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收费依据 备  注

一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 学费

1、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华侨学生

学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2、纳入招

生大类专业的学费实行分段收取，专业

分流前按照所属大类的专业最低收费标

准预收费，专业分流后按照所选专业收

费标准进行收费结算，多退少补。

1 全日制公办高校学费（本科） 苏价费[2014]136号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1） 文科类 5200 元/生·年

① 法学 5200 元/生·年

② 社会学 5200 元/生·年

③ 英语 5200 元/生·年

④ 日语 5200 元/生·年

⑤ 国际经济与贸易 5200 元/生·年

⑥ 农林经济管理 572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⑦ 市场营销 5200 元/生·年

⑧ 电子商务 5200 元/生·年

⑨ 工商管理 5200 元/生·年

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200 元/生·年

⑪ 土地资源管理 5200 元/生·年

⑫ 行政管理 5200 元/生·年

⑬ 人力资源管理 5200 元/生·年

⑭ 劳动与社会保障 5200 元/生·年

⑮ 旅游管理 5200 元/生·年

⑯ 公共事业管理 5200 元/生·年

⑰ 农村区域发展 5200 元/生·年

⑱ 金融学 5200 元/生·年

⑲ 会计学 5200 元/生·年

⑳ 投资学 5200 元/生·年

㉑ 物流工程 5200 元/生·年

㉒ 工业工程 5200 元/生·年

㉓ 工程管理 5200 元/生·年

⑵ 理科类 5500 元/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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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5500 元/生·年

② 生态学 60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③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00 元/生·年

④ 应用化学 5500 元/生·年

⑤ 生物科学

生物科学类（生物学基地班）

生物科学类（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

⑥ 生物技术 5500 元/生·年

⑦ 统计学 5500 元/生·年

⑶ 工科类 5800 元/生·年

① 环境科学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② 环境工程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③ 食品科学与工程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④ 食品质量与安全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⑤ 生物工程 5800 元/生·年

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00 元/生·年

⑦ 网络工程 5800 元/生·年

⑧ 风景园林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800 元/生·年

⑩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⑪ 交通运输 5800 元/生·年

⑫ 工业设计 5800 元/生·年

⑬ 农业电气化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⑭ 自动化 638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⑮ 车辆工程 5800 元/生·年

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800 元/生·年

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800 元/生·年

⑷ 农林类 2500 元/生·年

① 农学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② 种子科学与工程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③ 植物保护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④ 农业资源与环境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⑤ 园艺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⑥ 园林 2500 元/生·年

5500 元/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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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2500 元/生·年

⑧ 动物科学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⑨ 水产养殖学 2500 元/生·年

⑩ 动物医学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⑪ 动物药学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⑫ 草业科学 2750 元/生·年 省优势学科上浮10%

⑬ 茶学 2500 元/生·年

⑸ 医学类 6800 元/生·年

① 中药学 6800 元/生·年

⑹ 艺术类 6800 元/生·年

① 表演 6800 元/生·年

(7) 学分制收费 100 元/学分
苏价费〔2006〕319号、苏财综〔2006〕57号，苏价费〔2009

〕277号、苏价费[2010]305号

2 研究生学费 苏价费[2014]196号

（1）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8000 元/生·年

（2） 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10000 元/生·年

（3）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农业硕士、风景园林硕士、金融硕士、国际商务硕士、

兽医硕士、社会工作硕士、工程硕士、翻译硕士、法律

硕士、中药学硕士、图书情报硕士

10000 元/生·年 双证

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会计硕

士（MPAcc)
50000 元/生·年 双证

（4）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工程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 15000 元/生·年 单证

风景园林硕士 18000 元/生·年 单证

公共管理硕士（MPA） 27500 元/生·年 单证

工商管理硕士(MBA） 42500 元/生·年

（5）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兽医博士 25000 元/生·年 单证

3 辅修专业课程收费
每个学分不超过该门

课程正常收费的50%
苏教财[2004]1号

4 成人教育学费 苏价费[2007]271号苏财综[2007]61号苏教财[2007]33号 2007年秋季入学起

A 全脱产类

（1） 理工类（专科） 3300 元/生·年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收费依据 备  注

（2） 理工类（本科） 3600 元/生·年

（3） 文科类（专科） 3100 元/生·年

（4） 文科类（本科） 3400 元/生·年

B 半脱产、业余类

(1) 理工类(专科) 1900 元/生·年

(2) 理工类(本科) 2200 元/生·年

(3) 文科类(专科) 1700 元/生·年

(4) 文科类(本科) 2000 元/生·年

C 函授类

(1) 理工类(专科) 1500 元/生·年

(2) 理工类(本科) 1700 元/生·年

(3) 文科类(专科) 1300 元/生·年

(4) 文科类(本科) 1500 元/生·年

D 半脱产类：理工类(本科) 2400 元/生·年 苏价费[2007]271号苏财综[2007]61号苏教财[2007]33号 2007年秋季入学起

          文科类(本科) 2200 元/生·年

          理工类(专科) 2050 元/生·年

          文科类(专科) 1850 元/生·年

5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特色专业学费 苏教财[2003]48号、苏价费[2003]186号、苏财综[2003]71号

（1） 文科类 4200 元/生·年

（2） 理科类 4500 元/生·年

（3） 艺术类 4800 元/生·年

（4） 半脱产类 减半收取 元/生·年

6 实践课程考核费 60 元/课次 苏价费【2001】310号

7 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 14000-34000（文科）
元/生·年 苏教财[1998]96号、苏价费[1998]469号 理科和工科比照文科可上浮10-30%

8 自费来华留学生报名费 400-800 元/人 苏教财[1998]96号、苏价费[1998]469号

(二) 住宿费（具体条件另附公示表）

1 国内学生住宿费 500-1500 元/生·年 苏价费[2002]369号苏财综[2002]162号 供暖气的另行核定暖气费

2 自费来华留学生住宿费（一般条件） 12-32 元/床位·天 苏教财[1998]96号、苏价费[1998]469号

3 自费来华留学生住宿费（条件较好） 一般条件的2.5倍 元/床位·天 苏教财[1998]96号、苏价费[1998]469号

(三) 报名考试费

1 普通话测试 苏价费[2004]104号、苏财综[2004]29号

(1)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一般人员） 50 元/人次

(2)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学生） 25 元/人次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收费依据 备  注

(3) 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 5 元/本

2 研究生招生考试费

(1) 全国研究生报名考试费 120 元/生 苏价费[2007]423号

(2)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联考报名考试费 80 元/人·科 苏价费[2007]423号 含专业学位硕士、博士

(3) 研究生复试费和保送研究生笔试费及面试费 80 元/生 苏价费[2007]423号

3 大学英语四、六级报名考试费 30 元/生·次 苏价费函[2005]111号

4 成教类考试费

(1) 成人高教外语统考考试费 10 元/生·次 苏价费[2003]269号

(2) 成人高教学士学位英语统考考试费 35 元/生·次 苏价费[2003]269号

5 计算机类考试

(1)
普通高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等级考试收费（含证书

费）
苏教财[1998]94号

A 一级至二级（笔试） 20 元/人 苏教财[1998]94号

B 一级至二级（上机考试） 18 元/人 苏教财[1998]94号

C 三级（笔试） 24 元/人 苏教财[1998]94号

(2) 成人高教计算机统考考试费 12 元/生·次 苏价费[2003]269号

(3) 全国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含证书）一至三级 85 元/人 苏价费[2004]85号

全国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含证书）四级 95 元/人 苏价费[2004]86号

6 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学生测试费 苏教财[2007]89号、苏价费[2007]423号苏财综[2007]92号

(1) 自主招生院校测试费 60 元/生 苏价费[2007]423号

(2) 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和其他类型学生入学测试费 60 元/生 苏价费[2007]423号

(3) 艺术、体育类学生入学专业测试费 60 元/生·科 苏价费[2007]424号
按规定复试的，按每生每科40元收

费。

7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特色专业考试费 100 元/科 苏价费[2003]186号

8 专转本报名考试费 苏价费函[2002]64号

（1） 专转本报名费 10 元/生 苏价费函[2002]64号

（2） 专转本考试费 45 元/科 苏价费函[2002]64号

（四） 其它收费

1 论文指导、答辩费 苏价费[2001]310号

（1） 理工类本科类毕业设计论文指导、答辩费 220 元/科 苏价费[2001]310号

（2） 文科类本科类毕业设计论文指导、答辩费 200 元/科 苏价费[2001]310号

2 资格评审收费

（1）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收费 详见文件 苏价费函（2002）62号

（2） 技师类职业资格评审收费（技师） 200 元/人 苏价费（2004）4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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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 详见文件 苏价费[2004]466号、苏价费[2005]93、苏价费[2005]281号、

苏价费[2006]232号、苏价费[2008]224号

二 代收费
苏价费[2007]270号、苏财综[2007]68号、苏教财[2007]36号

自愿原则，学年结束时据实结算，

多退少补

1 新生体检费 20 元/生 苏教体艺[2018]8号

2 教材费 按招标价格 元/生·年

3 军训服装费 按招标价格

4 公寓用品代收费 按招标价格

5 大学生医保 150 元/生·学年 宁人社[2018]169号

三 服务性收费
苏教财[2007]89号、苏价费[2007]423号、苏财综[2007]92

号，苏价费 ]2007]270号、苏财综 [2007]68号、苏教财

[2007]36号

遵循自愿和非营利的原则，严禁强

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

1 补办学生证、图书证、校徽等 不超过成本的2倍 次 首次办理各种证卡不得收费

2 上机、上网服务费 ≤1 元/小时
高校不得以定额的方式向所有在校

学生统一收费

3 档案查证及翻译服务费 10 元/人次

高校为在校学生查阅学习成绩并提

供书面证明的，不得收费。每增加

一份加2元。证明材料需翻译成外

文的，由高校根据翻译工作量和低

于市场价的原则收取翻译服务费。

4 资料复印费 按成本收费
高校图书馆为学生提供本馆资料检

索和查询等，不得收费。

5 高校医院收费 详见文件 省物价局、卫生厅2005年8月的《江苏省医疗服务价格手册》

四 培训收费 按备案价格 苏价规[2013]2号

备注：一、优惠政策：公办高校接受学历教育，孤儿免收学费、书本费。下列对象减免50%以上的学费并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帮助：

      1、城乡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人员子女。

      2、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3、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学生。

      4、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5、其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

     二、价格投诉电话：12358、025-83327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