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1 普通高校学费 5000元/学年 一般专业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27号 学分制收费采取预收结算的办法

2 普通高校学费 5500元/学年 特殊专业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27号 学分制收费采取预收结算的办法

3 普通高校学费 10000元/学年 艺术专业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27号 学分制收费采取预收结算的办法

4 中外合作专业 15000元/学年 本科生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27号 学分制收费采取预收结算的办法

5 修读第二专业、辅修专业及学位课程学费 不超过选读专业学费标准 校内学生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27号 含双学位、辅修学士学位

6 跨校修读第二专业、辅修专业课程或计划外课程学费 不超过选读专业学费标准 校外校生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27号

7 重读课程学费 90元/学分 校内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8 超学分学费 75元/学分 校内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9 单科进修及旁听生学费 600元/门、学期 进修旁听生 校（2006）44号呈文、已备案

10 成人教育学费 一般专业 1600-3200元/学年 继教院学生 沪价行(2000)180号 学分制收费采取预收结算的办法

11 业余制-高起本 160-170元/学分 网络教育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2017年秋季开始招生，上海地区。外地中心收费标准不高于上海地区，总学分高起本150学分

12 业余制-高起专、高起本 180元/学分 网络教育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2019年春季批次开始上海地区。外地中心收费标准不高于上海地区，总学分高起本150学分、高起专82学分

13 业余制-专升本 210元/学分 网络教育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2019年春季批次开始上海地区。外地中心收费标准不高于上海地区，总学分专升本84学分

14 重读课程学费 100元/每门 网络教育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15 重读课程学费-学生重做毕业论文 3学分/每门 网络教育学生 沪教委财(2005)49号 2011年秋季起，按学生学费标准收取

16 语言、进修4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17 学历生6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18 27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19 13500元/人、每学期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20 22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文科、理科

21 26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艺术类

22 28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23 30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艺术类

24 34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英语授课

25 35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07]98号

26 429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07]98号 英语授课

27 22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28 26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艺术类

29 自费国际学生高级进修生学费（17级起） 35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30 18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31 9000元/人、每学期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线下

32 65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行政〔2020〕99号 线上

33 8000元/人、学年 自费国际学生 校内呈文[2016]556号 HSK强化

34 一周12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35 二周20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36 三周27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37 四周33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38 一周7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39 二周13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40 三周18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41 四周2200元/人 自费国际学生

42 普通高校住宿费 500-1200元/学年
本科生
研究生

教财（2003）4号

43 普通高校住宿费 900-1100元/学年
本科生

（奉贤校区）
教财（2003）4号

44 100元/间、天 自费国际学生 行政〔2021〕407

45 9800元/人、每学期 自费国际学生 行政〔2021〕407

46 8820元/人、每学期 自费国际学生 行政〔2021〕407

47 博士研究生培养费（2014年起）（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 9000-12000元/人、学年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按学制收费

48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费（2022年起） 8-15万元/人 研究生 已备案 按学制收费

49 硕士研究生培养费（2014年起）（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 6000-10000元/人、学年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按学制收费

50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 6050元/人、次 研究生 已备案

51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3050元/人、次 研究生 已备案

52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费 0.7-0.8万元/人、次 研究生 已备案

53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费 0.4-0.5万元/人、次 研究生 已备案

54 全日制、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除商学院和社会学院专业学位中心） 4-12万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2022级新生开始执行，具体详见招生简章

55 公共管理硕士（MPA）-双证 8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56 非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MSW） 62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57 委培硕士研究生培养费-MPACC 98000-12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58 委培硕士研究生培养费-MPACC（16级起） 150000-20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全日制两年，非全日制二年半

59 非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2020级） 20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60 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2021级） 15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61 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2022级） 1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62 非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2021级） 20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63 非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2022级） 20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64 工商管理硕士(MBA)（13级起） 138000-18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65 工商管理硕士(MBA)（16级起） 180000-25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全日制两年，非全日制二年半

66 工商管理硕士(MBA)（2020级） 2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全日制两年，非全日制二年半

67 工商管理硕士(MBA）(2021级） 2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全日制两年，非全日制二年半

68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通用中文班(2022级） 2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全日制两年

69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通用中文班(2022级） 32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非全日制二年半

70 工商管理硕士(MBA)（大健康班2021级） 30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非全日制二年半

71 工商管理硕士(MBA)（大健康班2022级） 34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非全日制二年半

72 工商管理硕士(MBA)（国际班、13级起） 148000-20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73 工商管理硕士(MBA)（国际班、16级起-美国罗格斯） 200000-27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74 工商管理硕士(MBA)（国际班、2020级美国罗格斯） 31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75 工商管理硕士(MBA)（国际班、2021级美国罗格斯、英国华威） 31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76 工商管理硕士(MBA)（国际班、2022级美国罗格斯、英国华威） 31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77 工商管理硕士(中澳班)-13级起 148000-180000元/人、期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78 工商管理硕士(中澳班)-18年 188000/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79 工商管理硕士(中澳班)-19年 208000/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80 工商管理硕士(中澳班)-2020级 238000/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81 工商管理硕士(中澳班)-2021级 238000/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82 工商管理硕士(中澳MBA)-2022级 258000/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83 中外MBA双学位项目班-13级起 168000-240000元/人、期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84 中外MBA双学位项目班-17级起 230000-290000元/人、期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85 中外MBA双学位项目班（中法）-2020级 34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86 中外MBA双学位项目班（中法ICN）-2022级 3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2022级未开班）

87 中法双学位EMBA班（2020级） 44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88 中法双学位EMBA班（2021级） 44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89 中法双学位EMBA班（2022级） 4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0 工商管理硕士（EMBA） 270000-400000元/人、期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17级起二年半合计数）

91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 108000-16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2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19中德双学位 25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3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2020级 1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4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20中德双学位 2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5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2021级 1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6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21中德双学位 28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7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2022级 23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8 工程管理硕士生（MEM）-22中德双学位 30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99 项目管理（非全日制） 238000/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半合计数

100 金融硕士（MF） 80000-160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101 金融硕士（MF）-2022级 168000元/人 研究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二年合计数

102 专业日语四、八级报名考试费   60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103 专业英语四级考试费   40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104 专业英语八级考试费   45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105 专业德语四级考试费   70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106 专业德语八级考试费   90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107 英语专业四级口语考试费   80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该费用学生网上报名直接网上交费给考试院

108 英语专业八级口语考试费   90元/人 考生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      业教学委员会 该费用学生网上报名直接网上交费给考试院

109 高等教育考试报名费 25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6）5号           沪财预（2002）008号

110 高等教育考试费（含成人及网络教育） 26元/科 考生 沪价费（2006）5号           沪财预（2002）008号

111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费 128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3）069号         沪财预（2003）第104号

112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费 最高250元/人、次 考生 沪教委财（2005）34号

113 成人教育自考报名费 45元/科 考生 沪价费（2003）069号         沪财预（2003）第104号 2018年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采取网上缴费

114 中英商务管理自学考试考务费 120元/科、人 考生 沪价费（2003）41号          沪财预（2003）75号 2018年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采取网上缴费

115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试费 100元/科 考生 沪价费[2009]15号

116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指导费（含答辩）一类专业 400元/人 自考学生 沪价费[2009]15号

117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指导费（含答辩）二类专业 600元/人 自考学生 沪价费[2009]15号

118 成人及网络教育考生报名费 14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6）5号           沪财预（2002）008号 2018年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采取网上缴费

119 国内访问学者进修费 6500元/人、学年 进修人员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120 MIEX项目（七校合作）-外校推荐至我校学生 20000元+4000欧元/人 交流学生 按协议收费，已备案 非学历项目，4000欧交给国际交流学院，申请论文的学生20000元交给商学院，总学费在4-6万范围内

121 MIEX项目（七校合作）-我校推荐学生 1000欧元 交流学生 校内报告

华东理工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

本科学费
(含港、澳、台、

华侨生)

网络教育学费

自费国际学生学费

自费国际学生报名费（17级起）

自费国际学生预科生学费（17级起）

自费国际学生本科生学费（17级起）

自费国际学生硕士生学费（17级起）

自费国际学生博士生学费（17级起）

自费国际学生普通进修生学费（17级起）

自费国际学生长期汉语生学费（17级起）

短期汉语进修项目（17级起） 校内呈文[2016]556号

其他

报考费

研究生培养费

线下
第五周起每周增加600元

短期汉语进修项目（20级起） 行政〔2020〕292
线上

第五周起每周增加500

住宿费

励志公寓（5-15层）

1.长期生：
学历生：9800元/学期

非学历生：8820元/学期
2.短期生：100元/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