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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区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2020 年 11 月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城市清洁管理收费

一、环境卫生清洁服务收费：（一）清洁费
门前三

包路段

其他路

段
穗花价[2013]52 号

1. 面积 5平方米以下内(含 5平方米)
20 元/

户.月

6 元/户.

月

2、面积 5平方米以上至 30 平方米（含 30 平方米）
4元/月.

平方米

1.2 元/

月.平方

米

3、面积超过 30 平方米部分
1元/月.

平方米

0.7 元/

月.平方

米

4、小学

0.6 元/

月.平方

米

5、机团、事业单位、企业办公场所
按以上

50%

6、居民 每月每户 10 元

（二）垃圾代运费
每百公斤为一桶，容积

0.3 立方米

1、按垃圾量计费 每百公斤 7.5 元

2、按户计费 每月每户 15 元

（三）垃圾容器占用费

每天垃圾量 0.1 立方米以下 每月每户 7元

每天垃圾量 0.1 以上至 0.2 立方米 每月每户 14 元

每天垃圾量 0.2 以上至 0.3 立方米 每月每户 21 元

每天垃圾量 0.3 立方米以上 按以上类推

二、生活垃圾处理费 穗花价函[2006]9 号

1、城镇居民：新华镇 4元/月.户

其他各镇 3元/月.户

2、暂住人员 1元/月.户

3、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户：新华镇 6元/桶

其他各镇 4元/桶

4、从业人员不足 6人，户内面积少于 50 平方的非从

事餐饮、食品加工销售、生产加工的单位、个体户：

新华镇

6元/户/月

其他各镇 4元/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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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法律服务所

法律服务收费：（一）解答法律询问 粤价[2003]219 号

1、解答比较简单的询问 不收费

2、不涉及财产关系的询问 10-50 元/件

3、涉及一般财产关系的询问 20-100 元/件

4、涉及商业性财产关系的询问 100-200 元/件

咨询超过 1小时的酌情加收

（二）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1、声明、启示及其它一般法律文书 20-100 元/件

2、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申诉状及其他诉状和

申请仲裁书
50-200 元/件

3、分单、遗嘱、赠与及其它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文

书
100-300 元/件

4、民事合同、商事合同、经济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书 100-500 元/件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一式三份，如需增加份数，另收工本费

第 4项的法律服务收费也可根据实际工作量协商收费

（三）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

1、不涉及财产关系 300-900 元/件

2、涉及财产关系除收取办案手续每件 500 至 1000 元外，还应按下比例另收费。

争议标的 收费比例

5000 元以下 免收

5001 元至 10000 元部分 3%--5%

10001 元至 100000 元部分 2%--4%

100001 元至 500000 元部分 1.5%--2.5%

500001 元至 1000000 元部分 0.8%--1.2%

1000001 元至 5000000 元部分 0.5%--0.7%

50000001 元以上部分 0.40%

上述项目的法律服务也可由法律服务所和委托人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实际工作量以及标的额的大

小协商确定。

（四）代理诉讼法律事务

1、代理参与案件的仲裁，不涉及财产关系的一般法

律事务
200-800 元/件

2、资信调查、咨询建议书、法律意见书、涉及经济

关系的法律事物
900-1500 元/件

3、处理行政、劳动争议的案件，按下列标准收费：

治安行政案件 200-800 元/件

专利行政案件 300-1000 元/件

劳动争议案件 200-800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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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产争议的按代理民事条件中涉及财产关系案

件的，收费标准收费。

4、协助当事人办理公证
按公证收费标准收

费

5、审查、起草、修改经济合同、章程、参加项目谈

判、按合同标的收费比例收费。

合同标的 收费比例

100000 元以下部分 1.2%--2%

100001 元至 500000 部分 0.8%--1%

500001 元至 1000000 部分 0.5%--0.7%

1000001 元至 5000000 部分 0.2%--0.3%

5000001 元以上部分 0.10%

上述项目的法律服务也可由法律服务所和委托人根据实际工作量和标的额的大小协商收费。

6、代理追偿债务的，可由法律服务所和委托人根据实际工作量和标的额的大小协商收费。

（五）应聘担任法律顾问

1、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户、合伙组织、个人社会

组织或政府机关单位
200-300 元/月

2、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 400-5000 元/月

3、为顾问单位提供法律服务也可以按实际工作量协商收费。

4、为顾问单位代理诉讼、参与大型项目谈判、鉴约等，按诉讼、非诉讼收费标准另行成半收费或

按实际的工作量和标的额的大小协商收费或按实际的工作量和标的额的大小协商收费。

（六）支持调解纠纷

涉及财产关系的（即时或已实际履行的），按争议标的额比例收费

合同标的 收费比例

10000 元以下 200 元

10001 元至 100000 元 2.50%

100001 元至 5000000 1%--2%

500001 元至 1000000 部分 0.5%--0.8%

1000001 元至 5000000 部分 0.3%--0.5%

5000001 元以上部分 0.20%

（七）办理见证事项

1、办理见证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50-200 元/件

2、涉及财产关系的，按主持调解纠纷涉及财产关系的收费标准收费，但最高不得超过 50 万元表的

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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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部门 花发改[2019]42 号

一、装机工料费

1、居民用户:①有线电视管线已入住宅的，最高不超过 50 元/户，副机不另收取装机工料费。

②有线电视管线未入住宅的，或户内需要重新布线的，主机最高不超过 100 元/台。

副机需布线的可另收装机工料费，最高不超过 50 元/台。

2、非居民用户:5 台以下的按不高于居民用户主机装机工料费标准收取，即 100 元/台；集群性用

户按实际发生的人工、材料费用与用户协商确定。

二、维护费：1、居民用户：①主机 26.5 元/月；

②副机：自购副机机顶盒的 5元/机.月；由网络运营单位配置副机机顶盒的 13 元/机.月

2、非居民用户:5 台以下的按居民用户主机标准收取，5台以上按不高于当地居民用户主机标准的

80％收取,具体收费标准由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单位与用户协商确定。

三、机顶盒 IC 卡补卡工本费 45 元/卡

公证处
粤发改价格函

[2019]3102 号

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

证明涉及财产关系的合同（协

议）、提存：根据标的额的大小

按以下标准收费：

①标的额 50 万元（含）以下部分，

收取比例为 0.25％，不足 160 元

的，按 160 元收取；

②50 万元至 500 万元（含）部分，

收取 0.2％；

③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含）部

分，收取 0.16％；

④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含）部

分，收取 0.12％；

⑤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含）部

分，收取 0.08％；

⑥5000 万元至 1亿元（含）部分，

收取 0.04％；

⑦1亿元以上部分，收取 0.008％。

1.证明涉及身份关系

的财产合同（协议）的，

减半收取。不足 160

元的，按 160 元收取;

2.当事人申请办理合

同公证，同时申请提存

的，不再另行收费；

3.代提存申请人支付

的保管费根据保管物

实际情况另行协商收

费；

4. 对申请公证的当事

人为个人的，最高收费

标准下浮 10%。

证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合同（协

议）：180 元/件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

及执行证书：按债务总额的 0.25%

收取。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



5

①受益额 50 万元（含）以下的部

分，按不超过 0.8%收取；

②超过 50 万元至 200 万元（含）

的部分，按不超过 0.3%收取；

③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含）

的部分，按不超过 0.1%收取；

④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含）

的部分，按不超过 0.07%收取;

⑤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不超

过 0.065%收取。

的，减半收取。

办理遗嘱、遗赠抚养协议:210 元

/件

不含录音录像、刻录

光盘、冲印照片费用。

办理委托、声明、保证民事法律

行为:430 元/件

现场监督公证(招标投标、拍卖、

评奖、开奖、公司股东会会议、

抽签、订立公司章程等):第 1 小

时为 800 元，第 2及以后每小时

为 400 元，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

计。

2名公证员同时在

场。计费时间自公证员

进入现场开始工作计

算。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

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

历、学位、成绩单、经历、职务、

职称、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权、

收入、纳税、选票、指纹、资信

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120 元/件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收养关系、

抚养事实、认领亲子、票据拒绝、

查无档案记载:500 元/件

证明邮寄送达行为:90 元/件

确认遗嘱效力:210 元/件
不含录音录像、刻录

光盘、冲印照片费用。

保全证人证言、书证、当事人陈

述;保全物证、视听资料;保全电

子数据、行为过程和事实（证明

邮寄送达行为除外）:第 1小时为

800 元，第 2及以后每小时为 400

元；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

2名公证员同时在

场。计费时间自公证员

进入现场开始工作计

算。

清点财产:按办理公证需要的实

际公证员数量累计收费，第 1小

时为 400 元/人，第 2及以后每小

时为 200 元/人；不足 1小时按 1

小时计。

计费时间自公证员进

入现场开始工作计算。

不含录音录像、刻录光

盘、冲印照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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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

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

票据、凭证、有价证券、电子数

据等:保管物品的每件每年 200

元，其他每件每年 50 元。

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收

根据当事人委托办理抵押登记

事务:55 元/件

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收费

证明证书、执照和文书上的签

名、印鉴、日期属实或者相符，

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

和译本与原本相符及其他相同的

证明：80 元/件

台湾公证书副本查证（核验）：

100 元/件

说明：公证书按照规定“一式两份”提供给申请人，申请人如需增加副本，每份 20 元。

司法部门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粤发改价格函

[2019]3103 号

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 按文件

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 按文件

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 按文件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一、计量器具校准费 协商 粤价[2004]43 号

二、计量器具测试费 协商

三、砝码运输费（检定设备） 协商

四、标准技术服务费
穗价函[2002]184 号、

穗花价函[2007]3 号

1、标准编写 2000 元/份

2、标准技术论证 600 元/份

3、标准资料邮寄费 按实收取

巴江货运有限公司

港口收费 按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收费规则》（交通部

令[2005]8 号）、粤价

[2000]26 号

生猪屠宰企业

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 35 元/头

穗价函[2014]401、

402、403 号

穗发改[2016]821 号

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

停放设施服务收费

路内停车 15 分钟 1元 穗花价[2014]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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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园、地铁站

等配套停车场
1-2 元/小时

穗花价函﹝2014﹞2、3

号、花发改[2016]115

号、花发改价[2017]29

号、花发改价[2018]40

号、花发改[2019]60

号、花发改[2020]43

号、花发改价[2020]7

号、花发改价[2020]8

号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收费

花都区游泳馆门票 花发改价[2018]39 号

游泳项目 35 元/人·次

健身项目 20 元/人·次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天隽峰豪苑 3.2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价[2016]20 号

祈福水岸花园高层七区项目 2.96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价[2017]2 号

臻悦府 2.88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价[2018]17 号

桐悦花园 3.2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2019]73 号

荔红花园 3.2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2019]118 号

融创璟府 3.23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2020〕32 号

凯德花园（西 1地块） 3.17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价〔2020〕5 号

融创璟府（扩展） 3.23 元/平方米·月 花发改价〔2020〕6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