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民族大学2018学年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或调整日期：2018年8月-2019年7月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行时间 备注
    一、学费、住宿费、考试费

(一)2018级学费

1、本科一般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450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 环境工程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75

<2>

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科学、智能科
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
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商务英
语、翻译、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物制剂、药物

分析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3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5

<3> 资源环境科学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4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3

<4> 应用化学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4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2

<5> 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制药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0

<6> 建筑学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5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3.07 196

<7>

知识产权、政治学与行政学、教育学、教育技术
学、应用心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
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思想
政治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汉语言文学、汉
语国际教育、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6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55

<8> 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6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54

<9>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

地资源管理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51

<10>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7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49

<11> 行政管理（实验班）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9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43

2、本科热门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5850和民族学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2>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自动化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信息工

程、英语、日语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5

<13>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7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4

<14>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8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60

<15>
经济学、经济统计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9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55

<16> 法学（实验班）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2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45

<17> 民族学 2018级学生 免收学费 2018.08-2022.07

<18> 软件工程（实验班）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767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151

3、本科音乐、艺术类专业注册学
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1035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9>
动画、绘画（国画）、绘画（油画）、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设计（公共

艺术）、服装与服饰设计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6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45

<20> 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64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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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科各专业学分学费 2018级学生 元/人.学分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5、预科生学费（学年制）

<21> 少数民族预科班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337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6、研究生学费

<22> 博士研究生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23> 硕士研究生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24> 全日制专业会计硕士（MPAcc）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25> 非全日制专业会计硕士（MPAcc）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26> 公共管理硕士（MPA）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75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8.08-2020.07

<27> 工商管理硕士（MBA）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25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8.08-2020.07

7、留学生学费

<28> 来华留学生普通研修生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2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29> 来华留学生文科类学费（本科）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30> 来华留学生理工类学费（本科）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1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31> 来华留学生艺术类学费（本科）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22.07

<32> 硕士研究生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33> 博士研究生 2018级学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21.07

<34> 来华留学生报名费 留学生 元/人 4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二)2017级学费
1、本科一般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450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

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环境科
学、智能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
学、商务英语、翻译、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物

制剂、药物分析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3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5

<2> 应用化学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4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2

<3> 资源环境科学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4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1

<4> 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制药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0

<5> 建筑学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5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2.07 196

<6>

知识产权、政治学与行政学、教育学、教育技术
学、应用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
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
游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历
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

教育、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6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55

<7>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7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49

<8> 行政管理（实验班）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9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42

2、本科热门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5850和民族学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自动化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信息工

程、英语、日语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5

<10>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7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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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8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60

<12>
经济学、经济统计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9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55

<13> 法学（实验班）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22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45

<14> 民族学 2017级学生 免收学费 2017.08-2021.07

<15> 软件工程（实验班）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2767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0.07 151

3、本科音乐、艺术类专业注册学
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1035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6>
动画、绘画（国画方向）、绘画（油画方向）、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6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45

<17> 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64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155

4、本科各专业学分学费 2017级学生 元/人.学分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5、研究生学费
<18> 博士研究生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7.08-2020.07
<19> 硕士研究生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7.08-2020.07
<20> 非全日制法律（法学）硕士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7.08-2019.07
<21> 非全日制法律（非法学）硕士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7.08-2020.07
<22> 公共管理硕士（MPA）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75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7.08-2019.07
<23> 工商管理硕士（MBA）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225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7.08-2019.07

6、留学生学费
<24> 来华留学生文科类学费（本科）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25> 来华留学生理工类学费（本科）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1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26> 来华留学生艺术类学费（本科）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2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7.08-2021.07
<27> 硕士研究生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7.08-2020.07
<28> 博士研究生 2017级学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7.08-2020.07

(三)2016级学费
1、本科一般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450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

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
程、环境科学、智能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
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商务英语、
翻译、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3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65

<2> 资源环境科学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4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61

<3> 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制药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60

<4>

知识产权、政治学与行政学、教育学、教育技术
学、应用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
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
游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历史学、文
物与博物馆学、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新

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6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55

<5> 社会学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51

<6>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7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49

2、本科热门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5850和民族学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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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自动化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信息工

程、英语、日语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65

<8>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7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64

<9>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8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60

<10>
经济学、经济统计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9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55

<11> 民族学 2016级学生 免收学费 2016.08-2020.07

<12> 软件工程（实验班）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2767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151

3、本科音乐、艺术类专业注册学
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1035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3>
动画、绘画（国画方向）、绘画（油画方向）、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6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45

<14> 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64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55

4、本科各专业学分学费 2016级学生 元/人.学分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5、研究生学费
<15> 博士研究生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16> 硕士研究生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17> 在职法律硕士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6、留学生学费
<18> 来华留学生文科类学费（本科）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19> 来华留学生理工类学费（本科）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1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20> 来华留学生艺术类学费（本科）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6.08-2020.07
<21> 硕士研究生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22> 博士研究生（理科)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3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23> 博士研究生（文科) 2016级学生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6.08-2019.07

(四)2015级学费
1、本科一般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450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

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化学生物学、应用
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应用统计学、数学
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翻译、商务英语

、朝鲜语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3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65

<2> 食品质量与安全、资源环境科学、生物制药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60

<3>

知识产权、政治学与行政学、教育学、教育技术
学、应用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
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
游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历
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

教育、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6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55

<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7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49

2、本科热门专业注册学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5850和民族学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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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生物医
学工程、医学信息工程、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
与控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

程、英语、日语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1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65

<6>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17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64

<7>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185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60

<8>
经济学、经济统计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19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55

<9> 民族学 2015级学生 免收学费 2015.08-2019.07

3、本科音乐、艺术类专业注册学
费 注：学年制学费标准10350

学分（不含5个创新创业学
分）

<10>
动画、美术学（国画）、美术学（油画）、视觉
传达设计、服装与服装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设

计（公共艺术）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672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45

<11> 音乐学、舞蹈表演（男）、舞蹈表演（女）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6475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55

4、本科各专业学分学费 2015级学生 元/人.学分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4]94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5、留学生收费
<12> 来华留学生文科类学费（本科）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1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3> 来华留学生理工类学费（本科）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1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14> 来华留学生艺术类学费（本科） 2015级学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5.08-2019.07

(五)辅修及重修学费

<1> "十校联合"辅修及课程重修
辅修及返校
重修学生

元/人.学分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辅修学分50

（六）幼儿园收费

<1> 幼儿园保教费 幼儿园学生 元/人.月 300 鄂价费规[2012]143号 幼儿园 2018.08-2019.07

（七）住宿费（含每生每月用水3吨，用电8度）
1、未安装空调标准

<1> 南区普通宿舍4、5、7、8、9栋（8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6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2> 南区普通宿舍1、2、3、6栋（3-5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3> 南区普通宿舍21、22、23栋（6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4> 南区普通宿舍30栋（2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5> 南区公寓10-19栋、25—27栋（4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6> 南区硕士生公寓一、二栋（3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7> 南区普通宿舍30栋（博士生1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5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8> 博士生公寓（1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0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9> 北区公寓（标准4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0> 北区公寓（非标准2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1> 北区公寓（非标准5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14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2> 北区公寓（非标准6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10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2、安装空调后增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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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宿舍4、5、7、8、9栋（8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6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2> 普通宿舍1、2、3、6栋（3-5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3> 普通宿舍21、22、23栋（6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4> 普通宿舍30栋（2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4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5> 公寓10-19栋、25—27栋（4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6> 南区硕士生公寓一、二栋（3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6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7> 南区普通宿舍30栋（博士生1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4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8> 博士生公寓（1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4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9> 北区公寓（标准4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0> 北区公寓（非标准2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4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1> 北区公寓（非标准5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2> 北区公寓（非标准6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
鄂价费[2006]183号
鄂价费[2013]109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3、留学生住宿费
<13> 留学生住宿费 留学生 元/人.月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4、英语教育硕士住宿费
<14> 英语教育硕士住宿费 在校学生 元/人.月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八）考试报名费

<1> 职业技能鉴定费 在校学生 元/人.次
320（三级）
380（二级）
440（一级）

鄂人社发[2018]9号
中南民族大学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
2018.08-2019.07

<2> 自学考试报名考试费 自考生 元/人.科 40 鄂价费规[2013]215号 继续教育学院 2018.08-2019.07
<3> 自学考试实践课程考核费 自考生 元/生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继续教育学院 2018.08-2019.07
<4> 自学考试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答辩费 自考生 元/生 400 鄂价费[2006]183号 继续教育学院 2018.08-2019.07
<5>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一、二、三级） 报考学生 元/人.次 8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6> 大学英语四、六级报名考试费 报考学生 元/人.次 3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7>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四级） 报考学生 元/人.次 13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8> 普通话测试费（学生，在校贫困生免收） 测试学生 元/人.次 2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9> 研究生报名考试费（公共科目） 报考学生 元/人.科 35 鄂价费规[2013]215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0> 研究生报名考试费（综合科目） 报考学生 元/人.科 60 鄂价费规[2013]215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1> 研究生复试费（面试及笔试） 报考学生 元/人 100 鄂价费规[2013]215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二、代收费
<1> 军训服装费 2018级学生 元/套 据实收取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2> 体检费 2018级学生 元/人.次 7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含数字化摄影（DR）曝光1次

<3> 大学生居民医疗保险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20 武人社发[2018]24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4> 教材费 购买的学生 元/人 据实收取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5> 幼儿体检费 幼儿园学生 元/人
按照本地医疗机构收费标

准执行
鄂价费规[2012]36号 幼儿园 2018.08-2019.07

三、服务性收费
<1> 火车票优惠卡补办 相关学生 元/卡 7 鄂价费[2007]130号 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 2018.08-2019.07
<2> 学生证补办 相关学生 元/证 3 鄂价费[2007]130号 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 2018.08-2019.07
<3> 考研政治培训班 培训学生 元/期 600 鄂价费[2007]130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08-2019.07

<4> 中文成绩单 相关学生 元/份 5 鄂价费[2007]130号 教务处、研究生院 2018.08-2019.07
在校期间学校免费提供成绩
单共8份，超出部分每份5元

<5>
绩点说明/证明、辅修成绩单、辅修在读证明、
辅修证明、英语四级、六级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

试证明、毕业证明、学位证明

相关学生 元/份 5 鄂价费[2007]130号 教务处 2018.08-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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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文成绩单、英文绩点说明/证明 相关学生 元/份 5 鄂价费[2007]130号 教务处 2018.08-2019.07

<7> 补办学历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 相关学生 元/份
30元/份，加急办理则为50

元/份
鄂价费[2007]130号 教务处 2018.08-2019.07

<8> 普通话水平培训费（半天） 培训学生 元/人.期 10 鄂价费[2007]130号 教务处 2018.08-2019.07
<9> 档案复印费 相关学生 元/张 0.4（A4），0.6（A3） 鄂价费[2007]130号 档案馆 2018.08-2019.07 第一份免费
<10> 学生宿舍上网 相关学生 元/月 2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1> 学生“一卡通”补卡费 相关学生 元/张 2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18.08-2019.07
<12> 场馆中心乒乓球房 相关学生 元/小时.台 2 鄂价费[2007]130号 后勤建设保障处 2018.08-2019.07
<13> 场馆中心羽毛球场 相关学生 元/小时.片 10 鄂价费[2007]130号 后勤建设保障处 2018.08-2019.07
<14> 场馆中心网球场 相关学生 元/小时.片 10 鄂价费[2007]130号 后勤建设保障处 2018.08-2019.07
<15> 游泳馆 相关学生 单次卡 20 鄂价费[2007]130号 后勤建设保障处 2018.08-2019.07

<16> 室内篮球场 相关学生
元/2小时.

全场
300 鄂价费[2007]130号 后勤建设保障处 2018.08-2019.07

<17> 幼儿伙食费 幼儿园学生 元/人.天 据实收取 鄂价费规[2012]143号 幼儿园 2018.08-2019.07
<18> 病历 相关学生 元/人.本 1 鄂价费[2007]130号 校医院 2018.08-2019.07
<19> 外国语培训班（共85学时） 培训学生 元/人 850 鄂价费[2007]130号 国际教育学院 2018.08-2019.07
<20> 中韩班（韩国语学习） 培训学生 元/学时.人 10 鄂价费[2007]130号 国际教育学院 2018.08-2019.07
<21> 英语教育硕士注册费、翻译费 相关学生 元/人 300 鄂价费[2007]130号 国际教育学院 2018.08-2019.07

注：价格举报电话：027-12358，教育举报电话：027-8732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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