再审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
。

 （1）财产案件   按请求的价额或金额。

不超过1万元的 50元/件 同上 同上

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 按2.5% 同上 同上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 按2% 同上 同上

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按1.5% 同上 同上

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
分

按1% 同上 同上

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
分

按0.9%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
分

按0.8% 同上 同上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
部分

按0.7% 同上 同上

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
部分

按0.6% 同上 同上

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 按0.5% 同上 同上

 （2）非财产案件   

 离婚案件 200元/件 同上 同上

涉及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
过20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
过2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
纳。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专利
权、著作权、商标权的案件

300元/件 同上 同上

涉及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不超
过5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
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
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
分，按照0.5%交纳。

 其它非财产案件 80元/件 同上 同上

 （3）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没有争议金额或价额的，1000

元/件
同上 同上

有争议金额或价额的按财产案
件的标准交纳。

 （4）劳动争议案件 10元/件 同上 同上

 （5）行政案件 同上 同上

 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 100元/件 同上 同上

其它行政案件 50元/件 同上 同上

 
（6）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
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

80元/件 同上 同上

 2、申请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国务院令第481号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
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按
本项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
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1）申请执行的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没有执行金额或价额的 50元至500元 同上 同上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
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按
本项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
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执行金额或价额不超过1万
元的

50元/件 同上 同上

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按1.5% 同上 同上

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
分

按1% 同上 同上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
部分

按0.5% 同上 同上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 按0.1% 同上 同上

 （2）申请保全措施的 同上 同上

按实际保全的财产数额交纳，
当事人申请保全措施交纳的费
用最高不超过5000元。

不满1000元或不涉及财产数
额的

30元/件 同上 同上

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部分 按1% 同上 同上

超过10万的部分 按0.5% 同上 同上

 （3）依法申请支付令的
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

交纳
同上 同上

 （4）依法申请公示催告的 100元/件 同上 同上

 
（5）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
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

400元/件 同上 同上

 （6）破产案件
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财产
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最

高不超过30万元。
同上 同上

 （7）海事案件 同上 同上

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基金的

1000元至1万元/件 同上 同上

申请海事强制令的 1000元至5000元/件 同上 同上

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 1000元至5000元/件 同上 同上

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 1000元/件 同上 同上  

申请共同海损理算的 1000元/件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九 环保  

中央 14 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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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价格
[2015]2185号

四部委令第31号，发改价
格[2014]2008号，省政府
令第310号,鄂价环资
[2015]87号、鄂价环资
[2016]91号

（1）污水排污
2.8元/污染当量，每一排放口

计征污染当量前三项
同上 同上

从2015年7月1日起，将污水中
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和
五项主要重金属（铅、汞、铬
、镉、类金属砷）的征收标
准，由每污染当量0.7元调整
为1.4元；从2016年7月1日起
调整为2.8元。

（2）废气排污

2.4元/污染当量，每一排放口
计征污染当量前三项。其中：对
难以监测的烟尘按每吨燃料1级1
元、2级3元、3级5元、4级10元

、5级20元

同上 同上

从2015年7月1日起，将废气中
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费
征收标准，由每污染当量0.6
元调整为1.2元；从2016年7月
1日起调整为2.4元

（3）固体废物及危险物排
污

对无专用贮存或处置设施和专用
贮存或处置设施达不到环境保护
标准（即无防渗漏、防扬散、防
流失设施）排放的每吨固体废
物：冶炼渣25元、粉煤灰30元
、炉渣25元、煤矸石5元、尾矿
15元、其它渣（含半固态、液态

废物）25元；
填埋方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1000元/吨。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4）噪声超标排污
按超标1--16分贝数从最低350
元/月至最高11200元/月收取，
具体见文件四部委令第31号

同上 同上



编号 收费部门
项目级

次
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项目批准依据 标准批准依据 备注

（5）石油化工及包装印刷
试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污

每污染当量1.2元。企业VOCs排
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省规定的污
染物排放限值，或者企业VOCs
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
的，按照规定的征收标准加1倍
征收排污费；同时存在上述两种
情况的，加2倍征收排污费。企
业生产工艺装备或产品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
本）（修正）》规定的淘汰类
的，也要按照规定的征收标准加
一倍征收排污费。
    企业VOCs排放浓度值在国
家和省规定排放限值90％-70％
（含）之间的，按规定标准的80
％征收排污费；在70％-50％
（含）之间的，按规定标准的60
％征收排污费；污染物排放浓度
值低于规定排放限值50％以上
的，按规定标准的50％征收排污
费。

同上 同上

注: 1、标注“▲”号的收费项目，对小型微型企业免予征收。2、标注“◆”号的收费项目，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
减半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3、相关收费文件请在省物价局官网首页信息公开栏--政务公开--价格文件中查看。



二、十堰市政府定价管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部分（15项）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一、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十价经[2007]64号 市物价局、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环卫机构、代收机构

1、对居民、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垃圾量

较少的企业、工商户等，可按人或户计征生活

垃圾处理费；

2、对生产经营单位，商业网点可按营业面积计

收；

3、对汽车、船舶、列车及飞机等交通工具可以

按核定载重吨位或座位计收；

4、对房屋建筑工程，可按建筑面积计收；

5、其它可按垃圾产生量计收。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分收集费、运输（中转）

费和处置费，收费标准由城市（含县城）所在

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环境卫生）部门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并报省物价、建设部门备案。 

二、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处置收费

标准
十价农医规〔2013〕69号 市物价局 

东风（十堰）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2.5元／床/日，详见文件

三、律师服务费

（一）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

人的代理人

1、一般刑事犯罪案件

(1)侦查阶段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1000～5000元／件

(2)审查起诉阶段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1000～5000元／件

(3)一审阶段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1000～10000元／件

2、经济类犯罪、共同犯罪案件

担任被害人和刑事自诉案件代理人的，参照办

理刑事案件的标准执行。

办理涉及国家安全罪、涉黑涉毒犯罪、贪污贿

赂犯罪以及其他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律师事务

所可以与委托人协商增加收费数额，但最高不

得超过本收费标准规定上限的5倍。

(1)侦查阶段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1000～10000元／件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2)审查起诉阶段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1000～10000元／件

(3)一审阶段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1500～15000元／件

（二）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

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

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

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

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

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

讼案件代理人

1、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600～8000元／件

2、涉及财产关系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除收取600～8000元／件外，还应按下列比例另

行分段累计收费：

争议标的                     收费标准

100,000元以下                免收

100,001元至1,000,000元       1-5%

1,000,001元至5,000,000元     0.5-3%

5,000,001元至10,000,000元    0.3-2%

10,000,001元至50,000,000元   0.2-1.5%

50,000,001元以上部分         0.1-1%

（三）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

理人

1、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500—8000元／件

2、涉及财产关系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除收取500—8000元／件外，还应按民事诉讼案

件中涉及财产关系案件的收费标准收费

（四）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1、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500—8000元／件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2、涉及财产关系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除收取500—8000元／件外，还应按民事诉讼案

件中涉及财产关系案件的收费标准收费

（五）未曾代理一审，直接代理二审、

重审、再审或案件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参照一审收费标准收取

（六）曾经代理一审，再代理二审、重

审、再审或案件执行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按一审标准50%收取

（七）可风险代理的民事案件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机构

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协议约定标的额的

30%

四、司法鉴定服务费

（一）法医类

1、法医病理鉴定

（1）早期尸表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具

（2）晚期尸表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具

（3）早期尸体解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500元/具

（4）晚期尸体解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000元/具

（5）开棺验尸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0元/具

（6）生前伤死后伤鉴

别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7）致伤（死）物认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鄂价工服[2016]57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8）脏体硅藻检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例

（9）单器官组织学检

查与鉴定 

①心脑器官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②其他器官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例 

（10）多器官组织学检

查与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0元/例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11）病理组织切片检

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元/张

（12）特殊染色技术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元/张

（13）电镜病理检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标本

（14）尸体X光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元/张

（15）尸体CR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元/张

（16）法医现场检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17）法医病理鉴定文

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例

2、法医临床鉴定

（1）损伤程度鉴定

①只涉及体表操

作程度鉴定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例

②其他操作程度

鉴定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例

（2）伤残程度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例

（3）伤病关系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4）诈病、诈伤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例

（5）医疗纠纷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300元/例

（6）劳动能力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例

（7）活体年龄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例

（8）男性性功能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例

（9）听觉功能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例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10）视觉功能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例

（11）致伤物和致伤方

式推断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900元/例

（12）医疗费合理性评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例

（13）后期医疗费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例

（14）医疗护理依赖程

度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例

（15）误工、护理、营

养时限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例

（16）治疗时限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例

（17）法医临床鉴定文

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例

3、法医物证鉴定

（1）体液斑（精斑）

的确证试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元/样本

（2）种属的血清学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元/样本

（3）ABO血型的血清学

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元/样本

（4）红细胞酶型的血

清学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元/样本

（5）白细胞血型的血

清学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样本

（6）血清蛋白的血清

学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元/样本

（7）ABO血型的DNA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样本

（8）常染色体DNA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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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染色体DNA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样本

（10）X染色体DNA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样本

（11）线粒体DNA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样本

（12）种属的DNA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样本

（13）性别的DNA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样本

（14）动植物的DNA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0元/样本(不含人类)

（15）其他法医DNA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样本

（16）法医物证鉴定文

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例

4、法医毒物鉴定

（1）人体体液中乙醇

定性定量分析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样本

（2）血液中碳氧血红

蛋白饱和度检测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样本

（3）毛发中滥用药物

定性分析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样本.目标物

（4）毒物、毒品定性

分析（体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样本.目标物

（5）常见挥发性毒物

分析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样本.目标物

（6）常见有机毒物分

析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样本.目标物

（7）常见无机毒物分

析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样本.目标物

（8）常见动、植物有

毒成分分析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100元/样本.目标物

（9）法医毒物鉴定文

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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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医人类学鉴定

（1）颅像重合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例

（2）颅像面貌画像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3）颅像面貌塑像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例

（4）尸骨个体识别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5）人类学骨龄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6）法医人类学鉴定

文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例

6、法医精神病鉴定

（1）精神状态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例

（2）刑事能力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例

（3）民事能力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例

（4）诉讼能力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5）司法精神病因果

关系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0元/例

（6）多导心理生理检

测评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0元/例

（7）法医精神病鉴定

文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二）物证类

1、文书鉴定

（1）笔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项

（2）印章印文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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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刷文件同一性

、同源性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项

（4）文件制作方法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件

（5）印刷机具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件

（6）文书形成时间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200元/项

（7）朱墨或文字时序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200元/项

（8）变造文件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项

（9）污损文件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项

（10）证件、证书、票

据真伪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件

（11）字迹压痕显现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件

（12）文书物质材料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项

（13）文书鉴定文证审

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例

2、痕迹鉴定

（1）手印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枚

（2）足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80元/枚

（3）工具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50元/个

（4）弹头弹壳痕迹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80元/枚

（5）枪支性能及致伤

力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支

（6）弹道分析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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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枪弹检验建档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元/支

（8）动物蹄迹痕迹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80元/枚

（9）整体分离痕迹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30元/件

（10）钥匙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40元/件

（11）纺织品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50元/件

（12）玻璃破碎痕迹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50元/件

（13）牙齿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50元/件

（14）唇纹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50元/个

（15）皮肤纹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50元/个

（16）耳廓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50元/个

（17）车辆轮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50元/个

（18）车辆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辆

（19）机动车辆号码化

学显现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80元/组

（20）痕迹显现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00元/件

（21）实物照片与实物

同一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件

（22）物体爆破（裂）

痕迹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件

（23）常见炸药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项

（24）导火索、导爆索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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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火雷管、电雷管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段

（26）制式手榴弹、手

雷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项

（27）爆炸装置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0元/项

（28）痕迹鉴定文证审

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例

3、微量物证理化检验鉴定

（1）扫描电镜/x射线

能谱仪成分检验（定

性）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60元/样本

（2）扫描电镜/x射线

能谱仪比对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组

（3）射击、爆炸残留

物的扫描电镜/x射线能

谱仪成分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样本

（4）傅立叶（显微）

显微红外光，谱仪成分

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50元/样本

（5）傅立叶（显微）

显微红外光，谱仪成分

比对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50元/组

（6）偏振光显微镜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元/样本

（7）薄层色谱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元/样本

（8）拉曼（激光）光

谱仪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00元/样本

（9）（激光）等离子

发射光谱仪/质谱仪成

分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700元/样本

（10）（激光）等离子

发射光谱仪/质谱仪成

分比对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元素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11）气相色谱/质谱

仪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00元/样本

（12）裂解－气相色谱

/质谱仪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50元/样本

（13）气相色谱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样本

（14）热差、热重仪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样本

（15）X射线荧光光谱

仪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50元/样本

（16）X射线衍射仪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00元/样本

（17）离子色谱或离子

色谱/质谱仪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50元/样本

（18）微量物证理化检

验鉴定文证审查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样本

（三）声像资料类

1、电子数据鉴定

（1）硬盘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元/GB

（2）服务器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元/GB

（3）CD及DVD光盘检测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元/片

（4）U盘及存储卡检测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00元/个

（5）软盘检测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元/张

（6）电子设备检验鉴

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个

（7）存储介质物理故

障排除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900元/部件

（8）手机机身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900元/个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9）注册表检验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个

（10）软件一致性检验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元/100个程序行

（11）软件功能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个

（12）文件一致性检验

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对

（13）数据库数据恢复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3500元/个

（14）数据库一致性检

验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4200元/对

（15）其他电子数据检

验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元/MB

（16）密码破解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个

（17）现场数据获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元/GB

（18）网络数据获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60元/接入小时

（19）光盘朔源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片

（20）光盘刻录机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片

（21）电子物证鉴定文

证复审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例

2、声像资料鉴定

（1）录音资料中话者

同一认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200元/人

（2）录音资料辨识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件（按每20分钟计收）

（3）录音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0元/件（按每20分钟计收）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4）录音资料的降噪

处理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800元/件（按每20分钟计收）

（5）语音分析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件（按每20分钟计收）

（6）录音器材检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600元/件

（7）录像资料同一性

认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200元/件

（8）录像资料辨识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900元/件

（9）录像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件（按每20分钟计收）

（10）录像资料的模糊

图像处理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800元/件

（11）图片资料同一性

认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800元/件

（12）图片资料辨识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件

（13）图片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500元/件

（14）图片资料的模糊

图像处理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件

（15）人像鉴定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件

（16）特种光学技术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件

（17）多（超）光谱检

验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件

（18）计算机人像组合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500元/件

（19）手工模拟画像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800元/件

（20）手工雕塑复原头

像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2000元/件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21）计算机模拟复原

头像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000元/件

（22）声像资料鉴定文

证复审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1200元/件

（四）涉及财产案件类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司法鉴定机构

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按

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取，但收费金额每件

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具体比例如下：　　

（一）不超过10万元的，按照本附件中所列收

费标准执行；

　　（二）超过1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

1%收取；

　　（三）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

0.8%收取；

　　（四）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

照0.6%收取；

　　（五）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

照0.4%收取；

　　（六）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

照0.2%收取；

　　（七）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1%收

取。

五、公证服务费

（一）证明法律行为

1、证明合同、协议

（1）证明经济合同

①证明土地使用

权出让、转让、

房屋转让、买卖

及股权转让，按

下列标准收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收取比例为0.3%;按

比例收费不到200元的，按200元收取;500001元

至5000000元部分，收取0.25%;5000001元至

10000000元部分，收取0.2%;10000001元至

20000000元部分，收取0.15%;20000001元至

50000000元部分，收取0.1%;50000001元至

100000000元部分，收取0.05%;l00000001元以

上部分，收取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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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证明其他经济

合同，按下列标

准收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标的额20000元以下部分，收取比例为1%;20001

元至50000元部分，收取0.8%;50001元至100000

元部分，收取0.6%;100001元至500000元部分，

收取0.5%;500001元至1000000元部分，收取

0.4%;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收取

0.3%;2000001元至3000000元部分，收取

0.2%;3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收取

0.1%;4000001元以上部分，收取0.05%。

（2）证明民事协议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200元，涉及财产关系的加倍收取

2、证明收养关系

（1）生父母共同送养

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收费450元

（2）生父母单方送养

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收费750元

（3）其他监护人送养

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收费1000元

3、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按受益额收取，最低收取200元。受益额20万元

（含）以下部分，按1.1%收取；20万元至50万

元（含）部分，按0.9%收取；50万元至100万元

（含）部分，按0.7%收取；100万元至300万元

（含）部分，按0.6%收取；300万元至500万元

（含）部分，按0.5%收取；500万元至1000万元

（含）部分，按0.3%收取；1000万元以上部

分，按0.1%收取。

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按上述标准减半收取

。

（二）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1、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

份、曾用名、住所地、户籍注

销、国籍、经历、学历、学位

、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

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

关系、抚养事实、监护权、财

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

票据拒绝、选票、指纹、不可

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收费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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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

、资信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500元

3、证明不可抗力事件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300元

4、制作票据拒绝证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400元

（三）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1、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

和使用许可文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500元

2、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1）证明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公

司章程、会议决议或其

他法律文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500元

（2）证明其他有法律

意义的文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100元

（四）提存公证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按标的额的0.3%收取，最低收取100元。代申请

人支付的保管费另收。

（五）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按债务总额的0.3%收取

（六）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申请人要

求撤回的，可收取手续费，未经审查的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收费10元;已经审查的，按照该公证事项收

费标准的50%收取

（七）办理遗嘱、遗产方面公证，按下

列标准收取：

1、办理遗嘱公证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150元

2、保管遗嘱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200元

3、确认遗嘱的效力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300元

4、清点保管遗产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按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收费标准收取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八）证明对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

和估损，按下列标准收取：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收取比例为0.25%，

按比例收费不到200元的，按200元收取;500001

元至1000000元部分，收取0.2%；

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收取0.15%;

2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收取0.1%;

4000001元至6000000元部分，收取0.05%;

6000001元至8000000元部分，收取0.02%;

8000001元以上部分，收取0.01%。

（九）证明产权(不含知识产权)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400元

（十）证明宅基地使用权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80元

（十一）提存、登记、保管文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100元

（十二）代拟和修改与公证事项相关的

法律文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80元

（十三）证明执照、证书；文书上的签

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

、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200元

（十四）提供公证法律咨询和代办服务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每件20元(民事事项免收)

（十五）公证书工本费 鄂价工服〔2016〕42号 省物价局、省司法厅 省司法厅 各级公证机构
以上公证事项若需要增加公证书份数的，涉外

公证每本40元，国内公证每本20元

六、垄断性交易市场交易服务收费

（一）排污权交易手续服务费
鄂价环资规[2013]115号

省物价局 省环保厅 有关交易机构

根据单笔交易金额按分段递减累计的方法计

征：1、交易成交金额300万元及以下按3％、

300万元至600万元（含600万元，下同）按2％

、600万元至1000万元按1.5％、1000万元以上

按1％收取。单笔交易手续服务费不足1000元的

按1000元收取。

2、交易手续服务费由交易双方各承担50%。

（二）碳排放权交易服务费

1、采取协商议价方式实施交易

的

鄂价环资[2015]64号
省物价局 省发改委 省碳排放交易中心

按不高于实际交易额的1%收取，由买卖双方各

承担50%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2、采取定价转让方式实施交易

的

鄂价环资[2015]64号
省物价局 省发改委 省碳排放交易中心 按实际交易额的4%向卖方收取

（三）公共平台信息服务费 鄂价工服[2017]61号     省物价局 省公共资源监督管理局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以招投标交易项目中标金额为基数，采取差额

定率分档累进方式收取。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档次中标额（万元）             费率

 1、100及以下                 0.7‰

 2、100-1000（含1000）        0.56‰

 3、1000-5000(含5000)         0.42‰

 4、5000-10000(含10000)       0.28‰

 5、10000以上                 0.14‰

（四）保障性住房交易 鄂价工服[2017]61号                
省物价局、省公共资源交

易监督管理局
省公共资源监督管理局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按公共平台信息服务费的70%收取

 （五）产权交易鉴证收费
鄂价房服函[2004]23号

省物价局 省国资委 各级产权交易中心

按每宗产权交易资产总额采取分档累进法向交

易双方收取，其标准为： 

成交资产总额                   收费标准 

100万元（含100万元）以内        5000元 

101―1000（含1000万元）          3‰ 

1001―2000（含2000万元）         2‰ 

2001―5000（含5000万元）         1‰ 

5001万元以上                    0.5‰ 

以上收费包括提供信息、咨询、公证、变更过

户等服务

七、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服务费 

（一）事故车辆清障施救作业费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200元/小时，最高收费金额800元

（二）事故和故障车辆拖曳（牵引）费 

1、A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基价300元/10公里内，15元/公里，最高金额

600元/次

2、B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基价400元/10公里内，20元/公里，最高金额

850元/次

3、C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基价500元/10公里内，25元/公里，最高金额

1150元/次

4、D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基价600元/10公里内，30元/公里，最高金额

1400元/次

（三）事故车辆、故障车辆和货物转运

费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按照事故和故障车辆拖曳（牵引）费收费标准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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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吊车作业费

1、A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2000元/次

2、B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2500元/次

3、C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3000元/次

4、D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40吨以下4000元/次，40吨以上（含）4000元-

8000元

（五）货物搬运、装卸费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120元/吨

（六）事故车辆停放费

1、A、B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10元/天

2、C、D类车型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20元/天

（六）放空费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200元/次

（七）拖曳（牵引）车辆通行费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按拖曳（牵引）车辆实际交纳的车辆通行费向

事故或故障车辆的司机（货主）收取

（八）车辆租用费 鄂价费规[2012]109号 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 清障施救单位 150元/次

八、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费 十价环资规[2014]92号  环保、公安、质监部门 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机构

轻型车辆（最大总质量≤3·5吨）50元；

中型车辆（3·5吨＜最大总质量≤10吨）

60元；

重型车辆（最大总质量＞10吨）70元；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20元；

摩托车10元。（均为最高收费标准）

九、社会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 十价费规[2015]56号 公安部门
具有资质的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机构

未实施机动车排气污染分开检验收费的地区：

汽车每车次120元等，详见文件

十、船舶进出港、靠离泊服务收费

《港口收费规则（内贸部

分）》（交通部令2005第8

号）、《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港

口船舶使费和港口设施保

安非有关问题的通知》

（交水发〔2015〕118号）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港口经营人、引航机构

引航（移泊）费、拖轮费、停泊费、围油栏费

、驳船取送费、特殊平舱费等6项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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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港口设施保安费

《交通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收取港口设施保安

的通知》（交水发〔2006

〕156号）、《交通部关于

收取港口设施保安有关事

宜的通知》（交水发〔

2006〕238号）、《交通运

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延续港口设施保安费政

策的通知》（交水发〔

2009〕167号）、《交通运

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调整港口船舶使费和港

口设施保安费有关问题的

通知》（交水发〔2015〕

118号）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港口经营人、管理人

外贸进出口集装箱20英尺10元/箱、40英尺15元

/箱，其他货物0.25元/吨

十二、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十价工服规[2013]24号  

发改价格[2013]66号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局 各银行卡经营机构 详见文件

十三、商业银行服务收费
鄂价工服〔2014〕35号 发

改价格〔2014〕268号
银监局 各商业银行 详见文件

十四、汽车客运站收费
鄂价费规〔2012〕13号

鄂价费规〔2013〕120号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汽车客运站
大型客车发班费190元/车月（信誉等级AAA）

等，详见文件

十五、渡口车辆过渡费标准 授权县、市人民政府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