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常州大学收费情况公示表

2017级学生学费收费标准：

招生属性 学费（元/

年·生）

文件依据

文科类 5200

苏价费【2014】136

理科类 5500

工科类 5800

理科类省优势学科（应用化学） 6050

工科类省优势学科

（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6380

工科类嵌入式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7800 苏价费函【2013】83

农林类（园林） 2500

苏价费【2014】136
体育类（休闲体育） 5300

医学类（护理学、药学） 6800

艺术类 6800

中外合作办学 21600 苏财综【2005】52

全日制学术硕士 8000

苏价费【2014】196

全日制学术博士 10000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10000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8800

全日制艺术硕士 10000

非全日制艺术硕士 15000

2018级学生学费收费标准：

招生属性 学费（元/

年·生）

文件依据

文科类 5200

苏价费【2014】136

理科类 5500

工科类 5800

理科类省优势学科（应用化学） 6050

工科类省优势学科

（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6380

工科类嵌入式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7800 苏价费函【2013】83

农林类（园林） 2500

苏价费【2014】136
体育类（休闲体育） 5300

医学类（护理学、药学） 6800

艺术类 6800

中外合作办学 26400 苏价费【2017】243

全日制学术硕士 8000

苏价费【2014】196
全日制学术博士 10000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10000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8800



2020级学生学费收费标准：

招生属性 学费（元/年·生） 文件依据

文科类 5200

苏价费【2014】136

理科类 5500

工科类 5800

理科类省优势学科（应用化学） 6050

工科类省优势学科

（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6380

工科类嵌入式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7800 苏价费函【2013】83

农林类（园林） 2500

苏价费【2014】136
体育类（休闲体育） 5300

医学类（护理学、药学） 6800

艺术类 6800

中外合作办学 26400 苏价费【2017】243

全日制学术硕士 8000

苏价费【2014】196

全日制学术博士 10000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10000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7000

非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 18000

全日制艺术硕士 12000

非全日制艺术硕士 15000

全日制艺术硕士 10000

非全日制艺术硕士 15000

2019级学生学费收费标准：

文科类 5200

苏价费【2014】136

理科类 5500

工科类 5800

理科类省优势学科（应用化学） 6050

工科类省优势学科

（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6380

工科类嵌入式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7800 苏价费函【2013】83

农林类（园林） 2500

苏价费【2014】136
体育类（休闲体育） 5300

医学类（护理学、药学） 6800

艺术类 6800

中外合作办学 26400 苏价费【2017】243

全日制学术硕士 8000

苏价费【2014】196

全日制学术博士 10000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10000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7000

非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 18000

全日制艺术硕士 12000

非全日制艺术硕士 15000



代办费、服务性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收费的机关

及文号
备注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费 元/生、次 30 苏价费【2005】111号

大学英语六级口语考试报名费 元/生、次 50 苏价费【2005】111号

全国计算机等级一、二、三级

报名考试费
元/生、次 70 省财综【2013】103号

全国计算机等级四级报名考试费 元/生、次
80 省财综【2013】103号

江苏省计算机等级一、二级报

名考试费（笔试+机试）
元/生、次 38 苏教财【2003】95号

江苏省计算机等级三级报名考试费 元/生、次
24 苏教财【2003】95号

艺术类本科学生入学专业测试费

（省内） 元/生、科 60 苏价费【2007】423号

艺术类本科学生入学专业测试费

（省外）
元/生、科 78 苏价费【2007】423号 上浮30%

成人高考自主考试费（高起本） 元/人、科 20 苏价费【2005】235号

成人高考自主考试费（专升本） 元/人、科 24 苏价费【2005】235号

新生体检费 元/生 招标价 苏价费【2007】270号

军训服装费 元/生 招标价 苏价费【2007】270号

上机上网服务费 元/小时 1 苏价费【2007】270号

补办证卡工本费
按不超过成本的2

倍的标准收取
苏价费【2007】270号

档案、成绩书面证明（中文） 元/人、次 首份10 苏价费【2007】270号

档案、成绩书面证明（英文） 元/人、次 首份20 苏价费【2007】270号

资料 复印费 按成本收费 苏价费【2007】270号

住宿费收费标准

校区 楼号 收费标准（元/生/学年） 文件依据

白云校区 1#、2#、12#、13# 500

苏价费【2002】369

白云校区 3＃-8# 700

白云校区 9＃、10# 1000

白云校区 15＃-19# 1350

武进校区 1＃-4#、7#、10# 四人间1350 六人间1050

武进校区 5＃-6#、8#-9# 四人间1200 六人间1000

武进校区 11# 两人间1500 四人间1350

武进研究生楼 1-3# 1500

西太湖校区 1#-8# 四人间1200 六人间1000

西太湖校区 9# 两人间1500 四人间1350

投诉方式：常州大学计划财务处： 86330249

常州大学纪委办公室： 86330025

常州市物价局：1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