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餐是否包含 单购价格 套餐是否包含 单购价格 套餐是否包含 单购价格

独立编号注册地址 ●套餐内包含 1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1200元/年 / /

名称+经营范围核准 ●套餐内包含 3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3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300元/次

地址商务秘书服务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 /

备案公章一套（普通）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套餐内包含 300元/套 ●套餐内包含 300元/套 ●套餐内包含 300元/套

首次执照、公章邮寄费 ●套餐内包含 20元/次 ●套餐内包含 20元/次 ●套餐内包含 20元/次

银行开户预约 ●套餐内包含 2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2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200元/次

对公银行工本费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对公网银年费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账户管理费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约200元/年

自助回单打印费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税务报道 ●套餐内包含 3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3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300元/次

票种核定 ●套餐内包含 1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1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100元/次

增值税普票申领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 /

代开增值税普票
（每月限开5张）

●套餐内包含 5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500元/年 / /

代开增值税专票 可选 15元/张 可选 15元/张 ●套餐含10张/月 15元/张

发票验旧
（每月限1次）

●套餐内包含 50元/次 ●套餐内包含 50元/次 ●套餐内包含 50元/次

进项发票认证 / / / /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计算进销项差额 / / / /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发票查验 / / / /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1年经验财务记账报税 ●套餐内包含 18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24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980元/年

2年经验财务记账报税 可选 2400元/年 可选 3000元/年 可选 4980元/年

5年经验财务记账报税 可选 3600元/年 可选 3600元/年 可选 5980元/年

定期推送账务服务 ●套餐内包含首年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首年 300元/年

年度账本费（电子）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税务政策咨询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税务在线疑难解答
（每月1次）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税费测算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税务风险提示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税务合规优化 可选 6000元/年 可选 6000元/年 / /

工商年报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500元/年

税务年报 / /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500元/年

代理领取Ukey ●套餐内包含 1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100元/次 ●套餐内包含 100元/次

Ukey托管服务 可选 200元/年 可选 200元/年 可选 200元/年

Ukey抄报税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Ukey每月清卡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套餐内包含 300元/年

变更事项 可选 600起/项 可选 600起/项 可选 600起/项

银行变更 可选 300起/项 可选 300起/项 可选 300起/项

营业执照未税务注销 可选 1200起/次 可选 1500起/次 可选 /

营业执照已税务注销 可选 1500起/次 可选 1800起/次 可选 2500起/次

经营者本人办理
解除托管文件

可选 300起/次 可选 300起/次 可选 300起/次

其他事项 可选 面议 可选 面议 可选 面议

备注
说明

注：“●套餐内包含”为套餐包含内容；“可选”为单选或额外选择服务；“/”为不提供该项服务；

（1）所有服务收款均使用公司支付宝对公账户收取，支付宝对公账户二维码请咨询客服人员；

（2）本目录内容根据制作时的相关最新信息编制，鉴于云上小镇电商园对服务进行不断的提升和改进，
具体细节请咨询客服，以最新版本协议或公告等内容为准；

（3）我们将保留未经事前通知更改本目录和相关公众号、小程序及网站任何信息的任何权利；

（4）入驻东莞园区的商户需统一由东莞园区进行记账报税相关服务，请阅读之后拨打客服电话咨询，

（5）东莞市云上小镇电商服务有限公司为东莞市商试企业分布式集群注册托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服
务均为两个公司提供，最终解释权归两个公司共同所有。

其他
事项

税务
事项

银行
开户

营业
执照

税务
UKEY

                           云上小镇电商园套餐价格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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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类型
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个体户 公司 公司

记账
报税

基础套餐总成本 2580元 2980
套餐包含内容

4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