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寺Ph 
四 川 省 财 政 厅人 I丁 

川发改价格〔2019J 175 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我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收费标准的通知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妇们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川委发〔2018J 30 号），进一步减轻企

业负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结合我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实

际，决定降低我省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客运寅道等部分

待种设备相关检验检测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省经核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特种设备进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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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时，应执行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本通

知规定的收费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的强制性检验项目。 

本通知规定实施收费的检验，是指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 

监督检验是指经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核准的检验

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对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 

重大修理过程进行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是指经负责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在

用特种设备进行的检验p 

待和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

时进行安全性能检验检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及其检验检测 

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及时地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并对检验检

测结果和鉴定结论负责。不按国家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和安全技

术规范检验检测的，以及不出具检验检测项目报告书的，不得向

受检单位收取检验检测费。受检单位应按国家规定的检验检测规

程，在受检前和受检过程中做好准备和辅助工作。 

按照事业单位性质管理的检验检测机构收取的法定检验

检测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同级财政国库，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

据。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严格执行收费公示

制度，应在政府门户阿站和要求执收单位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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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自

觉接受发改、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检验检测机构应按国

家规定的检验规程和安全技术规范实施检验检测，严格按规定收

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缩

短检验周期、少检项目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以及加收其他任何费 

用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包括招投

标、比选、竞争性谈判、询价等）获得的检验检测业务，检验检 

测费用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执行，实行依法纳税，使用税务发票． 

收费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纳入单位财务收支统一核 

算和管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执行期五年。期间国家和省 

有新规定，从其规定。《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核定侍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112014J 80 号）即行废止。 

附件：1．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2．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3．客运索道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4．电梯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5. 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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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压力管道、罐车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7．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8．无损检测、理化检测、应力测试收费标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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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设备类翌 玫费夕 际准 备 注 

电动肩 红梁起、 彭
 
J
L
 

300 元冶 

腮飞 
重机 

Q三 2Ut 400 元冶 

Q) 20t 500 元／合 每增加 1ot加收 50 元． 

塔式起

重机 

悲 悠 500 元冶 

C 40 550 元冶 

< so 600 元冶 

< 80 650 元冶 

> 名0 700 元／台 

流动式

起重机 
Q< :! [6t 400 元冶 

Q? I「 500 元／台 每增加 lot 加收 50 元． 

铁屡 各起重z 叽 500 元冶 

门座式 

起重机 

Q <lOt 500 元冶 

Q1 LOt 600 元冶 每增加 lOt 加叫 &50 元． 

,  十降月 既 

 

400 元冶 

升降 作业平台 200 元冶 

缆交 含
起
重
机
 

300 元冶 

桅杆起重机 200 元／台 

旋臂式起重机 150 元冶 

各型电动葫芦 120 元冶 

各型叉车 150 元冶 

其他丝 径小型起重设备 100 元冶 

机‘ 成式停车设备 60 元I车位 

超大型起重2 

沁 

诫 咬设备合 同价 0.2%十 卜收 

起重机械监督检验，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加收 80%. 



附件 2 

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游乐设施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产品名称 收费栩佳 备注 

1005t'台 碰碰车类 

电池车类 80 元/台 

;火上游乐设施 130 元治 

赛车类 150 元治 

小火车类 

10人以内（含10人） 140 元-I台 

11人至30人〔含30为 工60 元-I台 

30人以上 180 id台 

转马类 500元治 

自控飞刀侈之 510 元台 

陀螺类 700511台 

650元治 飞行塔类 

架空游览车类 700 it治 

观览车类 1200元治 

滑行车类 1200 元台 

观光车类 
内燃观光车 350 it!台 

蓄电池观光车 200511台 

二、游乐设施监督检验，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加收 20%, 



附件 3 

客运索道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设备类型 收费标准 备注 

单线固定抱索器 

连续循环式 
4880 元／条 800 米以上的索道按

每增加 100 米加收 3%，不 

单线固定抱索器 

脉动、间隙、往复式 
5040 元／条 

足 100 米的不加收． 



附件4 

电梯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一、电梯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设备类型 收费标准（墓数） 备 注 

乘客及载货电梯 495 元冶 

S 层（含 5 层）站以下， 

495 元／台， 

5 层〔不含 5 层）站以上， 

以 S 层站收费标准为基数，每

增加一层，加收基数的 10%, 

病床电梯 450 元冶 

5 层（含 5 层）站以下， 

450 元／台； 

5 层（不含 5 层）站以上， 

以 5 层站收费标准为基数，每

增加一层，加收基数的 1O%. 

自动扶梯 360 元冶 

自动人行道 360 元冶 

杂物等其他电梯 360 元冶 

电梯监督检验，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加收 50%o 

电梯定期检验进行载荷试验时，按定期检验标准加收 30%。 



附，牛 5 

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i则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项 	目 ( &费夕 际准 备注 

在用锅炉 

蒸发量 〔吨／队 产品， 介格％ 

<2 0 64 
按不高于本体价

格计。 

三石 0.48 
<10 0.24 
>10 0.16 

在用压力容器 

（含氧舱） 

使用年限 产品价月 洛％ 

5 年内 0.64 按购价计． 

5 年以上 0.8吕 按购价iH 厂． 

婴儿医用氧舱 24 {0 元冶 

二二、 ‘漪少尸、 J服力莽器睬 洲企马分 戈尸‘品， 收 潇TQ侄‘ 

项目 
收； 粼

  
际准 

备注 
蒸发量（吨低 产品价月 洛％ 

工业锅炉 

<2 10 

按产品出厂价计。 <石 0.9 
<10 0.8 
>10 0.7 

电站锅炉 

三130 0.5 

按本体出厂价格计． 

<410 0.4 
三1000 0.2 
二2000 0.18 
> 2000 0.16 
部件 0.8 按产品出厂价侧 

压力容器 

类别 产品价｛ 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类 10 
按产品出厂价计． 二类 0.9 

三类 0日 

储气井 2.5 按制 ｛造价2 洛 

气瓶 0.8 按产品销售朔 卜格侧 



监督检验（安装、修理、改造）收费标准： 

项 	目 
收费标准 

备注 
蒸发量〔吨低 安装〔修理、改造）费％ 

散装锅炉安装监督

检验费 

<10 3刀 

<20 2.0 
> 20 1.0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重大修理改造

监督检验费 

2.5 
修理、改造费

包含材料费． 

大型压力容器现场

组焊监督检验费 
2.5 

安装费包含材

料费． 

整装锅炉安装监督

检验费 
4.0 安装费包含材

料费． 

CNG 气瓶 55 元／只 

备注：分片组焊的材料费包括所有金属材料和焊接材料的费用；分段组焊的材料

费为只计入相邻组焊筒节的材料费和焊接材料费；修理改造的材料费只对参与修理改

造的筒节所产生的材料进行计费． 

四、电站锅炉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飞 

Nfl 
Q<50 50'Q<150 150SQ<300 300SQS350 350<QS660 Q >660 

安装监替检验 2400Q 1920Q 1680Q 1600Q 1360Q 840Q 

定期检 

验 

外部检验 4000+SOQ 6400+50Q 8000+50Q 8000+100Q 56Q 56Q 

内部检验 11200+380Q 32000+550Q 37600+800Q 56000+800Q 680Q 680Q 

水压试验 1280+45Q 3680+6坦 4480+95Q 6880+95Q 80Q S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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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锅炉水（介）质处理系统（单项）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项 	目 ' 吹费｛ 际准 备注 

浏 K质， 险
  
际分) 听 20 元／项．次 

瞬
囚
 

水
垢
分
｝
 

60 元／项．次 水

质
化
验
 

树脂交 涣容量‘ 加 It 9
0
元
／
项
．
次
 

树脂中毒原因」 鉴定 70 元／项欢 

刚 妙 卜毒复苏（不包｛ 后
药
品
费
）
 

3
5
0

元
／
项
．
次
 

锅炉水（介） 

有机热载体化验 

闪点（闭口） 250 元／项 

运
动
藻
 

钻度 300 元／项 质处理现 

残炭 300 元/项 场化验，按 

酸值 300 元／项 该标准的 

密度 200 元I项 L5 倍计收， 

用户送样 
5％低沸兰 由的温度 200 元／项 

川 K份 250 元／项 
化验按该 

水溶性酸碱 100 元/项 
标准的 90 

注：在用有机热载体检测项目为：闪点 
值，水分，5％低沸物的温度．未使用有机热载体检测项目为：运动钻
度，残炭，酸值，水溶性酸碱，密度． 

闭口），运动钻度，残炭，酸 
％计收． 

水处理设备调试 
'p700 200 元冶 

'V>700 400 元冶 

化学清洗监督月 险验 

、汀 

按化学清洗费用 ｛的 6A 卜收 

2
 

卜
处
理
系
统
安
装
监
督
夕
 

险验 400 元冶 

停炉又 卜处理检验 600 元冶 

运行浏 K处理监督检习 金 400 元／台 

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是指内外部宏观检验或运行状态下的外部检验．定

期检验费包括资料审查、宏观检验、壁厚测定、安全附件检验和检验结果评价等相关

内容计费。 

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到岸检验收费标准按照锅炉、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收费标

准执行，计费基数按照国内同类型产品售价核算。 

定期检验的锅炉、压力容器：其检验部位高度超过 3 米的，加收 30％检验费；

检验部位高度超过 7 米的，加收 50％检验费．在高温、粉尘环境中实施的检验，加收 

30％检验费．对盛装有毒、易燃、易爆等有害介质的压力容器实施检验时，加收 30% 

检验费。以上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择一加收。 

对来料加工的锅炉压力容器部件，其监督检验计价基数含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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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压力管道、罐车检验检育则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一、压力管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项 	目 次费月 际准 备注 

压力管道安装监督检验 1刀 按工程造价％f 卜（不含土石方）. 
压力管道元件产品监督检验 L3 按产品出厂价％创 卜． 

工力
定
 
压
道
检

业
管
期
验
 

管道直径 
0三80 320 元／条 

超过 100 米，每增加 1米加
收 6 元． 

0夕00 400 元／条 

0三600 560 元／条 

't >600 640 元／条 

二、罐车定期检验检测收费标准・ 
项 	目 次费尹 际准 备 注 

汽车罐车年度在用检验 4000 元／台 

汽车罐车全面 

在用检验 

二氧化碳罐车 10000 元／台 
罐车超过 25m3时，每

增加 5m3 ，检验费加 
低温绝热罐车 6000 元／合 & 10%. 

其他液化气体罐车 8000 元／台 

火车罐车年度在用检验 8000 元／台 

火车罐车全面在用检验 15000 元／台 

压力管道的耐压试验或气密性试验：按检验费的 50％计收． 

定期检验的压力管道，其检验部位高度超过 3 米的，加收 30％检验费，检

验部位高度超过 7 米的，加收 50％检验费．在高温、粉尘环境中实施的检验，加收 

30％检验费．对盛装有毒、易燃、易爆等有害介质的压力容器实施检验时，加收 30% 

检验费．以上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择一加收。 

压力管道安装监督检验，包括公用管道，长输管道和工业管道的安装监督

检验． 

定期检验费包括资料审查、宏观检验、壁厚测定、安全附件检验和检验结

果评价等相关内容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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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项 	目 ' 吹费尸 际准 备 注 

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辆检验 
150 元／辆 

个别检验程序复杂

的特殊专用机动车辆，检

验费标准需突破 150 元I 
辆的，另行报批．检验不

合格者，限期整改后进行

复检，按规定收费标准的 

3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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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可牛 8 

无损检i则、理化检宝则、应力测试收费标准 

项 	目 ' 1k费夕 际准 备注 

射线检测 

x射线 80 元／片 用 x射线检测时：若透照厚度大于 

20mm：每增加 5mm，每张片加收 

r 射线 100 元／片 
10 元；缺陷自身高度测定，每处缺

陷收费 300 元。 

超声波 

检测 

钢板 90 元／平方米 (1）探测件厚度小于工2mm 时，加

收 20%, 
(2）双面扫查检测时，加倍收费． 

(3）有色金属工件，奥氏体钢锻件

高压螺栓加收 100%；孔槽较多的锻

件，加收 50%；角焊缝加收 30%. 
(4）不锈钢堆焊层，按复合钢板收

费标准加收 50%. 
〔5 ）缺陷自身高度测定，每处缺陷

收费 300 元。 

(6）不足 1平方米按 I平方米计： 

每条焊缝长度不足 1米按1米计． 

复合钢板 110 元／平方米 

锻件 130 元／平方米 

焊缝 70 元／米 

TOFD 检测 320 元／米 

磁粉检测 

焊缝 60 元Z川 险 (1）用油做悬浮剂或用荧光磁粉时

加收 50%．用其它非黑色磁粉时， 

加收 20%。 

(2）管道焊缝加收 50%. 
(3) 螺栓检汉！加收 50%, 

锻洲 卜 {00 元／平方米 

钢板 100 元/平方米 

CNG 气瓶 100 元识 

阳
  
庆件 30 元户 限 

(4）不足 1平方米按 1平方米计， 

每条焊缝长度不足 1米按 1米计． 
非索道用钢丝绳

磁力探伤 
2 元／米 

渗透检测 
焊缝 80 元／米 

(1）水洗法减收 50% 荧光法加收 

50%. 

面状检测 130 元／平方米 
(2）不足 1平方米按 1平方米计， 

每条焊缝长度不足 1米按 1米计． 

电磁检测 60 元咪 检测长度不足 I米按 1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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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1k费2 际准 备注 

声发射检测 500 元／三个探头 每增加一对探头，加收 50%, 

热像z红夕 卜检铡 500 元／到 险 检测 ｛长度不足 1'I17 险按 1 乡 长于 卜． 

内窥镜检测 200 元／米 
(1）若需拍片，每片收 50 元。 

(2）检测长度不足 1 米按 1 米计． 

硬度检测 10 元／点 

位伸、弯曲 90 元／件 

机
验
 
械
收
 
性
费
 
能
标
 
试
准
 

冲击 

常温 70 元／件 

时效 150 元／件 不含试样加工费 

低温 120 元月牛 

压扁、 犷口 70 元／件 

金属材料元

素分析 

常规常 量元素 100 元／样 

微量 元素 200 元／样 

取 详 100 元／样 

金相分析 

金相 

黝室  

500 元磕 
(1）金相分析包括磨样、抛光、侵 

现场 700 元／点 蚀、两份报告（包括照片）. 
(2）制样包括分割、镶嵌． 复

 
膜
 

工00 元／点 

制 样 100 元／刁 洋 

其它理化项 

目 

光谱定 量分月 听 20 元／元素 

铁素喇 阵含量 20 元／点 

缺陷照， 阳 50 元仔 长 

应力测试 

应变片 
纸基 30 元磕 

胶墓 50 元／点 

应变花 
纸基 60 元／点 

胶基 90 元／点 

备注： 

凡超出附件 5、附件 6 第六条规定但国家《检验规程》要求的其他检验内容，告

知受检企业后，按本附件实施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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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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