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价格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发文日期

1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旅
游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
[1992]132号

1992年3月27日

2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环保系统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
[1992]178号

1992年4月20日

3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烟草专卖系统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
[1992]187号

1992年4月23日

4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
[1992]314号

1992年6月26日

5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经
贸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
[1992]401号

1992年8月4日

6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取水许可证收费标准
的通知

计价格
[1994]634号

1994年5月25日

7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化学品进口登记收费
问题的复函

计价格
[1994]702号

1994年6月10日

8
国家计委关于秦山核电站上网电价问题的批
复

计价格
[1994]1033号

1994年7月25日

9
国家计委、电力部关于宝鸡至中卫电气化铁
路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1995]912号

1995年7月7日

10
国家计委关于太古岚支线实行新路新价和太
焦线大辛庄至高平段实行还贷电价后运价相
应补偿问题的复函

计价格
[1995]2252号

1995年12月14日

11
国家计委关于甘塘－迎水桥段电气化铁路供
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1995]2363号

1995年12月25日

12
国家计委关于北京广（安阳--郑州段）、焦
枝、侯月(河南段)电气化铁路供电工程还贷
电价的批复

计价管
[1996]370号

1996年3月8日

13
国家计委关于调整秦山核电站上网电价的通
知

计价管
[1996]950号

1996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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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家计委、邮电部关于改革邮电价格的通知
计价费

[1996]2688号
1996年11月22日

15
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取消铁路客票价外加
收软票费的通知

计价管
[1996]2909号

1996年12月20日

16
国家计委、电力部关于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
司上网电价的批复

计价管
[1997]1206号

1997年7月15日

17
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制止收取运输物资归
口管理费的通知

计价管
[1997]1794号

1997年10月5日

18
国家计委关于秦皇岛电铁牵引站供电工程电
价的批复

计价管
[1998]117号

1998年1月22日

19
国家计委关于京郑铁路（河北段）电气化供
电工程电价的批复

计价管
[1998]288号

1998年3月2日

20
国家计委关于南昆铁路电气化配套工程电价
的批复

计价格
[1998]1444号

1998年7月25日

21
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改革铁路空调候车室
收费办法的通知

计价格
[1998]1519号

1998年8月7日

22
国家计委关于包兰铁路宁夏段电气化配套工
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1998]2027号

1998年10月15日

23
国家计委关于制定城乡用电同价方案有关问
题的通知

计价格
[1998]2114号

1998年10月24日

24
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兰新复线新路新价全
路均摊及提高铁路货运电力附加费标准的通
知

计价格
[1999]66号

1999年1月25日

25
国家计委关于干武、包兰电气化铁路甘肃段
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1999]487号

1999年5月5日

26
国家计委关于京郑电铁北京段牵引站供电工
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1999]488号

1999年5月5日

27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菜篮子”商品价格行
政干预权限的复函

计办价格
[1999]326号

1999年5月11日

28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联运代理服
务市场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
[1999]516号

1999年5月11日

29
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用电同价工作
的通知

计价格
[1999]1024号

199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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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实现城乡用电同价指导意
见的通知

计价格
[2000]364号

2000年3月30日

31
国家计委、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村经营服务性
收费管理的通知

计价格
[2000]743号

2000年6月12日

32
国家计委关于四川电网电气化铁路配套电力
工程还本付息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0]926号

2000年7月14日

33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收
取清真食品认证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计价格
[2000]1174号

2000年8月10日

34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办学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办价格
[2000]906号

2000年11月20日

35
国家计委关于核定龙羊峡水电厂上网电价的
通知

计价格
[2000]2163号

2000年11月21日

36
国家计委关于核定三河发电厂一期工程和国
华北京热电厂上网电价的通知

计价格
[2000]2216号

2000年11月28日

37
国家计委关于陕西省西康、阳安及神朔电气
化铁路供电工程还本付息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1]72号

2001年1月22日

38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安徽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上网电价问题的批复

计办价格
[2001]171号

2001年2月22日

39
国家计委、交通部关于全面放开水运价格有
关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
[2001]315号

2001年3月6日

40
国家计委关于制定地方定价目录有关问题的
通知

计价格
[2001]1233号

2001年7月4日

41 国家计委关于绥中电厂上网电价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

[2001]1272号
2001年7月12日

42
国家计委关于渝达电气化铁路重庆段供电工
程还本付息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1]1367号

2001年7月25日

43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
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

计价格
[2001]2220号

2001年10月30日

44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西电东送”价格
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计办价格
[2001]1434号

2001年12月1日

45
国家计委关于株州六盘水复线等电气化铁路
贵州段供电工程还本付息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1]2671号

200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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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国家计委关于哈大电气化铁路吉林段供电工
程还本付息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1]2672号

2001年12月14日

47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委托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对居民电价调整组织听证的通知

计办价格
[2001]1526号

2001年12月21日

48
国家计委关于公布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
府指导价执行方案的通知

计价格
[2002]107号

2002年1月27日

49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湖北天堂抽水蓄能电站
上网电价的批复

计办价格
[2002]91号

2002年1月29日

50
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鼓励发展散装粮食运
输降低部分铁路运输环节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

计价格
[2002]151号

2002年2月5日

51
国家计委关于降低南昆铁路电气化配套工程
还贷电价的通知

计价格
[2002]167号

2002年2月9日

52
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云南省调整
高等学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计价格
[2002]981号

2002年6月25日

53
国家计委关于朔黄铁路河北段电气化配套工
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2]1234号

2002年7月25日

54
国家计委关于核定秦山核电二期工程上网电
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2]1425号

2002年8月23日

55
国家计委关于云南省成昆等铁路电气化配套
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2]1609号

2002年9月12日

56
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北京市高等
学校校外学生公寓住宿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
复函

计价格
[2002]1629号

2002年9月13日

57
国家计委关于哈大电气化铁路辽宁段供电工
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2]1781号

2002年9月30日

58
国家计委关于湖北境内电气化铁路供电工程
还贷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2]1903号

2002年10月10日

59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机要交通文件（物
件）传递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
[2003]35号

2003年1月9日

60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
办法》的通知

计价格
[2003]415号

2003年3月14日

61
国家计委关于内昆铁路四川段供电工程还贷
电价的批复

计价格
[2003]414号

200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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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秦山三期核电上网
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140号

2003年4月23日

6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基础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等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及有关事
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477号

2003年6月3日

6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哈大电气化铁路黑龙江
段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3]517号

2003年6月11日

6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内蒙古东送电价及
国华准格尔电厂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595号

2003年6月20日

6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岭澳核电站上网电价的
通知

发改价格
[2003]836号

2003年7月30日

67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电力城市公用事
业附加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3]882号

2003年9月18日

6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湖南华润电力鲤鱼
江有限公司向广东送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1517号

2003年10月20日

69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
有限公司上网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3]2219号

2003年12月14日

7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襄渝电气化铁路湖北境
内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3]2258号

2003年12月22日

7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宁西铁路河南南阳段电
气化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3]2289号

2003年12月23日

7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核安
全技术审评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2352号

2003年12月30日

7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电子工程建设
概预算人员培训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36号

2004年1月5日

7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中央团校团干
部培训班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52号

2004年1月9日

75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污水处理费征收
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4]93号

2004年1月18日

7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辽宁省高耗能企业
优惠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4]169号

2004年1月30日

77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秦沈客运电气化铁路辽
宁段外部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4]513号

2004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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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
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602号

2004年4月5日

79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湄洲湾电厂上网
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
[2004]676号

2004年4月27日

8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陕西宝天、西南、襄渝
及神朔电气化铁路陕西境内供电工程还贷电
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4]869号

2004年5月13日

8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整顿
涉及生猪饲养、屠宰、销售环节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1266号

2004年6月30日

82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陕西渭河电厂电
价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04]1216号

2004年7月19日

8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整顿
涉及蚊香生产销售环节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1673号

2004年8月11日

8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差别电价及自备电厂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

发改电
[2004]159号

2004年9月6日

8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市场物价监管保持
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通知

发改电字
[2004]168号

2004年9月15日

86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钢材市
场价格监测专项报告制度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
[2004]1916号

2004年10月25日

87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疏导新疆乌鲁木齐电网
电价矛盾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2570号

2004年11月19日

8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哈大电气化铁路吉
林段供电工程还贷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4]2954号

2004年12月22日

89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超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2973号

2004年12月24日

9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上海华电电力发展
有限公司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4]3071号

2004年12月31日

91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水利工程供水价
格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5]499号

2005年3月16日

9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电价改革实施办法
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5]514号

2005年3月28日

93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期货市场
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
[2005]2261号

200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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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渝怀、遂渝电气化铁路
重庆段电力配套工程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5]2746号

2005年12月22日

95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山东中华发电公
司电价有关问题的函

发改办价格
[2006]299号

2006年2月15日

96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妥善处理东北
区域电力市场建设有关问题的函

发改办价格
[2006]554号

2006年3月20日

97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陇海铁路郑州--徐州段
和遂渝铁路四川段供电工程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6]590号

2006年4月10日

98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将混合小麦纳入
最低收购价范围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6]872号

2006年4月27日

99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渝怀铁路贵州段电气化
供电工程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6]989号

2006年5月29日

10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出租车运价与成品
油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6]1207号

2006年6月26日

10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监察
部北京培训中心培训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
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6]2616号

2006年11月23日

10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农村地区广播电视运营
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6]2696号

2006年11月30日

103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对农网还贷资金等项
政府性基金政策处理问题的意见

发改办价格
[2006]2900号

2006年12月18日

104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机动车尾气检测收费等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7]1005号

2007年5月8日

10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部分电气化铁路供电工
程还本付息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07]969号

2007年5月10日

10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价北京、河南等地区
统调小火电机组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7]2042号

2007年8月18日

107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关于三峡
翻坝运输滚装船征收船舶港务费问题的复函

发改价格
[2007]2453号

2007年9月20日

10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陕西、甘肃等地区
统调小火电机组上网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7]2465号

2007年9月22日

109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
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8]924号

200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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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核定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珠宝评估专业科目考试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8]2021号

2008年8月5日

11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国家体育总局
兴奋剂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8]2361号

2008年9月1日

1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新美廉”鲜皮
处理剂生产用原盐价格政策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9]1395号

2009年6月30日

113
国家发展改革委、铁道部关于调整铁路货物
运输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9]3103号

2009年12月11日

1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安徽省新安江水
库高水位超发电量实行货币分成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09]2730号

2009年12月23日

1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环渤海动力
煤价格指数试运行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10]2399号

2010年9月29日

1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四川省实施电力
直接交易试点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10]3074号

2010年12月7日

1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山西省原地方电
力建设基金每千瓦时分钱电价空间分配方案
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11]15号

2011年1月5日

118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中国纪检监察学
院培训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
[2011]1613号

2011年7月7日

119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服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11]2229号

2011年10月17日

120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江苏如东潮间带
风电场项目临时结算上网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
[2012]283号

2012年2月10日

121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鉴证工
作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12]495号

2012年3月6日

12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国家法官学院
培训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2]1321号

2012年5月11日

123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湖南省电力
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输配电价的批
复

发改办价格
[2012]3439号

2012年12月11日

12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核定全国公民身份
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

发改价格
[2012]3897号

201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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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设备
监理单位资格评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发改价格
[2013]290号

2013年2月18日

126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贵州省电力
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输配电价的批
复

发改办价格
[2013]498号

2013年2月27日

127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山西省电力
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输配电价的批
复

发改办价格
[2013]2200号

2013年9月9日

12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政策
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4]1216号

2014年6月5日

129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
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公布2015年小
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4]2302号

2014年9月29日

130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河北省电力
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
[2014]2784号

2014年11月19日

13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
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公布2015年稻
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5]225号

2015年2月3日

13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
[2016]54号

2016年1月11日

13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共
中央党校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

发改价格
[2016]2491号

201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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