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田 市 和 平 区 財 政 局

沈田市和平区友展和改革局

沈利財友 (2021)27号

和平区財政局 和平区友展和改革局

美子友布 2021年和平区本象渉企行政事立性

牧費和政府性基金目景清単的通知

区宣各部 11、 街Ita亦事炎 :

根据 《Ii7_宇 省財IEX斤 美子友布 2021年仝省性及省本象部 11

利単位♯税牧入項目目永的通知》(通財税 (2021)89号 )和 《沈

陶市財IEX局 沈IEl市友展利改革委員会美子修■ 2021年沈陶市

本象渉企行政事立性牧費和政府性基金目永清単的通知》(沈財

[2021]234号 )文件精神,我 11編市1了 《2021年和平区本奴渉

企行政事立性牧奏和政府性基金目永清単》,現 F「 友分体11,情

汰真執行。



]

附件:1.2021年利平区本須渉企行IEX事立性牧費目永清単

2.2021年利平区本家渉企政府性基金目永清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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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和平区渉企行政事立性牧費目景清単

序 号 主管部 l可 牧費項目 ll■ 費林准 政策依据 立項吸次 朕系屯活

1 法 院 訴松費 按照 《浜松費用交納亦法》執行。

《民事訴松法》,《 行政訴松法》,財預

(2002)9号 ,財行 (2003)275号 ,《訴

松費用交納亦法》 (国雰院今第481号 ),

通財政 (2002)77号 ,通財行 (2007)

852号 。

中 央 31317708

2 城管局

城 ||∫ 道路占用、掩掘修夏費

城 lll道 路占用1文 費林准:①繁学地区一年以内基建I地占道

1.00元 /日・半米,其官占道10.00元 /日・半米。一年以上基

建I地占道200元/日・平米,其宣占道10.00元 /日・平米。

②一微街路 一年以内基建工地占道1.00元 /日・平米,其宅占

道2.00元 /日・半米。一年以 L基建工地占道2.00元 /日・平

米,其宅占道4.00元 /日・平米。③二微街路一年以内基建工

地占道0.50元 /日・平米,其宅占道1.00元 /日・平米。一年以

上基建T地 占道1.00元/日・半米,其亡占道2.00元 /日・平米

。④街巷路一年以内基建工地占道030元/日・平米,其官占

道0.50元 /日・半米。一年以 L基建T地 占道0.60元 /日・平

《城 |lf道 路管理条例》,建城 (1993)

410号 ,財政 (2003)470号 ,Лオ税 (2015

)68号 ,通建友 (1995)53号 ,通住建 (

2011)240号 ,通財 1卜 (2015)991号 ,沈
文城友 (1993)8号 ,沈倫友 (1993)90
,号 。按沈房友 (2014)41号 ,対保障性住

|『i世れii借31‖誉:卵
讐稔ピ者1ロ

中 央

31912505水資源費 (対衣民生活和生

声用水免1文 )

①
二般地下水:居民生活和自来水公司取水0.35元 /立方米:|

ヨト居民取水07元 /立方米:特立取水4元/立方米。②保伊区

和管同区地 下水:居 民生活和自来水公司取水0.8元 /立方

米:1卜居民取水1.2元 /立方米:特立取水10元 /立方米③地熱

水、び泉水:居 民生活取水1.2元 /立 方米:♯居民取水2元 /

立方米:特並取水10元 /立方米④ 地表水:居 民生活和自来

水公司取水0.2元 /立方米:1卜居民取水0.5元 /立方米:特立

取水4元 /立方米。③按通政友 (2016)27号 ,公共管同供水

区,按 当地同癸用途城 11F供 水倫格的1.5倍征1文 ,水利供水区

按同癸用途供水倫格15倍征1文 :省属水利工程供水伶格,供

給衣立用水倫格調整到0.1元毎立方米,供給工立用水倫格洲

整力0.91元 毎立方米 (含水資源費0.05元 ),供給城市自来

水用水倫格洲整到0.91元 毎立方米 (含水資源費005元 )。

《水法》,《取水流:可和水資源征1文管理

条例》 (国 努院今第460号 ),倫 費字 (

1992)181号 ,財繰 (2003)89号 ,財繰

(2008)79号 ,友改介格 (2009)1779

号 ,友 改倫格 (2013)29号 ,通 財繰 (

2004)67号 ,通財 1卜 (2009)546号 ,省
政府今第234号 ,通政友 (2010)18号 ,

通倫友 (20H)100号 ,通政友 (2016)

27号 。按財家 (2010)57号 ,対中小学校

“校舎安全工程 "免征。按沈房友 (2014

)41号 ,対保障性住房免牧。

中央



《水十保持法》,財繰 (2014)8号 ,通
♯ (2014)277号 ,通扮友 (2018)

号。按財税 (2020)58号 ,こ財税 (

)383号 ,自 2021年 1月 1日 起,剣特至税

外部「1征 1欠 。

対一般性生声建没項目和升采r声 資源建没期回,按征占

地面叔一次性汁征,毎平方米0.51.0元 ,其中林地 (光 工

果国 )1.0元 、疏林地0.8元 :草地、荒地林卓覆益率70%

L的 1.0元 、70%30%的 0.8元 、30%以 下的0.5元 ;耕地0.5

元:河津、海洋及抗功原有路面、建筑物等0.5元 。対水利水

屯 11程 建没項目、水庫流没区不在‖征疱田之内。②升采ゲ

声資源的,升采期同,石油、天然気以外的ず声資源按照声

生的疲弁十、石、澄量il征 ,1文 費1/JN准 力毎立方米0.95元 ,

石油、天然気根据油、気生声井 (不 包括水井、勘探井 )占

面釈按不超述2000平方米サ1算 :対八式井毎増加 1口 井,増

加il征面釈按不超述400方 米tl算 ,毎 平方米毎年 1文 費1.0,t

。③取十、掩砂 (河道采砂除外)、 来石以及焼制時、瓦、

資、石友的,根据取上、掩砂、来石量按照毎立方米0.95元

‖征。対微納文雰人己按前両利1方 式tl征 水土保持ネト僕

,不再重隻十1征 。④‖卜放唆弁十、石、澄的,根据十、石

、澄量,按 照毎立方米0.95元 tl征。対激納文努人己核前三

方式tl征 水十保持ネト僕費的,不再重夏il征。

水 t保持ネト僕費



附件2

2021年和平区渉企政府性基金目景清単

31912509

町鶴)℃::写 ,3虎起製鶴″躍1野葬IttI
1:i:i141∬」|:警碁経寡〒窯班Tた言循夏堡[窪堡
響1財ゝ r讐嘉皇君・こ1驚■t秀こ1.響

号,対保障性住房免1文 。按財税 (2019)53号 ,対易地

扶貧搬迂項目免征。

住宅:按 文隊建筑面釈 134元 /半 方米 i公

建:按実隊建筑面釈99元/平 方米: 工並 :

按実防く建筑面釈60元 /平 方米。
城市基硼没施配套費城建局

発肇令腋躊猟轟‰毎丁甜T2訥 鷲,(η翌1

T,通維'(売謄「1こFtf螂風_ゃ事1撃

i:[ii][ilil[憲||!]|][]l]|
人 (合 )以 下的企立,哲免征牧。

筈場澄獄L::昭:)i零:LTil「景k
単位安排残疾人就立しヒ例 1%(含 )1.
(不 含 )之同的,按成激費額的50%征 1文 :

1%以下的,按庄微費額的90%征 1文 。

残疾人就 J′ 保障金

12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