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1 学费 一、学费

2 学费 （一）本专科生

3 学费 1、普通本专科生（2015级及以前） 2015级及以前

4 学费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元/生·学年 4560 粤价〔2007〕186号 2015级及以前

5 学费 （2）理工、外语、体育专业 元/生·学年 5160 粤价〔2007〕186号 2015级及以前

6 学费 （3）艺术专业 2015级及以前

7 学费 A.一类艺术专业 元/生•学年 10000
粤价〔2007〕186号 教费备
〔2006〕031号

2015级及以前

8 学费 （4）示范性软件工程学院 元/生•学年 发改价格〔2005〕2528号 2015级及以前

9 学费 A. 从普通高中招生的1-2年级 元/生•学年 5160
教发〔2002〕26号 粤价〔
2004〕317号

2015级及以前

10 学费 B.3－4年级 元/生•学年 16000
教发〔2002〕26号 粤价〔
2004〕317号

2015级及以前

11 学费 （5）医学专业 元/生•学年 5760 粤价〔2007〕186号 2015级及以前

12 学费 2、普通本专科生（2016级及以后）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13 学费 （1）文科类专业 元/生·学年 606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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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学费 （2）理工、外语、体育专业 元/生·学年 685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15 学费 （3）艺术专业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16 学费 A.其他非理论类艺术专业 元/生•学年 1000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17 学费 （4）示范性软件工程学院 元/生•学年 发改价格〔2005〕2528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18 学费 A. 从普通高中招生的1-2年级 元/生•学年 6850
教发〔2002〕26号 粤价〔
2004〕317号 粤发改价格〔
2016〕367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19 学费 B.3－4年级 元/生•学年 16000
教发〔2002〕26号 粤价〔
2004〕317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20 学费 （5）医学类专业 元/生•学年 766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2016级开始，具体专业见尾
页

21 学费 3、继续教育本专科生 粤价〔2007〕186号

22 学费 （1）成人教育

23 学费 A.文史、财经、管理专业专科 元/生•学年 2800 教费备〔2006〕027号

24 学费 B.理工、外语专业专科 元/生•学年 3220 教费备〔2006〕027号

25 学费 C.艺术类专业专科 元/生•学年 4680 教费备〔2006〕027号

26 学费 D.文史、财经、管理专业专升本 元/生•学年 3000 教费备〔2006〕0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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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学费 E.理工、外语专业专升本 元/生•学年 3450 教费备〔2006〕027号

28 学费 F.艺术类专业专升本 元/生•学年 5070 教费备〔2006〕027号

29 学费 （2）网络教育 粤价〔2007〕186号

30 学费 A. 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元/生•学年 4800 粤价〔2007〕186号

31 学费 B. 理工、外语、体育专业 元/生•学年 粤价〔2007〕186号

32 学费 a.一般专业 元/生•学年 5100 粤价〔2007〕186号

33 学费 b.动漫设计与制作 元/生•学年 6800 粤价〔2007〕186号

34 学费 C.艺术类专业 元/生•学年 5780 粤价〔2007〕186号

35 学费 （3）公开学院自学自考 元/生•学年 粤价〔2007〕186号

36 学费 A.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元/生•学年 6800 粤价〔2007〕186号 2017级及以前

37 学费 B.理工、外语专业 元/生•学年 7600 粤价〔2007〕186号 2017级及以前

38 学费 C.艺术类 元/生•学年 9000 粤价〔2007〕186号 2017级及以前

42 学费 G.业余班 粤价〔2007〕186号
含高职高专自学考试助学辅导班

及自考本科第二学历助学辅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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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费 （1）一般专业 元/生•学年 4800 粤价〔2007〕186号

44 学费 （2）艺术类 元/生•学年 5600 粤价〔2007〕186号

45 学费 （二）研究生 粤价〔2013〕294号

46 学费 1、学历教育研究生 粤价〔2013〕294号

47 学费 （1）学术型 粤价〔2013〕294号

48 学费 A．博士生（全日制） 粤价〔2013〕294号

49 学费 a.非定向 元/生•学年 1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5年

50 学费 b. 定向（委托培养） 元/生•学年 4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51 学费 c. 定向（少高计划） 元/生•学年 1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52 学费 d. 定向（对口支援） 元/生•学年 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53 学费 B．硕士生(全日制) 粤价〔2013〕294号

54 学费 a.非定向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55 学费 b.定向（单考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元/生•学年 4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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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学费 c.定向（外单位委培）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57 学费 d.定向（少高计划、强军计划、国防生）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58 学费 （2）专业学位 粤价〔2013〕294号

59 学费 A.非定向(全日制) 粤价〔2013〕294号

60 学费 a.工程硕士（不含工业工程）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61 学费 b.工程硕士（工业工程）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62 学费 c.城市规划硕士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63 学费 d.建筑学硕士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64 学费 e.风景园林硕士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65 学费 f.金融硕士①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2017级及以前

66 学费 f.金融硕士②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2017级及以前

67 学费 f.金融硕士③ 元/生•学年 3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2018级开始

68 学费 g.法律硕士（法学）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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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学费 g.法律硕士（非法学）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70 学费 h.艺术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2016级及以前

71 学费 i.翻译硕士 元/生•学年 2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72 学费 j.公共管理硕士（MPA） 元/生•学年 22500 粤价〔2013〕294号 2016级及以前

73 学费 k.工程管理硕士 元/生•学年 22500 粤价〔2013〕294号 2016级及以前

74 学费 l.工商管理硕士（MBA） 元/生•学年 3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75 学费 m.会计硕士 （MPACC） 元/生•学年 3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76 学费 n.社会工作硕士 元/生•学年 12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77 学费 n.社会工作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5年

78 学费 o.新闻与传播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79 学费 o.新闻与传播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5年

80 学费 p.国际商务硕士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81 学费 p.国际商务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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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学费 q.体育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83 学费 r.药学硕士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83 学费 s.工程博士 元/生•学年 1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84 学费 B.定向就业（非全日制） 粤价〔2013〕294号

85 学费 a.工程博士 元/生•学年 4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4年

86 学费 b.建筑学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87 学费 c.风景园林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88 学费 d.城市规划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89 学费 e.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16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90 学费 f.国际商务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91 学费 g.金融硕士①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2017级及以前

92 学费 g.金融硕士② 元/生•学年 3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2018级开始

93 学费 h.体育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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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学费 i.公共管理硕士（MPA） 元/生•学年 225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95 学费 j.工程管理硕士（MEM） 元/生•学年 2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96 学费 k.新闻与传播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第1学年

97 学费 k.新闻与传播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第2-3学年

98 学费 l.社会工作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99 学费 m.药学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100 学费 n.工程硕士（项目管理） 元/生•学年 30000 粤价〔2013〕294号 第1学年

101 学费 n.工程硕士（项目管理） 元/生•学年 25000 粤价〔2013〕294号 第2-3学年

102 学费 n.软件工程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103 学费 n.计算机技术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104 学费 n.电气工程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105 学费 n.其他领域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3年

106 学费 o.工商管理硕士(MBA) 元/生•学年 55000 粤价〔2013〕294号 第1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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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学费 o.工商管理硕士(MBA) 元/生•学年 50000 粤价〔2013〕294号 第2-3学年

108 学费 p.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元/生•学年 125000 粤价〔2013〕294号 学制2年

109 学费 q.会计硕士（MPAcc） 元/生•学年 40000 粤价〔2013〕294号 第1学年

110 学费 q.会计硕士（MPAcc） 元/生•学年 30000 粤价〔2013〕294号 第2-3学年

111 学费 C.定向（全日制） 粤价〔2013〕294号 2016级及以前，含委托培养

112 学费 a.工程博士 元/生•学年 40000 粤价〔2013〕294号

113 学费 b.工程硕士（不含软件工程）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14 学费 c.工程硕士（软件工程）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15 学费 d.城市规划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16 学费 e.建筑学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17 学费 f.风景园林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18 学费 g.金融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2016级及以前，含委托培养

119 学费 h.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序号 项目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华南理工大学收费公示（20180426）

120 学费 i.艺术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121 学费 j.翻译硕士 元/生•学年 280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22 学费 k.公共管理硕士（MPA） 元/生•学年 225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23 学费 l.工程管理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粤价〔2013〕294号

124 学费 m.工商管理硕士（MBA）（第1年) 元/生•学年 550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25 学费 工商管理硕士（MBA）(第2-3年) 元/生•学年 500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26 学费 n.会计硕士（第1年） 元/生•学年 400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27 学费 会计硕士（第2-3年） 元/生•学年 300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28 学费 2．非学历教育研究生 粤价〔2013〕294号 2016级及以前

129 学费 （1）工程硕士 粤价〔2013〕294号

130 学费 A.软件工程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131 学费 B.工业工程 元/生•学年 16000 粤价〔2013〕294号

132 学费 C.物流工程 元/生•学年 16000 粤价〔2013〕2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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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学费 D.项目工程 元/生•学年 18000 粤价〔2013〕294号

134 学费 E.云计算与大数据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2015级及以后

135 学费 F.其他领域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36 学费 （2）风景园林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37 学费 （3）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38 学费 （4）公共管理硕士（MPA） 元/生•学年 19000 粤价〔2013〕294号

139 学费 （5）EMBA 元/生•学年 125000 粤价〔2013〕294号

140 学费 3.同等学力人员学费 粤价〔2013〕294号

141 学费
（1）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同等学力课程
研修班

元/生•学年 11000 粤价〔2013〕294号 2017级以前

142 学费
（2）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同等学力课程
研修班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2017级及以后

143 学费 （3）企业管理专业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 元/生•学年 11000 粤价〔2013〕294号 2017级以前

144 学费 （4）企业管理专业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2017级及以后

145 学费 （5）民商法学专业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 元/生•学年 11000 粤价〔2013〕2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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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学费
（6）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同等学力课程
研修班

元/生•学年 11000 粤价〔2013〕294号

147 学费 （7）金融学专业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 元/生•学年 11000 粤价〔2013〕294号

148 学费
（8）产业经济学专业同等学力课程研修
班

元/生•学年 11000 粤价〔2013〕294号

149 学费 （9）同等学力人员博士学位课程进修费 元/生•学分 900 粤价〔2013〕294号

150 学费 （8）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学费 元/生•学年 15000 粤价〔2013〕294号

151 学费 （9）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费 元/生•次 10000 粤价〔2013〕294号

152 学费 （三）自费来华留学生

153 学费 1、本科学费
粤价〔1998〕121号 教外来
〔1998〕7号

154 学费 （1）经管类 元/生•学年 19200 教费备〔2006〕030号 2013级及以前

155 学费 经管类 元/生•学年 20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56 学费 （2）理工类 元/生•学年 21600 教费备〔2006〕030号 2013级及以前

157 学费 理工类 元/生•学年 23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58 学费 （3）文科 元/生•学年 17600 教费备〔2006〕030号 2013级及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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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学费 文科 元/生•学年 182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60 学费 （4）艺术 元/生•学年 24000 教费备〔2006〕030号 2013级及以前

161 学费 艺术 元/生•学年 25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62 学费 （5）英文授课 元/生•学年 25600 教费备〔2006〕030号 2013级及以前

163 学费 英文授课 元/生•学年 26000 教费备〔2011〕1101号 2014级及以后

164 学费 2、硕士学费

165 学费 （1）经管类 元/生•学年 25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66 学费 （2）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全英文授课） 元/生•学年 32000 教费备〔2015〕013号 2015级及以后

167 学费 信息与通讯工程（全英文授课） 元/生•学年 32000 教费备〔2015〕013号 2015级及以后

168 学费 其他理工类 元/生•学年 28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69 学费 （3）文科 元/生•学年 23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70 学费 （4）艺术 元/生•学年 28000 教费备〔2006〕030号

171 学费 （5）MBA 元/生•学年 44500 教费备〔2011〕1101号



序号 项目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华南理工大学收费公示（20180426）

172 学费 3、博士学费

173 学费 （1）经管类 元/生•学年 34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74 学费 （2）理工类 元/生•学年 40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75 学费 （3）文科 元/生•学年 34000 教费备〔2013〕072号 2014级及以后

176 学费 4、普通进修 粤价〔1998〕121号

177 学费 （1）文科 元/生•学年 18200 粤价〔1998〕121号

178 学费 （2）理工科 元/生•学年 23000 粤价〔1998〕121号

179 学费 （3）经管类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1998〕121号

180 学费 （4）艺术设计类 元/生•学年 25000 粤价〔1998〕121号

181 学费 5、高级进修 粤价〔1998〕121号

182 学费 （1）文科 元/生•学年 23000 粤价〔1998〕121号

183 学费 （2）理工科 元/生•学年 28000 粤价〔1998〕121号

184 学费 （3）经管类 元/生•学年 25000 粤价〔1998〕121号



序号 项目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华南理工大学收费公示（20180426）

185 学费 （4）艺术设计类 元/生•学年 28000 粤价〔1998〕121号

186 学费 6、预科 元/生•学年 18000 教费备〔2006〕030号

187 学费 7、初级、中级、高级汉语班 教费备〔2006〕030号

188 学费 （1）一个月 元/生 2560 教费备〔2006〕030号

189 学费 （2）两个月 元/生 4400 教费备〔2006〕030号

190 学费 （3）一学期普通班 元/生 8500 教费备〔2011〕1101号

191 学费 （4）一学年普通班 元/生 16200 教费备〔2011〕1101号

192 学费 （5）一学期强化班 元/生 10000 教费备〔2015〕013号

193 学费 （6）一学年强化班 元/生 18200 粤价〔1998〕121号

194 学费 8、报名费 元/生 450
粤价〔1998〕121号 教费备
〔2016〕20号

195 学费 （四）培训费 粤价〔2007〕186号

196 学费 辅导班、研修班、培训班学费 自定 按实际开班情况备案 具体标准备案后公示执行

197 学费 （五）其他 粤价〔2007〕186号



序号 项目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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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学费 1、第二学位 元/生•学分 按文件规定计算公式收取 粤价〔2007〕186号 60学分

199 学费 2、第二专业 元/生•学分 同上 粤价〔2007〕186号 50学分

200 学费 3、辅修专业 元/生•学分 同上 粤价〔2007〕186号 30学分

201 学费 4、复读专业 元/生•学分 同上 粤价〔2007〕186号

202 住宿费 二、住宿费 粤价〔2007〕186号

203 住宿费 （一）普通学生宿舍 元/生•学年 600 教费核〔2016〕014号 研1、研3

204 住宿费 （二）二级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750 教费核〔2013〕055号
东6、东11、东12、、西2、
西3、西4、西10、西20、北
1

205 住宿费 （三）二级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850 教费核〔2016〕014号
西1、西11、西12、西13、
西14、西15、西16、西17、
西18、北6

206 住宿费 （四）一级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750 教费核〔2013〕055号 研2（不含水电费）

207 住宿费 （五）一级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950 教费核〔2016〕014号
东7、北14、北15、北16、北17

、北18

208 住宿费 （六）一级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1000 教费核〔2013〕055号 西5、研4（不含水电费）

209 住宿费 （七）一级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1100 教费核〔2016〕014号 西21、研5（不含水电费）

210 住宿费 （八）引资新建公寓 元/生•学年 1500 教费核〔2016〕014号
东8到东10、西6到西9、西
19、研6（不含水电费）



序号 项目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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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住宿费 （九）引资新建公寓 元/生•学年 1500 教费核〔2010〕073号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大楼

212 住宿费 （十）引资新建公寓 元/生•学年 1500 教费核〔2010〕071号
南校区（大学城小区）C1—
C14（不含水电费）

213 住宿费 （十一）引资新建公寓 元/生•学年 1500 教费核〔2015〕016号
北8、北9、北10、北11、北
12、北13（不含水电费）

214 住宿费 （十二）引资新建公寓 元/生•学年 1600 教费核〔2015〕016号
北2、北3、北4（不含水电
费）

215 住宿费 （十三）自费留学生宿舍 元/生•学年 粤价［1998］121号

216 住宿费 1、北校区留学生宿舍

217 住宿费 （1）空调房间单人房 元/生•学年 15000 教费核〔2011〕1102号

218 住宿费 （2）空调房间双人房 元/生•学年 9800 教费核〔2011〕1102号

219 住宿费 （3）空调房间三人房 元/生•学年 8000 教费核〔2011〕1102号

220 住宿费 （4）非空调房间单人房 元/生•学年 7500 教费核〔2011〕1102号 一楼

221 住宿费 （5）非空调房间双人房 元/生•学年 6000 教费核〔2011〕1102号 一楼

222 住宿费 （6）非空调房间双人房 元/生•学年 7000 教费核〔2011〕1102号 二、三楼

223 住宿费 2、南校区留学生宿舍 元/生•学年 教费核〔2011〕1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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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住宿费 （1）空调房间单人房 元/生•学年 15000 教费核〔2011〕1102号

225 住宿费 （2）空调房间双人房 元/生•学年 8000 教费核〔2011〕1102号

226 住宿费 （3）空调房间四人房 元/生•学年 3500 教费核〔2011〕1102号

227 住宿费 （4）引资新建公寓 元/生•学年 2500 教费核〔2012〕059号
南校区（大学城小区）C2栋103

—123房（不含水电费）

228
服务性收
费

三、服务性收费 粤价〔2007〕186号 最高标准

229
服务性收
费

（一）补办证件工本费 粤价〔2007〕186号

230
服务性收
费

1、学生证、图书馆阅览证 元/证 3 粤价〔2007〕186号

231
服务性收
费

2、校徽 元/枚 2 粤价〔2007〕186号

232
服务性收
费

（二）证明资料费 粤价〔2007〕186号

233
服务性收
费

1、成绩单、就业推荐信函（中文版） 元/份 20 粤价〔2007〕186号

234
服务性收
费

2、成绩单、就业推荐信函（英文版） 元/份 40 粤价〔2007〕186号

235
服务性收
费

（三）网络通讯费 元/年 300 粤价〔2007〕186号

236
服务性收
费

（三）网络通讯费 元/小时 1.5 粤价〔2007〕1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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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服务性收
费

（四）热水费 元/立方 25 粤价〔2007〕186号

238
服务性收
费

（五）打印、复印费（A3） 元/张 0.2 粤价〔2007〕186号

239
服务性收
费

（五）打印、复印费（A4） 元/张 0.1 粤价〔2007〕186号

240 代收费 四、代收费 粤价〔2007〕186号 定期公布结算，多退少补

241 代收费 （一）教材资料费 元/生•学年 500 粤价〔2013〕93号

242 代收费 （二）补办校园一卡通 元/生•卡 15 粤价〔2013〕93号

243 代收费 （三）医疗保险费 元/生•年 按规定标准收取
穗人社发〔2014〕32号 穗人
社发〔2014〕36号穗人社函
〔2015〕959号

244 代收费 （四）军训服装费 元/生 65 粤价〔2007〕186号

245 代收费 （五）身份证（初办） 元/生•证 20 粤价〔2007〕186号

246 代收费 （五）身份证（补办） 元/生•证 40 粤价〔2007〕186号

247 代收费 （六）暂缓就业户口邮寄费 元/生 按实收取 粤价〔2007〕186号

248 代收费 （七）考试费 按规定标准收取 粤价〔2007〕1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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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020101 经济学 文科

020301 金融学 文科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科

030101 法学 文科

030102 知识产权 文科

040202 运动训练 体育

050207 日语 外语

050262 商务英语 外语

050301 新闻学 文科

050303 广告学 文科

050304 传播学 文科

0701 数学类 理工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

本科生专业对应收费标准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本科生专业对应收费标准表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

070202 应用物理学 理工

0703 化学类 理工

070302 应用化学 理工

0710 生物科学类 理工

080102 工程力学 理工

0802 机械类 理工

080201 机械工程 理工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080205 工业设计 理工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080207 车辆工程 理工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本科生专业对应收费标准表

0804 材料类 理工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080403 材料化学 理工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理工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理工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工

080706 信息工程 理工

080801 自动化 理工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080902 软件工程 理工

080903 网络工程 理工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本科生专业对应收费标准表

080904 信息安全 理工

080907 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

081001 土木工程 理工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理工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081302 制药工程 理工

081304 能源化学工程 理工

081701 轻化工程 理工

081801 交通运输 理工

081802 交通工程 理工

0819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理工

082201 核工程与核技术 理工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理工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本科生专业对应收费标准表

082502 环境工程 理工

082506 资源环境科学 理工

082601 生物医学工程 理工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理工

082801 建筑学 理工

082802 城乡规划 理工

082803 风景园林 理工

082901 安全工程 理工

100203 医学影像学 医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文科

120103 工程管理 文科

1202 工商管理类 文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本科生专业对应收费标准表

120201 工商管理 文科

120203 会计学 文科

120402 行政管理 文科

120602 物流工程 文科

120801 电子商务 文科

120901 旅游管理 文科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文科

130201 音乐表演 艺术

130202 音乐学 艺术

130205 舞蹈学 艺术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

130504 产品设计 艺术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