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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浙江省物价局关于公布规

范后的安全评价收费的通知 

浙安监管科技〔2013〕176 号 

来源：规划科技处 发布时间： 2013-10-11 

 

各市安监局、义乌市安监局、各安全评价机构： 

 

现将《浙江省物价局关于公布规范后的安全评价收费的

通知》（浙价服〔2013〕254 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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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物价局关于公布规范后的安全评价收费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3-10-08 来源:浙江省物价局 

ZJSP42-2013-0077 

 

浙江省物价局关于公布规范后的安全评价收费的通知 

浙价服〔2013〕254 号 

 

各市、县（市、区）物价局，省安监局： 

为贯彻落实全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抓好

行政审批前置的中介和专业服务收费清理规范工作，按照《浙江省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省监察厅《关于开展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项目

及相关中介机构清理工作的通知》（浙监明电〔2013〕1 号）要求，现就规

范安全评价收费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后的安全评价收费标准详见附件。附件所列标准为最高

收费标准，具体收费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工作要求和工作量由委托双方在

下浮不超过 20%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二、安全评价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正、诚实守信、自愿有偿的原则，

委托方可自主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机构接受委托，

应与委托方签订合同，明确具体收费标准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以上规定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请及

时反映。 

 附件：浙江省安全评价收费标准 

浙江省物价局 

 2013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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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安全评价收费标准 

一、一般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表 

总投资额 

（亿元） 
≤0.05 0.05-0.1 0.1-0.2 0.2-0.5 0.5-1.0 

基本收费 

(万元) 
1.6 1.6-2.8 2.8-5.2 5.2-6.8 6.8-9 

总投资额 

（亿元） 
1.0-2.0 2.0-5.0 5.0-10 ≥10  

基本收费 

(万元) 
9-12.6 12.6-21 21-31.5 ×0.2‰+11.5  

总投资额计费说明： 

（1）安全预评价的总投资额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估算总投资额，不包括

土地征用费和流动资金； 

（2）安全验收评价的总投资额为实际总投资额； 

（3）安全现状评价的总投资额为实际资产规模； 

（4）专项安全评价的总投资额为安评直接涉及的生产和储存装置及公用工

程的资产规模。 

安全评价服务收费按以下公式计算： 

安全评价费=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行业调整系数×

资质等级系数×修正系数 
 

收费计算说明： 

（1）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见《一般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表 》，在投

资额区间内可采用直线插入法计算； 

（2）行业调整系数见表2，资质等级系数为甲级机构1.1-1.3，乙级机构1.0； 

（3）修正系数为评价类别系数、风险度系数、复杂程度系数的乘积，见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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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业调整系数 
行       业 调整系数 

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3 
2. 金属、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1.0 
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2 

4.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燃气

生产及供应业，炼焦业 
1.2 

5. 烟花爆竹制造业，民用爆破器材制造业 1.0 
6．尾矿库 1.0 
7.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1.0 
8．管道运输业 1.2 
9．仓储业 1.0 
10. 水利业，水电工程业 1.0 
11. 火力发电业，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 
12．风力发电业，太阳能发电业，再生能源发电业 1.0 
13．核工业设施  
14．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 
1.0 

15. 铁路运输业，城市轨道交通及辅助设施 1.0 
16. 公路 1.0 
17. 港口码头 1.0 
18. 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器制造业 0.8 
19．轻工业，纺织业，烟草加工制造业 0.8 

表 3 评价类别系数 

类别 安全预评价 
安全验收 

评价 
安全现状 

评价 
危险/剧毒化学品 
储存、使用专项 

类别系数 1.0 1.2-1.5 1.2 1.0 

表 4 风险度系数 
风险度 风险度系数 说  明 
特别高 1.6 

高 1.3 
中 1.0 
低 0.8 

生产、储存装置的危险程度、发生特大或重大伤亡

事故的可能性、有无重大危险源、是否成熟工艺、

是露天矿山还是地下矿山等。 

表 5 复杂程度系数 
复杂程度 复杂程度系数 说明 

难 1.2 
一般 1.0 
简单 0.8 

工作难度较大、地理位置偏远、危险因素

复杂、基础资料不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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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煤矿山安全评价收费标准表 

 生产能力 1 万吨/年以下 每提高 1 万吨 

地下矿山收费 3.2 万元 增加 0.8 万元 

生产能力 20 万吨/年以下 每提高 10 万吨 

露天矿山收费 2.4 万元 增加 0.4 万元 

三、尾矿库安全评价收费标准表 

 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全库容 V 

(万 m3) 

二 等 库 具

备 提 高 等

级条件者 

≥10000 
1000≤V 

＜10000 

100≤V＜

1000 
＜100 

坝高 H（m） 同上 ≥100 
60≤H＜

100 
30≤H＜60 H＜30 

收费（万元） 10.5 8.4 7 4.9 3.5 

四、采掘施工企业安全评估（价）收费标准表 

企业资质等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收费(万元) 2.4 3.2 4.8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收费(万元) 3.6 4.8 7.2 

说明:施工安全生产现场安全评估（价）原则上评估一个现场,每增加一个

评估现场加收1.5-2万元，施工现场在省外的另加收1.5-2万元。有煤矿等高风险

采掘施工项目的施工企业，可在上述计价基础上乘1.5-2.0的风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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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险化学品专项安全评价收费 

1、加油站安全评价收费标准表 

规模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农村网点 

收费（元） 6000 5500 5000 4000 

说明：（1）加油站规模等级按国家标准执行；（2）加油、加气联合站可在上述

计价基础上乘1.4的系数；（3）新建加油站的设立评价可在上述计价基础上乘1.5-2

的系数，验收评价可乘1.7-2.5的系数。 

2、汽车加气站、液化气充装站安全评价收费 

按照一级加油站收费标准执行，联合站可在上述计价基础上乘

1.3 的系数；液化气体按一级加油站收费基础上乘 1.2 系数，其他气

体按一级加油站收费基础上乘 0.8 系数。 

3、危险化学品储存和经营单位安全评价收费标准 

（1）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 

气体、液体储存规模 安全评价费用（万元） 

Ⅰ类 按一般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表执行 

Ⅱ类 1.0—2.0 

Ⅲ类 0.5—1.0 

危险化学品单一库规模 安全评价费用（万元） 

Ⅰ类 按一般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表执行 

Ⅱ类 0.8 

Ⅲ类 0.5 
注:危险化学品综合仓库安全评价费根据工作量按上述标准的1.0∽5.0倍确定。 

经营单位类型：Ⅰ类：拥有储存气体10000m3以上或液体1000m3以上的储存设施，库房或

货场总面积大于9000m2的大型仓库。 

Ⅱ类：拥有储存气体1000—10000m3或液体100—1000m3的储存设施，库房或货场总面积在

550—9000m2之间的中型仓库；申领甲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剧毒化学品、

成品油和运输工具用液化气的。 

Ⅲ类：拥有储存气体1000m3以下或液体100m3以下的储存设施，库房或货场总面积小于

550m2的小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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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化学品零售经营单位  

经营范围 收费标准（元） 品种数量 X（个） 

5000+300/每品种 ≤10 

5000+200/每品种 10＜X＜50 剧毒化学品 

5000+100/每品种 ≥50 

3000+200/每品种 ≤10 

3000+100/每品种 10＜X＜50 其它化学品 

3000+50/每品种 ≥50 

油漆店 2000-3000 

注：品种数按涉及到的危规号数量确定，有仓储经营时，另加场所、设施及

储存装置的安全评价收费。 

（3）危险化学品批发经营单位 

经营范围 收费标准（元） 品种数量（个） 

5000+400/每品种 ≤10 

5000+300/每品种 10＜X＜50 剧毒化学品 

5000+200/每品种 ≥50 

3000+300/每品种 ≤10 

3000+200/每品种 10＜X＜50 其它化学品 

3000+100/每品种 ≥50 

注：品种数按涉及到的危规号数量确定，有仓储经营时，另加场所、设施

及储存装置的安全评价收费。 

（4）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 

少量使用性质，如实验室用，按 3000-6000 元标准收费。使用

量大时，按一般项目安全评价基准收费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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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烟花爆竹专项安全评价收费标准表 

类别 项目或年销售额 
基价（万元） 

+年产值×比例 

爆竹生产 1.0+3‰ 

烟花生产 1.5+4‰ 

礼花弹 3.0+5‰ 

火药 1.0+5‰ 

生产 

单位 

引线 0.3+1‰ 

500 万元以下 1.5＋2‰ 销售 

批发 500 万元以上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