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 丹东市财政局文件

丹财非 (2018) 102 号

丹东市财政局关于发布 2018年全市性
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

项目目录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单位，各县(市)区、经济区财政局:

为做好 2018 年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国家统一制定

的非税收入优惠政策，依法依规组织征收非税收入，继续全面透

明的反映非税收入项目目录，根据省财政厅更新公布的《关于发

布 2018 年全省性及省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的通

知)}(辽财税(2018) 51 号)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停征排污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税 (2018 J

4 号)、《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



知))(财税 (2017] 18 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

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7] 20

号)和《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物价局〈关于清理规范省级设立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辽财税 (2017] 387 号)等文件规定，

我们编制了《丹东市 2018 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

入项目目录))(以下简称《非税目录训。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一、减少项目 33 个

(一)删除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31 个。人防部门的人防工

程 E 项费用 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姜、主主质量监督检验费 2 个;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的初级、中级

革闺(是纸)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费 1个;党校部门的培

训奏 1个 \C;;I 土部门药土地登记费 1个;环保部门的排污费、环

境监测服务费 2 个;住是部门的房屋登记费、房屋转让手续费 2

个;人社部门的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费、管理咨询

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2 个;卫生和人口计生部门的预防性体检费、

王主主雪防疫监副委(卫生检测费)、委托性卫生防疫服务费 3

个:吴三三王三i丁秀全计从业去接考这费 1个;辰监部门的产品质量

~雪注 2主、子量在三?2 习、.交乏fpf? 且是玉言及船用产品设施检验

姜 1个;在主王;，:f丁芳草运会豆 J重量监营栓验费 1个;水利部门的

河道工程管是主手去 1个;毒洋渔业部门的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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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费 1个;畜牧兽医部门的新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费、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委托检验费、兽药委托检验费 3 个;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认证费、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 GSP )认证费、药品检验费、食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日用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医疗器械产品检验费 6 个。

(二)合并项目减少 2 个.住建部门的垃圾排放管理费、居

民卫生费并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统一管理，减少 2 个。

二、调整项目 4个

人防部门的工事使用费(平战结合收入)、人防工程拆迁补

建费 2 个，交通部门的公路路产赔(补)偿费 1 个，住建部门的

市政设施、道路、绿地、园林损坏补偿费 1个，转为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三、增加项目 3 个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62 号)、财政部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 33 号)、财政部《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辽宁省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省政

府第 200 令)等规定，增加住房公积金部门的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项目 1个;增加党校部门的各级党校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

函大电大夜大及短期培训费项目 1个;增加各部门政府收入的利

息收入项目 1个。

四、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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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税目录》中若有遗漏而没有列入的项目，由执收单位

随时向同级财政部门反映或申报，以便按规定办理相关事宜;若

涉及行政审批(含行政许可)事项的项目，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执行。执行过程中若有项目增加、减少(含取消)及调整的，以

国家和省有效文件规定为准。

2.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要按照《非税目录》的格式，结合
本地实际，调整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非税收入项目目录，在

本地区范围内公布。

3.各地区、各部[丁(单位)在执行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向市

财政局反映。

丹东市财政局

2018 年 4 月 18 日

L

大三亨~!，~之二号丰在是是立

一， -

2018年 4 月 18日印发



丹东市 2018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及说明

市委办

财税 [2016]33号，省政府令第 200号等文件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
1.其他收入(填列具体项

缴入同级自库 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
目名称，下同) 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 其他非税收入，下同;其他非税收入团

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按财税 [2016]33号、省政府令第 200
r 2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号等文件规定，统一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同时，财政部 f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文件规定其应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核算，下同)

党校

[2006]2号，发改价格 [2005]2528号，发改价格 [2003]1011号，教财
l 各级党校学费、住宿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2003]4号，计价格 [2日32]838号，计价格 [2002]665号，计办价格
[2000]906号，教财 [1996] 101号，价费字 [1992]367号，教财

及短期培训费 [1992]42号，发改价格 [2日口的702号，教财 [2006]7号，教电

2.在职研究生教育收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辽价费字 [1997]6号，辽价发 [2003]15号，辽价函 [2007]23号，行政
事业性收费。

(l)报名考试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辽价函 [2007]23号。

(2)学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辽价费字 [1997] 6号，辽价发 [2003]15号。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老干局

1.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04]53号，省政府令第 200号，辽政办发 [20口2]42号，辽政办
发 [2010]35号，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下同)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 政府办

1.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五 外办

1.签证费

([)代办签证服务费 缴入同级国库 丹价审发 (2015)29 号:其他非税收入。

(2) 代办护照服务费 缴入同级国库 同上.

(3) 代发邀请函服务费 缴入同级国库 向上。

(4) 代译代填表格服务
缴入同级国库 同 t.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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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 2018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及说明

(5) 为外国留学人员来
缴入同级国库 同上。

华签证服务费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六 法制

1.仲裁费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1O]l9号，辽财非 [2010]985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七 纪委

1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J~ 团市委

1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国办发 [2003] 13号，发改价格 [2011]3207号，辽政办发 [2002]42号，
宿费 辽政办发 [2007]35号，辽财综 [2003]478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2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九 公安

价费字 [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公通字 [2000]99号，计价
1.外国人签证费 缴入同级国库 格耻，[lb20蛊03]392号，辽价发 [1992] 203号，辽价发 [2003] 71号，行政事业

2.外国人证件费 缴入同级国库
价费字 [1992] 240号，财预宇 [1994]37号，公通字 [2000]99号，辽价
发 [1992]203号.行政事业性收费回

财综 [2004]60号，发改价格 [2004]2230号，辽财综 [2004]543号，辽
(l) 居留许可 价发 [2004] 140号。按财综 [2004]60号文件规定，中央和地方按 20，

80分成。

财综 [2004]32号，发改价格 [2004]1267号，辽财综 [2004]542号，辽
(2)永久居留申请 价发 [2004]96号。按财综 [2004] 32号和辽财综 [2004]542号文件规

定，中央、省、市按 40，20，40分成.

(3)永久居留证 同上。

(4) 出入境证 同上。

(5)旅行证(吉延期) 同上。

3.户口簿工本费(仅含丢 价费字 [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辽价发 [2005]66号，辽价发
失损坏补办户口簿收取 缴入同级国库 [1992]203号，辽价发 [1998] 13号，财综 [2012]97号:行政事业性收
的工本费)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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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 2018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及说明

f居民身份证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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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缴入同级国库
[2004]8号，财综 [2007]34号，辽价发 [1997]34号，辽财综 [2004]157
号，辽价发 [2005] 66号，辽财非 [2007]387号。按辽公综 [2005]256号
、辽公通 [2008] 28号文件规定，二代证收费实行省、市分成:行政事.
业性收费。

(I)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省、市分成，省 16.5元/证、市1.5元/证、县2元/证。

(2)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省、市分成，省 20元/证、市县20元/证。

补领、换领

(3)第代居民身份证
省、市分成，省 7元/证、jJJ县3元/证。临时证

价费字 [1992]240号，价费字 [1993]164号，财预字 [1994]37号，公通
5.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缴入同级国库 字 [2000]99号，辽价发 [1992]203号.按公通字 [2000]99号文件规

定，证件收费中央和地方实行 5:5分成，行政事业性收费.

计价格 [2000]293号，辽价发 [2013]64号，辽价发 [2000]52号，辽财

(I) 因私护照 预字 [2001]16号，辽财综 [2005]164号，辽价发 [2013] 64号。按辽财
预字 [200tJ 16号和辽财综 [2005]164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行
5，4，1比例分成

(2)出入境通行证 财综 [2008]9号

(3)往来(含前往)港 计价格 [2002J 1097号，发改价格 [2005] 77号，辽价发 [2005] 13号，辽
公境 [2004] 131号，辽公综 [2006] 181号，中央、省、市按 5，2，3分澳通行证(含签注)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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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价发 [2001] 144号。按财综 [2005]58文件规

(4)台湾居民往来大陆 定，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管理，即一次有效往来大陆签注、口岸一
次有效往来大陆签注收入均作为地方收入;一年以内(含一年)多次通行证(含签注)
有效往来大陆签注收费中央地方五五分成，每件中央分成 50元:一年
以上、三年以下(吉三年)和=年以上、五年以下(吉五年)居留签
注收费每件中央分成 100元，其余作为地方收入

(5)台湾同胞定居证 价费字 [1993]164号，发改价格 [2004]2839号

(6)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计价格 ["2丽1]1835号，辽价发 [200tJ 144号，中央和地方 5，5分成通行证(含签注)

f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宇 [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计

6 机动车辆号牌证工本费 缴入同级国库 价格 [1994] 783号，发改价格 [2004]2831号，辽价发 [1992]203号，辽
价发 [1994] 62号，辽价发 [2005]3号，辽财综 [2005]72号，行政事业
性收费。

(I) 号牌费 同 t.
(2)号牌固封装置费 同上。

(3)号牌架费 同上。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 [1992] 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计
7.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缴入同级国库
价格 [1994] 783号，发改价格 [20口4]2831号，汁价格 [2日01]1979号，

〈含临时〕 辽价发 [1992] 203号，辽价发 [1994]62号，辽价发 [2001J 158号，辽价
发 [2005]3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综 [200tJ67 号，计价格 [2001] 1979号，发改价格 [2004]2831号，辽
8.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01]683号，辽财综 [2005]72号，辽价发 [2005]3号;行政事业

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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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 2018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及说明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 [1994]37号，发改
9.驾驶证工丰费 缴入同级国库 价格 [2004]2831号，辽价发 [1992]203号，辽价发 [2005]3号:行政事

业性收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 [1992]240号，发改价格
[2004]2831 号 .ìl 价发 [2006] 25号，辽财非函 [2ω 创刊号，辽公通. 10 驾驶许可考试费 缴入同级国库 [2007]234号，辽价发 [2010]28号，辽价函 [2013]80号。按辽财非函
[2006] 74号文件规定，各市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收入 10%上缴省财政:
行政事业性收费。

11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08]36号，发改价格 [2008] 1575号，辽财非 [2008]399号，辽
工本费 价发 [2∞8]87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12.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
缴入同级国库 同上.和行驶证工本费

13.养犬管理费 缴入同级国库
辽财非 [2011]220号，沈价发 [2012]21号<<辽宁省养犬管理条例》
(2014年5月30日省人大十二次十次会议通过) ;行政事业性收费。

14 保安员资格考试费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11]60号，辽财非 [2011]754号，辽财非函 [2012]80号，行政
事业性收费，

15.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6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7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8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 司法

1.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一 劳教

l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 监狱

l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十-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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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 2018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及说明

价费字 [1992]333号，计价格 [2∞0]1567号，财预 [2002]584号，辽财
预 [2002]632号，辽价函 [2003]44号，辽价函 [2006]38号，辽价函
[2008]65号，辽价函 [2010] 164号，辽价函 [2013]60号，辽价函

l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缴入中央省 rIí国库 [2014]42号。根据文件规定，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

费 40元/人，科(含上缴中央6元) ，各市按每人每科 15元上缴省财政厅. (含上缴中央6元/人.科);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
60元/人.科(含上缴中央6元) ，各市按每人每科 8元上缴省财政厅
(吉上缴中央6元/入-科);行政事业性收费.

2 收费票据工本费 缴入同级国库
计价费 [1998]374号，计价格 [2001] 604号，财预 [2002]584号，财综
[2012]97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3.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5.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6.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 审计

1.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五 统计

1.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十六 工商

1.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七 人防

中发 [2001]9号，国发 [2008]4号，国动字 [1998]2号，国动字 [1999] 1
号，计价格 [2000]474号，财预 [2002J584号，省政府令第 49号，辽人
发 [2000] 19号，辽财预 [2002]632号，辽财非 [2010] 1127号，辽财非

1.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缴入省市县国库 函 [2013] 256号.按辽财非 [2010]1127号文件规定，自 2011年1月1日
起，各市、县(市、区)收取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0%上缴省。
按财综 [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
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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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动字 [1998] 2号，国动字 [1999]1 号，财税字 [1997]36 号，省政府令

2 工事使用费(平战结合 第 49号，辽价发 [1992]l90 号，辽财税字 [1997] 159号，辽财预

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002] 632号，辽人发 [2000] 19号，按辽人发 [2000]l9 号及 f辽宁省

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各市入防平战结合净收入的 10%土交
省，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

3. 人防工程拆迁补建费 缴入市县国库
国动字 [1998]2 号，省政府令第 49号，辽财预 [2002]632 号，辽价发
[1992]190 号: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5.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6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八 地税

按照财预 [2014]368 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国发 [1996]37
号，国办发 [2006]43 号，财税字 [1997]95 号，财综 [2∞2]33 号，财综
[2008] 11号，财综 [20413]l02 号，辽地税行 [1997] 205号，辽财预字
[1997] 348号，辽财教 [2007]67 号，财综 [2013]88 号，财综 [2013] 102
号，辽财非 [2013]642 号，财税 [2014] 122号。按辽财教 [2007]67 号文

1 文化事业建设费 缴入同级国库
件规定，中央所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中央金库;省
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省级金库，市及市以下所属单
位和个人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 40弛部分上缴省级金库. 60%部分上
缴同级金库.自 2015年 l月1日起至 2017年 12月31日，对按月纳税的月
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含 3万元) .以及按季纳税的季度销售
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9万元(含 9万元〉的纳税义务人，免征文化事业建
设费:政府性基金.

2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5.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十九 物价

1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 旅游

财综 [2006] 31号，发改价格 [2010]915 号，发改价格 [2006]2051 号，辽
财非 [2006J820 号，辽价函 [2007] 104号，辽价函 [2008] 205号，辽价

l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费 缴入省国库 函 [2013] lO5号。现场考试(口语)科目([科) ，普通话考生 60元/
人，笔试(上机)科目 (3科) ，70元/人、科，加试外语 120元
/人:行政事业性收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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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
二+一 教育

' 1.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 国办发 [2∞3}l3号，发改价格 [2011J3207号，辽政办发 [20口2)42号，
宿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辽政办发 [2007J35号，辽财综 [2003)47 日号，辽价发 [2013J3号:行政
事业性收费。

2 城市中小学住宿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教财 [1996]101 号，辽财综 [2003]478 号，辽价发 [2004]111号，教材
[2004]7号，辽政发 [2008J32号，行政事业性收费回

(l)城市小学、初级中
同上。学住宿费

(2)高级中学住宿费 同上。

3.初中升学报名考试费
缴入市县财政专户 辽财综 [2003J478号，辽价函 [2005J85号.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

4 初中升学体育加试费
缴入市县财政专户 同上。

(城市〕

4 高中公费生学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教财 [1996J101号，教财 [2003)4号，辽财综 [2002J235号，辽财综
[2003]478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5.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教财 [1996]101 号，辽财综 [2003]478 号，辽价发 [2004]107 号，辽教
中专〉收费 委办字 [1999]79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l)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同上.

(2)中等职业学校住宿
同上。

费

价费字 [1992J367号，教财 [1996J101号，教财 [2003]4 号，汁价格
6 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电 [2002J665号，发改价格 [2005J2528号，教财 [2口06J2号，辽财综
大、成人教育和自考助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2003]478 号，辽价发 [20∞J64号，辽价发 [2日03J15号，辽价发
学，下同〉学费 [2004J105号，辽价发 [2∞4J 106号，辽价发 [2014]41 号，辽价发

[2014]49 号，辽价发 [2014]66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7 广播电视大学收费 缴入同级财政专户 计价格 [2002]838 号，发改价格 [2009J2555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1)学费 同上。

(2)注册费 同上回

(3)毕业生审定费〈吉
同上 e毕业证书费)

8 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学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教财 [2006J2号，辽财综 [2003]478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费

(1)成人高等教育(包
含函大、夜大、职大)脱 同上。
产学费

(2)成人高等教育〈包
吉函大、夜大、职大)业 同上.
余学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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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人中等专业教育
同上。

学费

(4) 自学考试助学学费 同上。

(5) 成人教育和自学考
试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 同上。
计〉答辩费

F哩

9. 高校高考专业课加试 辽价函 [2013]63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四

([)体育类加试费 辽价函 [2016]45 号

(2) 艺术类加试费 辽价函 [2013] 36号

10 普通高等学校住宿费
教财 [2003]4 号，教财 [2∞6] 2号，辽财综 [2003]478 号:行政事业性

〈包括成人教育学校住宿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费)

收费。

11. 普通高校报名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价费字 [1992]367 号，发改价格 [2003] 2161号，发改价格 [2005]1245

户
号，辽财综 [2003]478 号，辽价函 [2013]172 号，辽财非函 [2015]197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l) 普通高校招生文化
120元/生:中央1元/生，省77元/生，市42元/生

课考试费

(2) 局职专升本文化课
120元/生省 90元/生，考点 30元/生

考试费

(3) 中职升高职文化课
120元/生省 78元/生，市42元/生

考试费

(4) 小教师资文化课考
120元/生�省78元/生，市42元/生

试费

12 自学考试报名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价费字 [1992]367 号，发改价格 [2003]2161 号，辽价函 [2013]172 号，

户 辽财非函 [2015]197 号，辽价函 [2015] 24号.行政事业性收费自

(l) 自学考试(含实践
45元/科

环节考核)报名考试费

(2) 自学考试(含学历
30元/生，其中:省 20元/生、市10元/生

文凭考试)学历认定费

(3) 自学考试(含学历
文凭考试)课程免考审定 30元/生，其中:省 20元/生、市10元/生
费

(4) 自学考试(含学历
50元/生，其中中央 5.5 元/生、省34.5 元/生、市10元/生

文凭考试)毕业生审定费

13 成入高校招生报名考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价费宇 [1992] 367号，发改价格 [2003]2161 号，辽财综 [2003]478 号，

试费 户
辽财非 [2012]342 号，辽价函 [2013]172 号，辽财非函 [2015]197 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1) 不吉大专起点本科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同上口

成人考试费

(2) 大专起点丰科成人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同上。

考试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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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报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辽价函 [2013]1 72号，辽财非函 [2015]197 号，按文件规定， 30元

名考试费 户
/科，其中省 17.2 元/科(其中国考课每科上缴国家 8元)、市 12.8
元/科:行政事业性收费.

辽价函 [2013]172 号，辽财非函 [2015]197 号.技文件规定， 1级B、i
. 级、 2级(笔试、口试) 130元/人次，其中中央 30元/人次、省

56元/入.次、市4元/人.次、考点40元/人次; 1级B、 l级、 2级(笔
试);70元/人次，其中中央 20元/人.次、省28元/人次、市 2元/

15‘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人，次、考点 20元/人.次 l级B、1级、 2级(口试) ;60元/人-次，

试费 户
其中:中央 10元、省 28元、市 2元、考点 20元; 3级、4级、 5级(笔试
口试) ;150元/人次，其中:中央 50元、省 52元/人。次、市4元/

人次、考点 44元/人;3级、 4级、 5级(笔试) ;85元/人.次，其
中:中央 35元、省 26元/人次、市 2元/人次、考点 22元/人;3级、 4
级、 5级(口试) ;65元/人.次，其中:中央 15元、省 26元/人-次、
市2元/人.次、考点22元/人:行政事业性收费.

辽价函 [2013]172 号，辽财非函 [2015]197 号.按文件规定， 2、3、4
级笔试、机考 100元/人次，其中中央 10元/人-次、省48元/人

16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次、市 4元/人次、考点 38元/人次; 2、3、4级笔试、机考选- 50
费 户 元/人次，其中:中央 5元/人次、省 24元/人次、市 2元/人-次、考

.<:\ 19元/人次; 1级、 1级B; 80元/人次，其中:中央 10元/人次、
省36元/人次、市 4元/人.次、考点30元/人次 1 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函 [2013J 172号，辽财非函 [2015]197 号。按文

17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件规定，四级 32元/人次，其中，中央 8元/人次、省 9元/人.次、
市2元/人次、考点 13元/人-次，六级;32元/人.次，其中中央 10

试费 户
元/人次、省 7元/人次、市 2元/人-次、考点13元/人次，沈阳市不
参与分成

辽价函 [2013]172 号，辽财非函 [2015J 197号。按文件规定，笔试、机
18 全国高校计算机考试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考; 40元/入-次，其中:省20元/人次、考点 20元/人次;笔试、机

费 考选- 20元/人-次，其中省 10元/人次、考点 10元/人次:行政
事业性收费。

19 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 辽价函 [2013J 172号，辽财非函 [2015] 197号.按文件规定， 60元/人.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次，其中省 42元/人次(含上徽省学位办 10元〉、报名点(市) 6

试费
元/人次、考点 12元/人-次，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函 [2013J 172号，辽财非函 [2015] 197号.拉文
20. 同等学历入员申请硕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件规定， 100元/人次，其中; (1) 外语.中央 45元/人次、省 34元

士学位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户

(含上缴省学位办 10元)/人次、报名点(市) 5元/人，次、考点16
报名考试费 元/人次 (2) 综合水平中央 50元/人-次、省29元(含上缴省学

位办 10元)/人，次、报名点(市)5元/人.次、考点16元

辽价函 [2013JI72 号，辽财非函 [2015] 197号.技文件规定， 25元/人

21 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 缴入中央省市财政专
次， (1) 报名人数未超过 1万(吉)人的，其中中央 1元/人次、
省 13元/人次、市 2元/人次、考点 9元/人次; (2) 报名人数超过 l

试 (A、B级)费 户
万的，其中中央 O.7元/人次、省 13.3 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
点9元/人次，沈阳市不参与分成:行政事业性收费。

22.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外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辽价函 [2013J172 号，辽财非函 [2015J 197号。按文件规定， 25元
语口试费 /生，其中:省 10元/生、市15元/生，行政事业性收费。

23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
缴入省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

招生统一加试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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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同级国库
发改价格 [2006J 2221号，财综 [2012J41号，辽财非函 [2012]44号，辽
财非函 [2015J 189号，辽价函 [2016J6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25 中小学外国学生学费 缴入市财政专户 辽财非函 [2014J378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26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教师 [2009Jl 号，辽财非函 [2012] 153号，辽价函 [2014J 100号:行政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 缴入同级国库
考试费

事业性收费。

《教育法>>.国务院令第 60号，国发 [1986J50号、448号，国发明电
[1994]2号、 23号，财综函 [2003] 2号，辽教委宇 [1993J23号，辽地税

27.城市教育费附加 缴入同级国库 行 [1998]275号。按辽教委字 [1993] 23号文件规定，各市征收总额的
10%上缴省.按财综 [2010] 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
程"于以免征，政府性基金.

按照财预 [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教育法>> �
财综函 [2003]2号，财综 [2010] 98号，财综函 [2010]79号，辽政发

28 地方教育附加 缴入同级国库 [2011]4号，辽财非 [201日694号，辽财非 [2011]996号，辽财非
[2014]219号。按辽政发 [2011]4号文件规定，各地征收的地方教育附
加实行省市 1，9比例共享，就地缴入当地国库.按财综 [2010]54号文
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政府性基金.

29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04]53号，省政府令第 200号，辽政办发 [2002]42号，辽政办
发 [2010] 35号: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0 社会捐赠收入(非定
缴入同级国库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E

向捐赠货币收入〉

31 其他收入 缴入向级国库 辽财非 [2009]336号，辽政办发 [2010]35号，其他非税收入。

32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二 文化

1.房屋出租收入 擞入同级国库

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三
新闻出版
广电

1.广播电视台广告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财规 [2000]25号，财综 [2004]53号，辽政办发 [2002]42号，辽财非
[2009J907号: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其他收入 缴入向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四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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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
辽财非 [2010]927号，辽价函 [2014]43号.按辽财非 [2010]927号文件

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规定，考务费收入全额上缴中央国库:考试费收入按照省、市 2，8的

比例分别缴入省、市国库，行政事业性收费 a

财综 [2011]29号，辽财非 [2011]407号，辽财非 [2011]884号。按财综
4 港口建设费 缴入中央、 11l国库 [2011]100号文件规定，对毡;滚运输暂免征收港口建设费，政府性基. 金。

5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6.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7.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8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八 国土资源

l 士地复垦费(取消对农
《土地管理法>>，辽政发 [2000]48号。按财综 [2010]57号文件规定，

民建房用地的土地复垦 缴入同级国库
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

费〉

2.土地闲置费 缴入同级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士地管理法>>，辽政发
[2000]48号，财综 [2012]47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3 耕地开垦费 缴入同级国库
《土地管理法>>，辽政发 [2000]48号.按财综 [2010]57号文件规定，
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税 [2016]79号，发改价格 [2016] 2559号。按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4 不动产登记费 缴入同级国库
后，原相关部门收取的土地登记费、房屋登记费、林权证工本费以及
其他涉及不动产登记、查询、复制和证明的收费项目律取消，行政
事业性收费。

5 国有士地使用权出让收
国办发 [2006] 100号，原国家土地局令 [1992]第 1号、 [1998]第8号，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06]68号，辽财非 [2007]213号，财综 [2011] 62号，辽财非
入 [2011]658号: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按照财预 [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兵预算管理，国发 [201l] 22

其中教育资金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号，财综 [2011]62号，辽财非 [2011]658号。按辽财非 [2011]658号文
件规定，市、县(区〉将己 ì:t提的教育资金按 20%比例上缴省国瘁，
辽财非 [2012]280号，辽财非 [2013] 30号

按照财预 [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中发
农田水利建设资

缴入同级国库
[2011] 1号，财综 [2011]48号，财综 [2012]43号，按财综 [2012]43号

金收入 文件规定，市、县(区〉将己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按 20%比例上
缴中央

财综 [2004]49号，按辽财综 [2004]667号文件规定.按土地 tU让平均
6.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纯收益 15%提取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市、县(区)提取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 20%上缴省

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缴入同级国库
国办发 [2006]100号，辽财非 [2007]213号，辽财非 [2007]489号，国
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发 [2017]29号，财综 [2017] 35号，辽财明
缴入同级国库 电 [2017]107号。按辽财明电 [2017] 107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

8 矿业权出让收益 行4，3，3比例分成，并增设"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科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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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探矿权出让收益 同上 财综 [2017]35 号

(2) 采矿权 :.H让收益 同 t 财综 [2017]35 号

. 缴入同级国库 号，辽财非 [2006]671 号，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
9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用收入管理

(1)深矿权使用费
缴入同级国库

按照辽财非 [20061445 号文件规定，省、市实行 5，5比例分成

(2)采矿权使用费
缴入同级国库

同上

缴入同级国库 分固有享资比源有偿使用收入。国发 [2017J29 号，矿业权占用费中央与地方
10 矿业权占用费 例确定为 2 : 8

(1) 探矿权占用费 同上 财预 [2017]106 号

(2) 采矿权占用费 同上 财预 [2017] 106号

11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2.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九 环保

l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三十
住房城
乡建设

财综字 [1997] 111号，国发 [2000J36 号，计价格 [1999J 1192号，计价
格 [2002J515 号，省政府令第 235号，辽政办发 [2003]77 号，辽政办发

l 污水处理费 缴入同级国库 [2008J60 号，辽价发 [2002]87 号，辽价函 [2004J89 号、 100号、 72号
、 101号、 99号、 117号、 90号、 98号、 71号、 40号、 103号、 73号、
74号，辽价函 [2009]42 号，辽价函 [2010]30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B

2 城镇垃圾处理费(垃圾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 [2002]872 号，辽政办发 [2010J 13号，辽价
排放管理费、居民卫生费

缴入同级国库
发 [2003]6 号。城镇垃圾处理费按辽价发 [2003]6 号规定，各市县按总

并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额2%上缴省，辽政发 [200J] 15号，辽价发 [1992]197 号，辽财税
统一管理〉 [2017] 387号。按辽价发 [2003]6 号规定，各市县按总额 2%七缴省

3.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
缴入同级国库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 [1993]410 号，财预 [2003]470 号，辽建
复费 发 [1995]53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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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政设施、道路、绿地
缴入同级国库

辽政发 [2001] 15号，辽价发 [1992J 197号，辽财预 [2002J632号:国有
、园林损坏补偿费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综函 [2002J3号.技财综 [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
5.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缴入同级国库 安全工程"予以免征， ，工财非(2010) 950号，丹财非 [2012]375号.

政府性基金.

6.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7.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B 公租房租金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辽财非 [2007]856 号

9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十 农业

1 驾驶许可考试费 缴入同级国库 辽价发 [2010]28收号费，辽.价函 [2016] 148号，执行期限 2019年 12月31
日.行政事业性

2.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草原植被恢复费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10]29号，辽财非 [2010] 1138号，辽价函 [2011]99号，辽价函
[2013]146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4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5.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6.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三十二 林业

1.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三十三 水利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00号)，价费字
[1992J 181号，财预字 [1994J37号，财综 [2003J 89号，发改价格

l 水资源费(对农民生活
缴入中央省市县国库

[2009J 1779号，辽政发 [2002J 19号，省政府令第 234号 (2009年7月 11
和生产用水免收) 日发布)，辽财综[2004J67号，辽财非 [2009J546号。省、市、县具体

分成比例按辽财非 [2009J546 号执行，按财综 [2010]57号文件规定，
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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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法>>.财预 [2002] 584号，辽水利保字 [1995]262 号。按辽
水利保字 [1995]262 号文件规定，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机构
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返给建设、生产项目所在乡(镇) 30%; 分别
上交省、市级各 5%0 市级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返给建

2. 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入中央省市县国库 设、生产项目所在县 35也上交省 5%0 省级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
. 流失补偿费分别返给建设和生产项目所在的市级、县级各 20毡，财综

[2014]8 号，发改价格 [2014]887 号，辽财非 [2014]277 号，国发
[2015]35 号规定从 2016年 l月 1日起，转列一般公共预算:行政事业性

. 收费。

按照财预 [2014]368 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国发
[1997]7 号，财综 [2008] II 号，财综宇 [1998]131 号，辽财非

3. 水利建设基金 缴入同级国库
[2011]266 号，财综 [2011]2 号(执行期限至 2020年底) .按财综
[2010]54 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水利建设基金
(防洪保安资金)予以免征，财税 [2014] 122号对小微企业免征，期
限为 2015年 1月 l 日至2017年 12月31曰:政府性基金.

4.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辽财非 [2011]601 号，辽财非 [2014]296 号，按照辽财非 [2014]296 号

5 问道采砂权出让价款 缴入同级国库
规定，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实行省、市(吉县区) 5，5分
成，市(县)负责河道实行省、市(县) 2:8 分成，属有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

6.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7.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三十四 海洋渔业

《渔业法>>.国函 [1988] 122号，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令第 1
号，农业部令第 5号，价费字 [1992]452 号，财预 [2000] 127号，辽水

1.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缴入同级国库
产政字 [1989] 29号，辽财农字 [1999J57 号。按辽财农字 [1999]57 号规
定，上缴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10施，上交省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 40%. 市以下留成 50%. 财税 [2014] 规定，对小微企业免征，
行政事业性收费.

《海域使用管理法>>. (93) 财综字第 73号，财综字 [2000]34 号，财
综 [2006]3 号，财综 [2007] 10号，财建 [2009]491 号. (辽宁省海域使
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79号).价费字 [1993]73 号，辽财综字
[1993]484 号，财综字 [2000]34 号，辽海字 [2002]68 号，辽财非
[2006]385 号，辽财非 [2006] 668号，辽财非 [2007]77 号，辽财非

2.海域使用金 缴入同级国库 [2007]842 号，辽财非 [2008] 502号，辽财非 [2008]759 号，辽财非(
2013) 583号.按辽财非 [2007J77 号和辽财非 [2008]502 号文件规定，
省、市、县按审批权限审批用海项目收缴的海域使用金，养殖用海缴
纳的海域使用金缴入同级国库外，项目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大连
除外) �30%缴中央. 12%缴省国库. 58%缴市、县国库.国有资源有
偿使用收入.

财综 [2010]44 号，辽财非 [2011] 1086号，按辽财非 [2011]I086 号文件
3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缴入同级国库 规定，中央、省、市、县分成比例为 2，2，1，5，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收入。

4 渔港费收 缴入同级国库 农(渔政〕字 [1993] 15号:其他非税收入。

5.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6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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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8.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二十五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 [200!J 1969号，财预 [2002] 584号，辽价函

I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
|市川6ω0%|用能力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字 [2000]27 号，财预 [2002]584 号，计价格
[2000]546 号(我省未执行此标准) ，计办价格 [2000]839 号，辽价函

2 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考 [2010] 29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20%

3.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去规改定价，格省[2市004] 1108号，辽价函、市[26001%0]29 号.按辽
等级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财非函 [2016]455 号分成标准:省 40%

4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 [2004] 1108号，省辽4价函 [2010]29 号。按辽
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 0%、市 60咽

5 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 行政事函业[2性收费圈发改价格 [2004] 1108号，辽价函 [2010] 29号.按辽
资格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财非 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40%、市 60咀

6.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行政事函业[2性收费。发改价格 [20 口4] 1108号，辽价函 [2010]29 号。技辽
试费 财非 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艳、市2日%

7试.造费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省 [2市00分4]成1108号，辽价函 [2010] 29号。技辽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标准:省 80%、市20 咀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 [2∞2]1698 号，财预 [2002]584 号，辽价函
B 初级、中级出版专业技 [2010J29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20%

行政事业性收费白发改价格 [2007]2016 号，辽价函 [2009] 羽号，辽价
9 注册试安费全工程师执业资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函 [2010J29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格考 、市 20%

1资0格注考册试设费备监理师执业 行政事函业[2性收费。号发规改定价，格省[2市007]2016 号，省辽8价函 [2010J29 号。按辽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财非 016]455 分成标准， '1iì80%、市2日%

11 级注册建造师执业 行[2政00事7]业35性号收，费辽。财发非改[2价00格7]4[23030号7]，14辽67价号函，[财20库10][22090号4]。I8按3号辽，财财非综函

资格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 20%

12.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 [2002]2546 号，辽价函 [2010]29 号，辽价发
土〉执业资格(基础、专 [2013J64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业〉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20%
13. 注册土术工程师(港
口与航道)执业资格考试 行政事业性收费 s 发改价格 [2009] 1003号，辽价函 [2010]29 号，辽价
(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 发T[E2020l%3]64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试)费 缴入中央省国库

14.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试试(包〕括费基础考试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发 [2013]64 号 a 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
和专业考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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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业考试试(包)括费基础考试 行政事省业市性分收费。辽价省8发0 [2013]64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
和专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定，成标准队市 20咀

16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执考业试和资格专考业试考试(包)括费基础 行政，事省业市性收费。辽价发 [2013] 64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定分成标准:省 80%、市 20%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 [2006]2308 号，发改价格 [2009]1586 号，.
17 翻考译试专费业资格(水 |辽定阳，省市[川分成29号省辽 8ω价附附0%弘发缸、[川
平〉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标准、市 20%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 [2007]61 号、发改价格 [2010J573 号，辽价函

水18平助考理试社费会工作师职业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22001%阳号�按辽财非函 [2则町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B侃、

行政事业性收费 B 财综 [2007]61 号，发改价格 [2010]573 号，辽价函
考19.试社费会工作师职业水平 [2010]29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克、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20%

20.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 [2006]37 号，发改价格 [2009] 2599号，发改价

资格考业考试试(包)括费基础考试 格 [20省13市]1494 号，辽价省8发0咀[2013] 64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
和专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定，分成标准、市 20也
21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
利水电工程)执业资格考

i试考试(包)括费基础考试和专业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同上，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 20%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 [2007]41 号，发改价格 [2007] 1925号，辽财非

2职2业.环资境格影考响试评报价名工费程师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200176]15411号，辽价省函市[20分10]29 号，辽价函 [2010]29 号.按辽财非函
[20161455 号规定，成标准省 80%、市 20%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函 [2010]205 号，财综 [2010]77 号，辽财非

23 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 [2011J 613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 20%
(l)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

格考试费 省市分成标准:省 80艳、市20%

格考(2)试二费级注册计量师资
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2侃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函 [2010] 205号，财综 [2010]49 号，辽财非I~曹4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2011] 610号固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市 20%

25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 行政事业性收费 B 财综 [2011]10 号，辽财非 [2011]633 号，辽财非函

技术人试部员职分业水平考试费 [2012J 195号.按辽财非函 [2016J455 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省 80%
(笔〕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市 20%

26 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 [2002]83 号发改价格 [20041672 号考试 缴入同级国库

2资7格一考级试注册消防工程师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 [2015]69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
省市分成标准省 8饰、市 20%

28 房地产估价师考试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 [2015]68 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 20%
~皮之:=-，;贸).IIJ;; 口1-")

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 [2015] 创号.掠辽财非函 [2016J455 号规定，
专业)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咀、市20%

(l业)一资级格注考册试结构工程
师执 同上 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 20%

(2)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 同上 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克、市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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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注册机械工程师执业
资格基础试 缴入同级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 2015]68 号

31. 注册冶金工程师执业
咨格基础 J 试 缴人同级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 2015]68 号

132.注册采矿/矿物工程师
执业 基础试 缴入同级国库

缴入同级国库

34 一级、二级注册建筑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 [2015] 68号.按辽财非函 [2016]455 号规定，
师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省市分成标准:省 80%、市20咀

(])一级注册建筑师考
试 省市分成「准:省 8日艳、市20%

(2) 二级注册建筑师考
试 省市分成 J标准:省 80唱、市20%

同 t ___1 省40元/λ 次，市 10元/人次

同 t 1省40元/人.次，市10元/人次

同上|初中级 62元/人科(啻 t缴中央 12元).省407['、市 10元

同上|高级 7阳人科(吉 t缴中央盼，省 40元、市 11元
11T且学EUIfX 页。 1T1日「柑 LZUUZJ~b':I:7' 附 j页 LLUU':J 00'金τ'j，JJ...ur国
1[2003]54 号，辽价函 [2009]17 号，、辽财税函 [2017]163 号。按辽财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非 [2013]805 号、辽价函 [2014]093 号、辽非税函 [2016]339 号、辽财

35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
路工程)执业资格考试

36.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费

(])初中级审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

(2) 高级审计专业技术
咨格考试

37.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莹

(l) 初级审计专业技术
喳格考试

α) 中级审计专业技术

资篮主革一

(3) 高级审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拍而师Y⋯且T 刊
费 (201 日年一次性收尾考
试)

39.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人
员考试费

缴入同级国库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同上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缴入省市国库

缴入省市国库

缴入省市国库

同上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 [2015168 号、发改价格 [2015H21? 号

[2002]215 号，辽价函 [2002]64 号，辽价函 [2日07]41 号，辽价函
[2011]82 号，辽财税函 [2017]163 号。按辽价函 [2014]092 号和审考办
字 [201411 号以及发改价格 [20121328 号、辽财税函 [2017H63 号规

级 62元/人科(含上缴中央 12元) ;高级 705毛/人.科(含上缴中央20
元)

省40元/人次，市 10元/人.ìJ:
11T且学皿 1主吼声。刑三南 L.tUU';lJ lU亏，且且 ur惜 LL;UV';lJOJJ可，工4 阳斗F

[2009]545 号，辽价函 [2010]29 号。按人社部 [2017]157 号规定. 2018
年度招标师考试为一次性收尾考试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 [2007]897 号，辽价函 [2008] 58号，辽价函
与且且且主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函 [2010]29 号，辽价函 [2日16]149 号，省 20元
、豆旦Æ
行政事业性收费。按辽价函 [2016] 149号规定，省市分成标准为，主
观 (l) 宣 30元、市 30元客观 (2); 20元、 40元

省 30元/科、市30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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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观执业资格考试
省 20元/科、市40元/科费 同上

1
1、L图街书万资r;;料吁、有文国物飞博怕物菜、

缴入省市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函字 [1994]53 号，辽价函 [2010J29 号群众文化、新闻(报纸). 1[J2咀日 0啻7J且19号I工吃，几页辽。阳辑[2田0lOLZ]υlυ3i6」号也可，上，则缴自中央Ldu4υ元q」/b人a 亏〔，又L1ir且
价函由执收单位在

毡，职业技能鉴定费 缴入同级国库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中上缴中央) ，辽价函 [2015J 110号

�
44.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5.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6 其他非税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三十六
卫生和人
口计生委

价费字 [1992J314 号，财预 [2000J 127号，财预 [2003J470 号，辽价发
l 预防接种劳务费 缴入同级国库 [1992]211 号，辽价发 [1993J3 号，辽财预 [2003J715 号，辽财综

[2003]544 号噜行政事业性收费.

2 医疗事故鉴定费 缴入同级国库
价费字 [1992J314 号，财预 [2003]470 号，财综 [2003]27 号，发改价格
[2∞7]2749 号，辽价发 [2004] 63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3.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
缴入同级国库 财综 [2008]70 号，发改价格 [2008]3295 号，辽价发 [2014J6 号.

费

4 社会抚养费 缴入县区国库
财规 [2000J29 号，财预 [2000] 127号，国务院令第 357号，辽 i十生委发
[2003]24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计价格 [2001]2043 号，财预 [2002]584 号，辽价发 [2001]165 号，辽财
5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综函 [2004] 15号.按辽价发 [2013]64 号文件规定，中级考试费:上缴
费 中央 20元/人.科、省留30元/人科:初级考试费:上缴中央 20元/人

科、省留 30元/人科: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字 [1999]176 号，计价格 [1999]2267 号，财预
6 医师资格考试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2002]584 号，辽财规字 [2000J700 号，辽价发 [2000]132 号，财预

[2002J584 号，财综 [2011J94 号，辽财非 [2012J 104号。

财综 [2012J59 号，发改价格 [2013J328 号(考试人数超过 3万，按 11兀

7.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中央省市国库
上缴/人).辽财非 [20 12J 923号，辽财非函 [2013] 142号 B 辽价函
[2013] 29号规定，上缴国家 11元/人后，省、市卫生部门分别按 14元/
人、 35元/人.

11 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缴入同级国库 财税 [2016] 14号，辽财非 [2016]332 号:行政事业性收费。

12.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3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4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15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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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七 民政

1 殡葬收费(基本服务收
按财预 [2009J79 号文件规定纳入预算管理.财预 [2009]79 号，价费字

缴入市县国库 [1992J249 号，辽价发 [1992J 127号，辽价发 [2010J 64 号，行政事业
费〉

性收费。

2 社会捐赠收入(非走向
缴入同级国库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
捐赠货币收入〕

彩票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反映缴入财政专户的彩票机构

3.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
和彩票销售机构上缴财政的业务费用<彩票条例>> (国务令

缴入省市国库 554号).财综 [2012J89 号，财预 [2010]88 号，财预 [2010J 100号.从
务费 2015年起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从 2016

年起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发行费用按不得高于 15% 比例提取.

彩票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彩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4. 福利彩票公益金 缴入省市国库 554号) .财综 [2012J15 号，按财综函 [2006J7 号、财综 [2007J83 号和

辽财非 [2006J303 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行 5，2，3分成

5 殡葬服务收费(选择性
缴入同级国库 辽价发 [2010J 64号:其他非税收入.

服务收费)

6. 公墓经营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向上。

7.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8.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三十八
食品药
晶监管

1.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ι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三十九 残联

按照财预 [2014J368 号文件，纳入般公共预算管理. <残疾人保障
法>>.财综字 [1995]5 号，财综 [2001]16 号，财综 [2008] 11号，省政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墩入省市国库
府令第 75号，辽财综字 [1997J359 号，辽政发 [2003J23 号，辽政发
[2006] 15号。按辽政发 [2003J23 号文件规定，各市按 20艳上缴省:此
外，按照财税 [2017]18 号文件规定，扩大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范
国.政府性基金.

2. 社会捐赠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3.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0



"

丹东市 2018年全市性及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及说明

4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5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十 红十字会

� 1 红十字救助基金 缴入同级自库 辽财综字 [1996]579号:其他非税收入。

2.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十一
经济和
信息化

l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2 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十二 质监

财综 [2001] 10号，财预 [2003]470号， [1992]价费字 268号，财综
[2001]32号，财预 [2002]584号，计价格 [2002] 1346号，财综

l 特种设各检验检测费 缴入同级国库
[2010]77号，辽发改办 [2013]631号文件规定，取消特种设备审查及
检验收费中的特种设备检验交通费等 7个子项目和减半征收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收费中的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费等 7个子项收费.行政事业性
收费。

2.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5，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十三
安全生
产监管

辽财非 [2007]278号，辽价函 [2006] 185号，辽财非 [2005J758号，辽
1.特种作业人员考核考务 缴入同级 财非函 [2006]234号，辽财非 [2007]874号，辽财非 [2009]883号，辽
费 国库 价函 [2010]43号，辽财非 [2011]1052号，辽价函 [2013J84号，行政事

业性收费。

(l)理论考核考务费 50元/人期，每科考核不及格，免费考核一次，仍不及格需要再考核
的，减半收费考核考务费 q

(2)实际操作考核考务 100兀/人期，每科考核不及格，免费考核一次，仍不及格需要再考
费 核的，减半收费考核考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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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审考核费 按《安全技术考核标准》规定的复审考核，其考核考务费收费标准每
人每期不超过 30元.

2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罚没收入。

. 3 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其他非税收入。

�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十四 国资委

1.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罚没收入，

2.企业利润、股利、股思
缴入同级国库 国发 [2007]26号，辽政发 [2007]50号，固有资本经营收入。

等收入

3.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其他非税收入.

4 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四十五 公积金

其他非税收入(财政性住房资金)。国务院令第 350号，财综字
[1999]149 号，财规 [2000]23号，财综 [2006]38号，财综 [2014] 11号

1.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 .国发 [2015]35号(从 2016年 1月 1
日起，转列一般公共预算) .财预 [2017J!06 号(政府收支分类科

缴入省国库 自)

其中:上缴管理费用
财规 [2000] 23号，国务院令第 350号，财综 [2006]38号缴入同级国库

计提公共租赁住房资金
缴入同级国库

财[1规 9[210100]23号，国务院令第 350号，财综 [2006]38号，财综字
999J149 号，财综 [2014] 11号

2.房屋出租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3 罚没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4.其他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旦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
缴入同级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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