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学校:金陵科技学院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
标准

计价单位 收费依据 备注

一 学费

1 普通高校学费标准

（1）一般专业本科 4600 元/生、年

（2）艺术类专业本科 6800 元/生、年

（3）
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本
科)

6440 元/生、年
苏价费（2007）246号
宁价费（2007）244号

（4）
中外合作办学学费（公办
高校）

18000 元/生、年
苏教财（2005） 51号
苏财综（2005） 52号

（5）
国际合作实验班(公办高
校)

16800 元/生、年
苏价费（2008）229号
苏财综（2008） 55号
苏教财（2008） 30号

（6）文科类（本科） 5200 元/生、年

（7）工科类（本科） 5800 元/生、年

（8）农林类（本科） 2500 元/生、年

（9）软件工程（嵌入式） 7800 元/生、年 苏价费（2013）83号

2 民办高校学费

（1）民办高校学费 13000 元/生、年
苏价费（2000）166号
苏教财（2000） 36号
苏财综（2000） 86号

（2）人文社科类（本科） 14000

（3）理工科类（本科） 15000

（4）艺术类（本科） 16500

3 “专转本”学费 13000 元/生、年 苏教学（2005）  3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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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成人高校学费

（1）艺术类(业余、函授）
专科2800
本科3200

元/生、年

（2）理科类（业余、函授）
专科1900
本科2200

元/生、年

（3）文科类（业余、函授）
专科1700
本科2000

元/生、年

二 住宿费

1 江宁校区学生公寓 元/生、年

（1） 4人间 1500 元/生、年

（2） 8人间 800 元/生、年

2 幕府校区学生公寓

（1） 01幢 900 元/生、年

（2） 02幢 1300 元/生、年

（3） 03幢 1500 元/生、年

（4） 04幢

  4人间 1500 元/生、年

  6人间 1300 元/生、年

三 报名考试费

1 “专转本”报名、考试费

苏价费（2007）271号
宁价费（2007）268号

宁价费备（2012）43号

宁价费（2004）291号

苏价费备（2013）59号

2014年秋季新生
入学开始执行。
老生执行原标准

苏价费（2013）154号

金陵科技学院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公示表

公示日期:2014年8月30日

苏价费（2000）165号
苏价费（2000）423号

元/生、年
2013年秋季新生
入学开始执行。
老生执行原标准

苏价费（2014）1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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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费 10 元/生

（2）考试费 45 元/每科

2
聋人特教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本科）单招收费

（1）报名费 20 元/人 苏价费（2003）134号

（2）考试费 28 元/门 苏价费（2005）235号

3 普通话测试收费

（1）在校学生 25 元/人、次

（2）其他人员 50 元/人、次

4
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的
各类考试代收费

（1）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30 元/生、次 苏价费函（2005）111号 含报名、考试、发证

（2）
全国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
试（面向专科生）

10 元/生、次
苏价费（2003）269号
苏财综（2003）105号
苏价费（2007）270号

（3）
普通高校非计算机专业计
算机等级考试收费（含证
书费）

20 元/生 一级、二级

24 元/生 三级

B 上机考试费 18 元/生
不分等级（含软盘费）,
一级、二级网考，不收软
盘费3元

（4）
省成人高教外语统考
考试费

10 元/生、次

（5）
省成人高教计算机统考
考试费

12 元/生、次

（6）
省成人高教学士学位英语
统考考试费

35 元/生、次

四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1 服务性收费项目

（1）上机、上网服务费 1 元/生、小时
高校不得以定额的方式向
所有在校学生统一收费

（2）补办证卡工本费 不超过成本的两倍 次

首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
校徽、图书证、校园卡、
就餐卡、毕业证书等各类
证卡不收取费用。丢失上
述证卡的，可按不超过证
卡工本费的2倍收取补办
费用。

笔试费

苏价费（2003）269号
苏财综（2003）105号
苏价费（2007）270号

A 苏教财（1998） 94号
宁价费（2003）449号
苏价费（2007）270号
苏教财（2003） 95号

宁价费  （2002）179号
苏价费函（2002） 64号
苏教学  （2005）  3号

宁价费（2004）111号
苏价费（2004）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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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档案查证及翻译费 10 元/首份

为在校学生查阅学习成绩
并提供书面证明的,不得
收费。为已毕业学生查阅
档案最高不超过10元，每
增加一份最高不超过2元

（4）资料复印费A4纸 0.2 元/张

可按成本收取资料复印
费，图书馆为学生提供本
馆资料检索和查询等，不
得收费

（5）资料复印费A3纸 0.4 元/张

（6）喷墨、激光打印 1 元/张

2 代收费项目

（1）教材代办费 按实收取

（2）新生体检费 不超过20 元/生

规定项目：内科、外科、
肝功能（ALT）、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检查、胸部X
光透视

（3）军训服装代办费
按实际采购
价格制定

（4）学生公寓用品代办费 按实收取 坚持学生自愿原则

（5）电子图象采集费 12 元/人

五 培训收费

1 各类非学历培训
按核定标准

或备案标准执行
宁价费（2004）178号

2 普通话培训

（1）社会人员培训费 3 元/课时

（2）在校生培训费 2 元/课时

（3）教材资料费 按实收取

       1、孤儿或父母残疾，以救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学生；
       2、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应优先安排学费减免：
备注: 一、学费减免政策适用于全日制本科学生中经济特别困难者。以下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宁价费（2004）375号

苏价费（2007）270号
宁价费（2007）279号

          进行监督，监督电话：025-86188861。

       3、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
       4、低保家庭子女。
      二、价格投诉电话：12358
      三、以上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已经南京市物价局批准，欢迎学生、家长对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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