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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央央环环保保督督察察组组进进驻驻山山东东
设立专门电话和信箱受理环保方面举报

本报记者 马云云

5年前做继承公证
百万财产要收2万元

新收费标准整体呈现“有
升有降”，省公证协会专家咨
询顾问刘疆介绍：按财产标的
比例收费的普遍下降；按件收
费的有所提高。

他解释说，目前执行的标
准于1999年1月1日起执行，
这一标准存在的问题之一就
是，以财产标的为标准的公证
收费偏高，“这部分项目按照
比例来收费，近20年过去了，
随着房价等价格上涨，公证费
用自然随之被拉高。”

因此，这次调整将按比例
收费的项目普遍下调。在这些
项目中，继承公证收费调整较
引人关注。按照1999年的标
准，证明财产继承要按受益额
的2％收取公证费，经群众反
映比例过高，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曾于2013年降低了这一
标准，此次山东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调低，“收费标准大都有
所下调，整体来看，普遍低了
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按照现行收费标准，标的
金额在50万至100万元部分、
200万至500万元部分的收费
标准均为0 . 8%，修改后，这两
档的标准分别降为 0 . 5%和
0 . 4%。

一户家庭要继承一份标
的额为100万元的房屋，按照
原收费标准，办理公证时要交
费9400元，9月1日后则降为
6950元，节省2450元。

此外，还有部分项目被合
并，例如财产合同公证中，如
果当事人在办理财产合同公
证的同时，申请赋予合同强制
执行效力、办理公证登记、申
请提存的，公证处对后三个业
务不再另行收费，而是都压缩
到“财产合同”这一个收费项
目中，“在以前，后三项是需要
按比例收费的”。

遗嘱公证涨幅最大
但低于其他法律机构

现行标准的另一个问题
是，按件收费的标准太低，与
物价不相适应。新标准对这类
项目适当调高。

主要对部分有法律意义
的事实和文书公证收费，从每
件（号）80元提高到150元，包
括自然人的出生、死亡、无

（有）犯罪记录、婚姻状况等。
尽管有所上涨，但从全国

范围来看，山东的涨幅低于其
他省份，已出台新标准的省份
多将这一标准提高为200元。

值得一提的是，遗嘱公证
的收费标准调整较大，按照现
行标准，证明遗嘱每件收费
200元，上门办理公证的加收
100元。而新标准明确，在公证
机构办公场所内办理遗嘱公
证的，每件1000-2000元；在公
证机构办公场所外办理遗嘱
公证的，每件2000-4000元。

刘疆分析，之所以做出如
此大的调整，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由于收费标准太低，
公证处对遗嘱公证的办理积
极性普遍偏低，尽管不是营利
机构，但公证处也要养活自
己，而办理一份遗嘱公证，大
约需要两个人忙活半天时间，
还要录像等，“这样只收200元
钱，公证处基本是办一件亏损
一件，因此不愿受理，这带来
的后果就是群众想办理这项
业务非常困难。”

公证遗嘱涨幅大的另一
个原因：公证遗嘱在程序上与

“保全证据”基本一样，但执业
风险比“保全证据”大。

此外，这一标准参照了整
个法律服务业关于遗嘱见证
的标准，据了解，目前在济南，
见证一份遗嘱律师事务所的
收费普遍在5000元以上。所
以，尽管收费标准有所提高，
但仍远低于其他法律机构。

“整体来看，做出这样的
调整利于公证业务开展，也利

于群众得到更好的服务。”
另外，新标准增加了按小

时收费，如现场监督、保全证
据。“原来按件收费，但‘一件’
很难计算，有的招标一上午就
完了，但是有的可能需要好几
天，按件并不科学，所以这些
和公证员的时间密切相关的，
改成了按小时收费。”

公证处业务面临竞争
非垄断业务市场定价

目前我国正在推动公证
改革，观点认为，管理办法和
新的收费办法对于推动公证
改革有积极意义。

管理办法特别强调，收费
标准考虑各项服务疑难、复杂
及风险程度，既要有利于公证
事业健康发展，又要兼顾社会
承受能力的原则合理确定。

这其中确定了政府定价
和市场调节两部分内容，那么
哪些是政府定价、哪些由市场
调节？

刘疆介绍，这遵循一个原
则：如果是只有公证处能办理
的业务，如继承公证、委托书
公证等，就由政府定价；如果
这项服务其他机构也可以办，
比如说出具法律意见书，公证
处可以办、法律服务所等也可
以出，那么就协商收费，也就
是说，对于公证处非垄断的业
务，根据市场行情自主定价。

这个协商收费并非“一事
一商量”，价格要由公证处自
行制定，并张榜公布，“不能像
在自由市场上一样讨价还价，
如果嫌某家公证处贵，可以找
其他公证处，或者其他机构”。

这样一来，公证处和其他
机构、公证处之间就产生了竞
争关系，必然要提高服务质
量、降低服务费用。

刘疆预测，由于每家公证
处的业务范围不同，受新标准
的影响也会有差异，但部分公
证处的业务方向会因此产生
变化，比如增加遗嘱公证受
理。

本报济南8月10日讯（记者
高寒 张玉岩 刘雅菲） 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
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山东
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8月10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山东省工作动员会在济南召
开，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组
长马中平、副组长刘华就做好督
察工作分别作了讲话，山东省委
书记刘家义作了动员讲话，会议
由山东省省长龚正主持。

马中平强调，中央第三环境
保护督察组这次进驻山东省，重
点是督察山东省党委、政府贯彻
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情况。在督察中将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盯住中央高度关
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
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其处理情
况；重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
趋势的区域流域及整治情况；重
点督办人民群众反映的身边环

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况；重点督
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重点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严肃问责等
工作机制。

刘家义表示，中央第三环
境保护督察组来山东省开展督
察，是解决本省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推动生态山东建设的重
大契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
力支持、主动配合中央督察组

开展工作，对问题不回避、不遮
掩、不护短、不粉饰，自觉诚恳接
受环保督察体检。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严明各项工
作纪律，雷厉风行抓好问题整
改，以这次环保督察为动力，坚
决打赢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
整治攻坚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和全国大局做出应有贡献。

根据安排，中央第三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一个
月左右。督察进驻期间（8月10

日－9月10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531-69929173，专门邮
政信箱：济南市第1013号邮政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
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
受理山东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
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
门处理。

我省公证服务收费18年来首次全面调整

继继承承百百万万财财产产
公公证证费费能能省省22445500元元

山东省实行18年的公证收费标准调整了。近日，山东省物价局、省司法厅印发《山东省公证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和《山东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新标准正式出炉。此次调整的总体方向是：按比例收
费的调低、按件收费的调高收费。群众做一次继承公证，总体可以少支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费用。
新标准自2017年9月1日起执行。

继承、赠予、遗赠公证收费调整的
三次变化情况

标的金额

1999年
1月1日至
2013年9月
30日标准

2013年
10月1日至
2017年8月
31日标准

2017年
9月1日
执行新
标准

10万元（含）以下

2%

1 . 2%
1 . 2%

10万元至20万元（含） 1%

20万元至50万元（含） 1% 0 . 75%

50万元至100万元（含）

0 . 8%

0 . 5%

100万元至200万元（含） 0 . 45%

200万元至500万元（含） 0 . 4%

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 0 . 5% 0 . 35%

1000万元以上 0 . 1% 0 . 1%

小明有100万财产要继承
不同年代要花的公证费不一样

1999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

最多需缴纳公证费：

100万x2%=2万元

假如是在2013年10月1日到2017年8月31日

最多需缴纳公证费：

20万x1 . 2%+30万x1%+50万x0 . 8%
=9400元

假如是在2017年9月1日之后

最多需缴纳的公证费：

1 0 万 x 1 . 2 %+ 1 0 万x 1 %+3 0 万
x0 . 75%+50万x0 . 5%=6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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