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市发改收费 〔⒛ 16〕 137号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公布涉及行政审批

政府定价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各县 (市 、区)发展改革 (物价)局 ,市有关单位 :

根据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机构委员会办

公室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审改办关于加强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收费监管的通知》(粤发改价格 〔⒛15〕 ”6号 )、 《广东

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

清单制度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 〔⒛16〕 3112号 )和 《梅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第 一批 )的决定》

(梅市府 〔⒛16〕 14号 )等 文件精神,我局在清理规范我市涉及

行政审批政府定价中介服务收费项目的基础上,编制了《梅州市

涉及行政审批政府定价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以 下简称 《清



单》),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涉及行政审批政府

定价中介服务收费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范,完善行

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 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要严格遵守 《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加

强行业监督和自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指定服务。

二、各实施收费的主体单位,要严格遵守 《价格法》等法律

法规,合法经营,诚信经营,为 消费者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严

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价目表和投诉举

报电话等信息;不得利用优势地位,强制服务、强制收费,或只

收费不服务、多收费少服务;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

的费用。

三、各县区价格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涉及行政审批政府定价

中介服务收费进行清理,并 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目录清单,加强监

督检查,对于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以及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查

处以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清单》在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我局将根据法律法规以及

收费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涉及行政审批政府定价中介服

务收费目录清单,并实时更新公布,实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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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梅州市涉及行政审批政府定价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联 系人:李艳红,联系电话:"53砭242229)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⒛ 16年 7月 31发



附件

梅州市涉及行政审批政府定价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

管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标准

执收

单位
备注

1 自愿性商业委托检

验鉴定费

梅州市出

入境检验

检疫局

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2357

号 )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⒛ 03]2357号 )

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详见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2357号 ),可查询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公众网/价费标准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http∶

//gddpc。 gov。 cn/)

梅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2 出入境检疫处理费

梅州市出

人境检验

检疫局

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2357

号 )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发改价格

[2003]2357号 )

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详见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2357号 ),可查询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公众网/价费标准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http∶

//gddpc。 gov.cn/)

梅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3
非法定预防接种和

体检费

梅州市出

入境检验

检疫局

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12357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2357号 )

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详见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 (发 改价格

[2003]2357号 ),可查询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公众网/价费标准

梅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号 )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http∶

//gddpc.gov.cn/)

矿山救援服务收费

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

理局

广东省 《定

价目录》

(⒛ 15年

版 )

原省物价局 (粤价函〔2013〕 1491

号 )

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详见原省

物价局 (粤价函 〔⒛13〕 1491

号 )可查询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公众网/价费标准/涉企经营服

务性收费 (http∶

//gddpc,gov.Gn/)

梅州市矿山救护队

5

机动车检测费 梅州市物价

局批准

梅市价[⒛ 14]104号 2T以 下货车 (不含 2T)、 ⒛座以

下客车 (不含 ⒛座 》 200元 /

辆;公交车出租车:160元 ;2T

以上货车 (含 2T)、 ⒛座以上客

车 (含 ⒛座 )∶ 240元 /辆 ;8T

以上 (含 8T)大 货、集装箱车:

290元 /车两

检测单位

产权交易服务费 市财政局 粤价 [2004]155号 详见文件 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7

土地使用权交易服

务费

市财政局 粤价 [2002]36号 、粤价 [20041345

号
详见文件 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矿业权交易服务费 市财政局 粤价 [2012]487号 详见文件 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工程交易服务费 市财政局 粤价 [1999]122号 、梅市价函

[2007]16号 、梅市价 [1999]5号
详见文件 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房地产交易手续费
(住房以外 )

梅州市国

土资源局

粤发改价格函【2015]4555号
每平方米 4元 梅州市国土资源局

海关监管仓货物保

管收费 (场检费 )

梅州市口

岸局

梅市价[⒛ 14]63号 详见文件
梅州市口岸服务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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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执收单位责任 :

1.执行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

2.执行收费公示制度,通过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式向服务对象公示收费项目、标准、设立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 ;

3.提供服务应坚持委托人自愿原则,并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 (协议 ),载 明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收费条款和争议解决
方式等 ;

4.按规定明码标价,如实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 ;

5.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
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事项 :

1.贯彻国家、省政府、市政府收费政策 ;

2.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监管,督促指导执收单位按清单收费;

3.纠 正违规收费行为,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

4.严 格遵守《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加强行业监督和自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指定服务 ;

5.其他责任事项。

三、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可查询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网站 (llttρ〃ww⒕mzdp.gOv。 c√ )。

四、社会公众咨询、投诉、举报电话:⒓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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