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计算机类（计算

机学院）、电子信息类、遥感科学与技术、计算
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3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40学分

新闻传播学类、经济学类（金融工程）、工商管

理类（工程管理、管理科学）
2018级 元/人年 21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50学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级 元/人年 1775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63学分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类) 2018级 元/人年 18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60学分

临床医学（五加三一体化）、临床医学（八年

制）
2018级 元/人年 169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208学分

口腔医学（五加三一体化） 2018级 元/人年 193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196学分

口腔医学(八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146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219.5学分

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物理、生物方向） 2018级 元/人年 12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30学分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计算机方向） 2018级 元/人年 1125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35学分

一、本科生学费

1、专业学费

重点专业学费：5850元/人年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般专业学费：4500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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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心理学、

文科试验班类（弘毅学堂国学班）、社会科学试
验班、政治学类、公共管理类、社会学类、思想
政治教育、数学类、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测
绘类、轻工类、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数学
方向、化学方向）、人文科学试验班（弘毅学
堂）（文学方向、历史方向、哲学方向、英语方
向）、金融学类（弘毅学堂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
试验班）

2018级 元/人年 10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40学分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类) 2018级 元/人年 9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44学分

外国语言文学类、化学类、生物科学类、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7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50学分

药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625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55学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全球健康学） 2018级 元/人年 9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42学分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机械类（先进制造）

、土木类（国际工程））、理科试验班(资源与
环境类)（环境工程）

2018级 元/人年 5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60学分

水利类 2018级 元/人年 3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68学分

土木类 2018级 元/人年 275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69学分

临床医学类（医学检验技术） 2018级 元/人年 675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53学分

基础医学 2018级 元/人年 13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160学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 2018级 元/人年 97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176.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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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建筑类 2018级 元/人年 9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180学分

口腔医学(五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58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196学分

临床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34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208学分

表演、戏剧影视文学 2018级 元/人年 68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40学分

播音与主持艺术 2018级 元/人年 52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50学分

设计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485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166学分

2018级 元/学分 1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4号
财务部 2018.9-2023.7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34号 鄂

价费规[2011]85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二、成教生学费

专科 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28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6-2020.12 武汉助产学校

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28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6-2020.12
武汉市第二卫生学校

（武昌）

本科 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37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6-2020.6
武汉大学医学职业学

院

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37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6-2020.6 武科大城市学院

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37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6-2020.6 襄阳职院

护理学 2018级 元/人年 37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6-2020.6 随州职院

自考衔接教育

艺术类：9000-10350元/人年

2、学分学费

3、建筑学（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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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三、留学生学费

自费留学博士生：中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2.7

               中文授课(理工科） 2018级 元/人年 4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中文授课(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4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英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36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英文授课（理工科） 2018级 元/人年 46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英文授课（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5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自费留学硕士生：中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23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中文授课(理工科）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中文授课(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3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英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0.7

               英文授课（理工科） 2018级 元/人年 3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0.7

               英文授课（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5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1.7

自费留学本科生：中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2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2.7

               中文授课(理工科） 2018级 元/人年 24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3.8

               中文授课(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3.8

               英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23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2.7

               英文授课（理工科）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2.7

               英文授课（医学类） 2018级 元/人年 4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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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语言生：中文授课(文科） 2018级 元/人年 17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短期生（一个月） 留学生 元/人月 3000-48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短期生（三个月） 留学生 元/人月 8000-1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自费留学进修生（高级）： 中文授课(文科） 留学生 元/人年 23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中文授课(理工科） 留学生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中文授课(医学类） 留学生 元/人年 3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英文授课（文科） 留学生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英文授课（理工科） 留学生 元/人年 3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英文授课（医学类） 留学生 元/人年 4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自费留学进修生（普通）： 中文授课(文科） 留学生 元/人年 2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中文授课(理工科） 留学生 元/人年 24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中文授课(医学类） 留学生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英文授课（文科） 留学生 元/人年 23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英文授课（理工科） 留学生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英文授课（医学类） 留学生 元/人年 40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7-2019.7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生学费 2018级 元/人年 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四、研究生教育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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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学费 2018级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专项计划（“少数民

族骨干计划”、“高

校思政教师”、“辅

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

位专项计划”及“对

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

专项计划”）按此标

准执行。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学费 2018级 元/人年 1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含强军、少骨

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学费(三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学费(四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21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非全日制（三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非全日制（四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21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新闻学（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二级学科

传播学（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二级学科

广告与媒介经济（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二级学科

理论经济学（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工商管理（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法学（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博士生(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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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公共管理（北京）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新闻学（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二级学科

传播学（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二级学科

广告与媒介经济（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二级学科

理论经济学（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工商管理（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法学（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公共管理（广东） 2018级 元/人年 3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一级学科

广播电视艺术理论校内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出版硕士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信管单考班 2018级 元/人年 2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图书情报硕士3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金融学单考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BA国际班 2018级 元/人年 145000/3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BA1班 2018级 元/人年 4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BA2班 2018级 元/人年 5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硕士生（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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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MBA3班 2018级 元/人年 5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PAcc1班 2018级 元/人年 4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PAcc2班 2018级 元/人年 4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PAcc3班 2018级 元/人年 4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PAcc4班 2018级 元/人年 43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汉语国际教育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文物与博物馆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艺术硕士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行政管理单考班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PA1班 2018级 元/人年 275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PA2班 2018级 元/人年 36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PA3班 2018级 元/人年 34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PA6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教育经济与管理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社会工作班 2018级 元/人年 29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应用统计班 2018级 元/人年 3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测绘工程班（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环境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水利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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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电气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机械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工程管理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建筑学班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工业设计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城市规划班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建筑与土木1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EM1班 2018级 元/人年 3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EM2班 2018级 元/人年 44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EM3班 2018级 元/人年 4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EM4班 2018级 元/人年 4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电子与通信工程班（计算机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计算机技术班（计算机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软件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仪器仪表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电子与通信工程班（电子信息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集成电路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测绘工程班（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测绘工程班（测绘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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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轻工技术与工程班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生物医学工程班（基础医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护理班（第一临床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生物医学工程班（第一临床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护理班（第二临床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MPH1班 2018级 元/人年 34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MPH2班 2018级 元/人年 4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护理班（健康学院） 2018级 元/人年 68000/3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药学班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中药学班 2018级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0.7

电子与通信工程班（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计算机技术班（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测绘工程班（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港澳台研究生

硕士（二年制或三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博士（三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博士（四年制） 2018级 元/人年 75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2.7

澳门硕士班（图书馆学） 2018级 澳币/人年 20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按协议执行

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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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同等学力博士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专业学位博士 2018级 元/人年 28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同等学力硕士 2018级 元/人年 22000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21.7

旁听费

博士生课程旁听费 相关学生 学年/人 12600元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硕士生课程旁听费 相关学生 学年/人 9100元 鄂价费[2015]11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五、其他学费

选修、辅修、双学位学费（含七校联合） 校内外学生 元/学分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自费留学本科生双学位、选修、辅修 留学生 元/学分 400-1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 本科生 元/人年 25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中外作合办学(研究生) 研究生 元/人年 32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教师进修学费

教师进修访问学者项目（文科） 进修教师 元/人年 95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教师进修访问学者项目（理工科） 进修教师 元/人年 11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教师进修本科项目（重点专业） 进修教师 元/人年 58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教师进修本科项目（一般专业） 进修教师 元/人年 45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六、住宿费

生均面积16㎡以上（研究生单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1、住宿费(含每生每月用水3吨、用电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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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生均面积10㎡以上（研究生双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5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生均面积5.1㎡以上,4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生均面积4.1㎡——5㎡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0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生均面积3.1㎡——4㎡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生均面积3㎡以下 在校学生 元/人年 5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自费来华留学生 在校学生 美元/人天 10-2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单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480 鄂价费规[2013]109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双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40 鄂价费规[2013]109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4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120 鄂价费规[2013]109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5-6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80 鄂价费规[2013]109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7-8人间 在校学生 元/人年 60 鄂价费规[2013]109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七、代收费

第二代身份证（补发、换发） 在校学生 元/证 40 鄂价费[2006]183号 保卫部 2018.9-2019.7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在校学生 元/人年 220 武人社发[2018]24号 校医院 2018.9-2019.7

体检费 在校学生 元/人次 75 鄂价费[2006]183号 校医院 2018.9-2019.7

教材、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公寓内床上用品、军训服装、

非计划免疫预防接种据实收取
在校学生 据实收取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自费来华留学生报名考试费 相关学生 元/人 8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八、教育考试报名费

2、安装空调的学生宿舍每生每年增加的住宿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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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收时间 备注

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研究生考试（公共科目） 相关学生 元/人科 35 鄂价费规[2013]215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研究生考试（专业综合科目） 相关学生 元/人科 60 鄂价费规[2013]215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研究生考试（研究生复试） 相关学生 元/人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全国入学联考 相关学生 元/人科 8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统一考试 相关学生 元/人科 1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专升本”统考（英语） 相关学生 元/人 3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专升本"专业课程考试 相关学生 元/人科 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音乐、体育、美术专业考试(含艺术及体育特长生考试、高

水平运动员测试）
相关学生 元/人科 6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成人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报名考试 相关学生 元/人次 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毕业论文指导费(未缴纳学费学生） 相关学生 元/人次 40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计算机等级考试（1、2、3级） 相关学生 元/人级 8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计算机等级考试（4级） 相关学生 元/人级 13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大学英语四、六级 相关学生 元/人级 3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1—3级）(含等级证书费) 相关学生 元/人级 8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4级）(含等级证书费) 相关学生 元/人级 13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含报名费）（在校生按25元/生.次收

取）
相关学生 元/人次 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 相关学生 元/人次 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自主招生考试（笔试） 相关学生 元/人次 150 鄂价费[2009]331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自主招生考试（面试） 相关学生 元/人次 120 鄂价费[2009]331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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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2018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收费公示日期：2018年6月30日

医学博士外语考试费 相关学生 元/人次 120 国医考发[2016]124号 财务部 2018.9-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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