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项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一、学费

（一）全日制本科生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元/生.学年 4560 2014-2015级学生

2.理工、地矿、外语、体育专业 元/生.学年 5160 2014-2015级学生

3.医学专业 5760 2014-2015级学生

4.示范性软件工程学院

 （1）从普通高中招生的 元/生.学年 8000

以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信
息与计算科学、软件工程专
业）招收的学生，在专业分
流之前，收费标准为6850元
/学年；在专业分流之后，
软件工程专业收费标准为
8000元/学年，其它专业为
6850元/学年。

 （2）从二年级以后的本科生中招
生的

元/生.学分 400

5.文科类（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管理学专
业）

元/生.学年 6060

6.理工外语体育类（理学、工学、
农学、外语、体育专业）

元/生.学年 6850

7.医学类 元/生.学年 7660

8.艺术类（非理论类、音乐表演） 元/生.学年 10000 从2020级起

9.学分制试点学院

 （1）专业学费 元/生.学年 2000 粤价函〔2013〕208号

 （2）学分学费 元/学分 66 同上

 （3）学分学费 元/学分 115
粤发改价格〔2016〕

367号
从2016级起

中山大学2020学年教育收费公示表

收费单位：中山大学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135号

学校举报电话：84110979

从2016级起

粤价〔2004〕317号

省发改委举报电话：020-12358

负责人：罗俊

联系电话：84110979

粤价〔2007〕186号

粤发改价格〔2016〕
367号



10.学生辅修专业课程、申请复读、
修读双专业、双学位等修读课程

元/学分 160
粤发改价格〔2016〕

367号
粤价〔2007〕186号

自2016年起，2016年秋季入
学的本科生、以及非在校学
生执行此标准。非2016级在
校生执行旧标准。

（二）成人本科生 粤价〔2007〕186号

1.业余 同上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本科 元/生.学年 3000 同上

 （2）理工地矿外语体育专业本科 元/生.学年 3450 同上

 （3）医科专业本科 元/生.学年 3900 同上

2.网络 同上

 （1）文科专业 元/生.学年 6840 同上

 （2）理科专业（含外语类） 元/生.学年 7740 同上

 （3）医科专业 元/生.学年 8640 同上

3.自考综合考核指导费 元/生.学年 800-1000 同上

（三）研究生

1.全日制学术型及专业学位研究生 粤价〔2013〕294号
包括国家专项计划研究生，
不包括委托培养研究生。

（1）全日制博士生 元/生.学年 10000 同上
学术型，附属医院学制3
年，其余院系学制4年，
2018级起。

（2）临床医学博士、口腔医学博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3年。

（3）工程博士（生物与医药、资源
与环境）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4年。

（4）全日制硕士生 元/生.学年 8000 粤价〔2013〕294号 学术型，学制2-3年。

（5）工商管理硕士（MBA）、国际
MBA、会计硕士、金融硕士

元/生.学年 35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6）翻译硕士(口译） 元/生.学年 28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7）资产评估硕士、应用统计硕士
、国际商务硕士、新闻与传播硕士
、审计硕士、税务硕士、应用心理
硕士、保险硕士

元/生.学年 225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8）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元/生.学年 22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9）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非法学，学制3
年；法学，学制2年。

（10）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22000 同上
专业学位，非法学，学制3
年；法学，学制2年，2020
年起。

（11）公共卫生硕士、翻译硕士(笔
译）、软件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12）图书情报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13）临床医学硕士、口腔医学硕
士

元/生.学年 16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3年。

（14）临床医学硕士、口腔医学硕
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3年，2017
级起。

（15）教育硕士、水利工程、环境
工程

元/生.学年 16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

（16）光学工程硕士、材料工程硕
士、集成电路工程硕士、电子与通
信工程硕士、控制工程硕士、计算
机技术硕士、地质工程硕士、交通
运输工程硕士、生物医学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硕士、生物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文
物与博物馆硕士、药学硕士、护理
硕士、核能与核技术工程硕士、制
药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15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3年。

（17）教育硕士（现代教育技术）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2015
级起。

（18）应用心理学硕士 元/生.学年 225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2015
级起。

（19）测绘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2017
级起。

（20）艺术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3年，2019
级起。

（21）体育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2019
级起。

（22）计算机技术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学制2年，2019
级起。

（23）工程管理 元/生.学年 225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2020
年起。



（24）2020级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①电子信息（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元/生.学年 200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

  ②电子信息（电子与信息工程学
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微电子
科学与技术学院）

元/生.学年 150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

  ③机械、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
、交通运输、生物与医药

元/生.学年 150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

  ④资源与环境（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生态
学院、大气科学学院、海洋科学学
院、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土木工
程学院、化学学院）

元/生.学年 15000 全日制，学制2年。

  ⑤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

元/生.学年 160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

  ⑥土木水利（土木工程学院、海
洋工程与技术学院）

元/生.学年 160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

  ⑦土木水利（测绘科学与技术学
院）

元/生.学年 20000 专业学位，学制2年。

2.委托培养研究生 元/生.学年 粤价〔2013〕294号

（1）委托培养博士 元/生.学年 45000 同上
全日制，非全日制，附属医
院学制3年，其余院系学制4
年，2018级起。

（2）委托培养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适用于其他没有单列收费标
准的全日制、非全日制委托
培养研究生，学制2-3年

（3）护理硕士（澳门）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全日制，学制3年，自费兼
读，2017级起

3.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元/生.学年 粤价〔2013〕294号

2016、2017级硕士国防生学
费标准按照非在职全日制同
专业同类别的硕士研究生学
费标准执行

（1）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国际
MBA）

元/生.学年 66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2）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国际
MBA）

元/生.学年 92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3）工商管理硕士（MBA） 元/生.学年 60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4）工商管理硕士（MBA） 元/生.学年 8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5）会计硕士 元/生.学年 40000 同上 学制3年。

（6）会计硕士 元/生.学年 46000 同上 学制3年，2018级起。

（7）会计硕士 元/生.学年 79500 同上 学制3年，2020级起。

（8）旅游管理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委托培养全日制学制2年，
非全日制学制3年，2019级
起。

（9）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委托培养全日制学制2年，
非全日制学制3年。

（10）法律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2020级起。

（11）公共管理硕士（MPA） 元/生.学年 32000 学制3年，2017级起。

（12）教育硕士（教育管理）、图
书情报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5级起。

（13）行政管理自费兼读硕士研究
生（香港地区）

元/生.学年 3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8级起。

（14）高级经理工商管理硕士
（EMBA）

元/生.学年 219000 同上 学制2年

（15）新闻与传播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16）环境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17）动力工程硕士、交通运输工
程硕士、生物医学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18）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19）光学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
工程、集成电路工程、控制工程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20）材料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7级起。

（21）金融硕士 元/生.学年 4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8级起。

（22）测绘工程硕士、水利工程硕
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8级起。

（23）护理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24）药学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25）化学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26）应用心理硕士 元/生.学年 43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27）核能与核技术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28）地质工程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学制3年，2019级起。

（29）工程管理 元/生.学年 80000 同上 学制3年，2020级起。

（30）2020级工程硕士

  ①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土木
水利、生物与医药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

  ②机械专业（智能工程学院、海
洋工程与技术学院）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

  ③机械专业（生物医学工程学
院）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

  ④资源与环境（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学制3年



  ⑤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海洋
工程与技术学院、生态学院、大气
科学学院、海洋科学学院、测绘科
学与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
学学院）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

  ⑥能源动力、交通运输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

（31）法学理论硕士、流行病与卫
生统计学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

（32）计算机技术硕士、软件工程
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含保密技术与管理单考班，
学制3年，2017级起。

（33）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
行政管理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

（34）心理学硕士 元/生.学年 23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

（35）地理学硕士（城乡规划与管
理方向)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

（36）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 元/生.学年 18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

（37）城市与区域规划、工程硕士
（水利工程）、会计学（审计方
向）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5级
起。

（38）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硕士
(职业卫生方向)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5级
起。

（39）应用心理学硕士 元/生.学年 28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5级
起。

（40）法学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7级
起。

（41）哲学硕士（中国哲学）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7级
起。

（42）哲学硕士（宗教学）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8级
起。

（43）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硕
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7级
起。

（44）应用经济学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7级
起。

（45）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专业
（社会心理行为因素与健康方向）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8级
起。

（46）法医学硕士 元/生.学年 25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19级
起。



（47）行政管理硕士 元/生.学年 32000 同上
学制3年，单考班，2020级
起。

4.其他 同上

（1）博士学位课程学习费（同等学
力人员）

元/每门课 2000 同上

（2）硕士学位课程学习费（同等学
力人员）

元/生.学分 1000 同上

（3）在职申请博士学位学费（同等
学力人员）

元/生.次 15000 同上 第二次申请按7500元缴费

（4）在职申请硕士学位学费（同等
学力人员）

元/生.次 10000 同上
第二次申请按3000元缴费
（含非全日制硕士、再次申
请）

（5）软件工程硕士复读学费 元/生.学分 500 同上

（6）校外人员培训费（旁听研究生
课程）

元/生.学分 1000 同上

（7）CHEMBA学费 元/生.学年 180000 同上
学制2年，与美国明尼苏达
大学合办。

（四）自费来华留学生 元/生.学年 粤价〔1998〕121号

1.文科类 教费备〔2007〕064号

（1）本科 元/生.学年 26000 同上

（2）硕士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3）博士 元/生.学年 34000 同上

（4）国际MBA（岭院、管院） 元/生.学年 90000 同上
专业学位、外国留学生，学
制2年。

2.理科和工科类 同上

（1）本科 元/生.学年 33800 同上

（2）硕士 元/生.学年 39000 同上

（3）博士 元/生.学年 44200 同上

3.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 同上

（1）本科 元/生.学年 48000 同上

（2）硕士 元/生.学年 55000 同上

（3）博士 元/生.学年 65000 同上

4.短期生 同上

（1）1个月 元/生 3800 同上

（2）2个月 元/生 7000 同上



（3）3个月 元/生 10000 同上

5.进修生

（1）普通（汉语言）进修生 元/生.学年 17400 粤价〔1998〕121号 8700元/生.学期

（2）普通进修生文科 元/生.学年 23000 同上

（3）普通进修生理科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4）普通进修生医科 元/生.学年 45000 同上

（5）高级进修生文科 元/生.学年 30000 同上

（6）高级进修生理科 元/生.学年 39000 同上

（7）高级进修生医科 元/生.学年 60000 同上

6.报名费（含必要的入学考核费
用）

元/生 400-800 同上

（五）进修教师学费

1.硕士课程进修、本科课程进修及
医学专业进修

元/生.学年 6000
半年收费3500元。硕士及本
科课程进修每学年限修6
门，半年限修4门。

2.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元/生.学年 15000

3.来自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国内骨干
访问学者

元/生.学年 6000

4.其他一般的国内访问学者 元/生.学年 12000

二、服务性收费 粤价〔2007〕186号 最高标准

（一）补办证件工本费 同上

1.学生证、图书馆阅览证 元/证 3 同上 首次办理不收取工本费

2.校徽 元/枚 2 同上 首次办理不收取工本费

3.补办校园一卡通 元/张 15 粤价〔2013〕93号 首次办理不收取工本费

（二）证明资料费 粤价〔2007〕186号

1.成绩单、就业推荐信函（中文
版）

元/份 20 同上
超过5份的以及毕业离校后
重新回校开具

2.成绩单、就业推荐信函（英文
版）

元/份 40 同上
超过5份的以及毕业离校后
重新回校开具

3.毕业当年，证书制作期间因个人
原因重办研究生毕业证、学位证

元/证 20 同上 按制作成本收费



4.补办研究生毕业证明、学位证明 元/证 20 粤价〔2007〕186号文 每次只能补办各1份

5.办理中英文学历证明 元/份 15 同上

6.办理中英文学位证明 元/份 15 同上

7.办理中英文在学证明或获奖证明 元/份 15 同上

（三）网络通讯费 元/年 300 同上 30元/月

（四）热水费 元/每立方 25 同上

元/张（A3） 0.2 同上

元/张（A4） 0.1 同上

（六）培训费 学校自定 粤价〔2007〕186号
具体标准报学校备案后公示
执行

三、考试费
按规定标
准收取

粤价〔2007〕186号

四、代收费 粤价〔2007〕186号 定期公布结算，多退少补。

五、医疗保险费 元/生
按规定标
准收取

粤人社发〔2010〕243号
属地管理，按学生就学地基
本医疗保险标准收取。

（五）打印、复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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