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类别：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

序号
学科门类（代

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收费依据

1 工学（08）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685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2 工学（08） 0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6850 同上

3 工学（08）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850 同上

4 工学（08）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6850 同上

5 工学（08） 08070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6850 同上

6 管理学（12） 120101 管理科学 6060 同上

7 管理学（12）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060 同上

8 管理学（12） 120201K 工商管理 6060 同上

9 管理学（12） 120202 市场营销 6060 同上

10 管理学（12） 120203K 会计学 6060 同上

11 管理学（12） 120204 财务管理 6060 同上

12 管理学（12）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6060 同上

13 管理学（12） 120404 土地资源管理 6060 同上

14 管理学（12） 120601 物流管理 6060 同上

15 管理学（12） 120801 电子商务 6060 同上

16 管理学（12） 120901K 旅游管理 6060 同上

17 工学（08） 082502 环境工程 6850 同上

18 工学（08） 082503 环境科学 6850 同上

19 工学（08） 082901 安全工程 6850 同上

20 工学（08） 083001 生物工程 6850 同上

21 工学（08）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850 同上

22 工学（08） 080207 车辆工程 6850 同上

23 工学（08） 0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6850 同上

24 工学（08） 081702 包装工程 6850 同上

25 工学（08） 120701 工业工程 6850 同上

26 工学（08）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50 同上

27 工学（08） 080902 软件工程 6850 同上

28 工学（08） 080903 网络工程 6850 同上

29 工学（08） 082801 建筑学 6850 同上

30 工学（08） 082802 城乡规划 6850 同上

31 工学（08） 082803 风景园林 6850 同上

32 经济学（02） 020101 经济学 6060 同上

33 经济学（02） 020304 投资学 6060 同上

34 经济学（02）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6060 同上

35 管理学（12）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6060 同上

36 理学（07） 070302 应用化学 6850 同上

37 工学（08）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6850 同上

38 工学（08） 081302 制药工程 6850 同上

39 工学（08）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6850 同上

40 工学（08） 081001 土木工程 6850 同上

广东工业大学2019年收费公示

一、普通本科学费

学校名称：广东工业大学 单位：元/生·学年



41 工学（08） 081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850 同上

42 工学（08） 08100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6850 同上

43 工学（08） 081201 测绘工程 6850 同上

44 工学（08） 081801 交通运输 6850 同上

45 工学（08） 120103 工程管理 6850 同上

46 工学（08） 081006T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6850 同上

47 工学（08） 081005T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6850 同上

48 文学（05） 050201 英语 6850 同上

49 文学（05） 050207 日语 6850 同上

50 文学（05） 50262 商务英语 6850 同上

51 工学（08）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850 同上

52 工学（08）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6850 同上

53 工学（08）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6850 同上

54 工学（08） 080703 通信工程 6850 同上

55 工学（08） 080706 信息工程 6850 同上

56 工学（08） 080205 工业设计 6850 同上

57 工学（08）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6850 同上

58 设计学（13） 130310 动画 10000 同上

59 设计学（13） 130401 美术学 10000 同上

60 设计学（13）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0000 同上

61 设计学（13） 130503 环境设计 10000 同上

62 设计学（13） 130504 产品设计 10000 同上

63 设计学（13）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10000 同上

64 设计学（13）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0000 同上

65 理学（07）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6850 同上

66 理学（07）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6850 同上

67 理学（07） 071202 应用统计学 6850 同上

68 法学（03） 030101K 法学 6060 同上

69 法学（03） 030302 社会工作 6060 同上

70 管理学（12）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6060 同上

71 工学（08）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850 同上

72 工学（08） 080714T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6850 同上

73 工学（08） 080801 自动化 6850 同上

74 工学（08） 080905 物联网工程 6850 同上

75 管理学（12） 120104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6060 同上

76 经济学（02） 020302 金融工程 6060 同上

77 文学（05） 050261 翻译 6850 同上

78 工学（08）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6850 同上

79 工学（08） 080414T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6850 同上

80 工学（08）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6850 同上

81 工学（08） 080710T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6850 同上

82 工学（08） 082504 环境生态工程 6850 同上

83 设计学（13） 130301 表演 10000 同上

84 工学（08） 080904K 信息安全 6850 同上

85 设计学（13） 1303H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28000 同上



86 工学（08）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850 同上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粤价[2007]186号 教费备
[2008]092号

元/生•学年 2700 同上

元/生•学年 3105 同上

元/生•学年 5070 同上

同上

元/生•学年 2500 同上

元/生•学年 2875 同上

元/生•学年 4680 同上

粤价[2007]186号

元/生•学年 5300 同上

元/生•学年 7800 同上

录取类别 收费依据

非定向 粤价[2013]294号

定向 同上

非定向 同上

定向 同上
电气工程硕士
、工业设计工
程硕士(不含定
向生)

同上

翻译 同上

会计（MPAcc） 同上

艺术 同上

金融 同上

社会工作（非
定向）

同上

社会工作（定
向）

同上

其它专业非定
向

同上

其它专业定向 同上

工商管理
（MBA）

同上

会计（MPAcc） 同上

工程管理
（MEM）

同上

工程 同上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元/生 400 教费备[2008]093号

元/生•学年 18000 教费备[2013]027号

1、报名费（以下二～六项类型学生）

2、本科学费（中文授课类）

 （1）普通本科

学制三年，25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第一、二年30000元/生·学
年，第三年15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20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15000元/生·学年

四、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及培训费

收费项目

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

学制三年，12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15000元/生·学年

学制两年，30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20000元/生·学年

学制两年，20000元/生·学年

学制两年，12000元/生·学年

学制两年，15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10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15000元/生·学年

博士研究生
学制三年，9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20000元/生·学年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学制三年，7000元/生·学年

学制三年，8000元/生·学年

（3）艺术专业

3、自学考试助考班（自考相沟通班）

（1）非艺术专业

（12）艺术专业

三、研究生学费

学生类别 收费标准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2）理工、外语专业

（3）艺术专业

2、成人业余专科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2）理工、外语专业

注：少数民族预科生参照文科生收费标准，每生每年6060元。

二、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学费

收费项目

1、成人业余本科



元/生•学年 26000 同上

元/生•学年 20000 同上

元/生•学年 22000 教费备[2008]093号

元/生•学年 16000 同上

元/生 16000 教费备[2013]027号

元/生 8000 同上

元/生 6000 教费备[2012]032号

元/生 2300 同上

元/生 500 教外来〔1998〕7号

元/生 22000 同上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元/生•学年 1700

教费核
[2014]015号
教费核
[2013]045号

大学城校区学生公寓、
龙洞校区学生公寓A～G
栋、番禺校区（商学
院）学生公寓

元/生•学年 1400
教费核
[2014]015号

东风东校区引资新建学
生公寓楼

元/生•学年 1300
教费核
[2014]015号

元/生•学年 1200
教费核
[2014]015号

元/生•学年
4人间：1200
6人间：1100

教费核
[2014]015号

元/生•学年 1100
教费核
[2014]015号

元/生•学年 950
教费核
[2014]015号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元/生 660 粤价[2007]186号

元/生 500 同上

元/生.年 12000 同上

元/生.年 14500 同上

元/生 79900 同上

元/人.四年 49980 同上

元/人.四年 33380 同上

元/生.年 49800 同上

元/生.年 56800 同上   （2）艺术方向

8、国际本硕连读(IBP)项目

4、留德预备项目德语班项目

5、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项目

6、CFA(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项目

7、本硕连读出国留学班项目

   （1）商科方向

六、非学历非强制性培训班学费

培训项目

1、自考办实践培训项目

2、学位外语考前培训项目

3、自学考试（本科）助学辅导班项目
    （1）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商
务英语、会计学、行政管理、市场营销、
工程造价

（4）东风东校区学生
宿舍1、5、6栋

（5）东风东校区综合
楼北栋、南栋

（1）大学城、龙洞校
区、国际教育学院学
生公寓

（2）东风路校区学生
公寓

2、其他公寓

（1）东风东校区学生
宿舍7栋

（2）东风东校区学生
宿舍4栋

（3）东风东校区学生
宿舍2、3栋

   （2）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7、本科（全英授课类国际学生班）

 （1）报名费

 （2）学费

五、住宿费

收费项目

1、引资新建公寓

5、专业进修生学费

6、汉语言留学生学费

 （1）一学年

 （2）一学期

 （3）三个月

 （4）一个月

 （2）艺术类本科

3、硕士研究生学费

4、博士研究生学费



元/生.年 45000 同上

元/生.年 55000 同上

元/生.年 25000 同上

元/生.年 40000 同上

元/生.年 15000 同上

元/生.期 2500 同上

元/生.期 8000 同上

元/生.期 8000 同上

元/生.期 400 同上

元/生.期 600 同上

元/生.期 1250 同上

元/生.期 1450 同上

元/生.期 190 同上

元/生.期 230 同上

元/生.期 280 同上

元/生.期 400 同上

元/生.期 500 同上

元/生 37 粤价函[2008]352号

元/生 120 粤学位办[2019]3号

元/生 86 上级指定教材

元/生.期 50 粤价[2007]186号

元/生.期 70 同上

元/生.期 100 同上

元/生.期 200 同上

元/生.期 200 同上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粤价[2007]186号

元/证 3 同上

元/个 2 同上

元/本 20 同上

同上

元/立方 25 同上

同上

3、网络通讯费 元
包年：300
小时：1.5

同上

4、热水费

（2）校徽

（3）毕业证、学位证书

2、证明资料费

 成绩单、就业推荐函 元/份
中文版:20
英文版:40

    （4）技师

    （5）高级技师

七、服务性收费

收费项目

1、补办证件工本费

（1）学生证、图书馆阅览证

18、学位英语考试费

19、鉴定所教材费

20、代收电工办证费

    （1）初级

    （2）中级

    （3）高级

    （1）初级

    （2）中级

    （3）高级

    （4）技师

    （5）高级技师

17、自学考试费

    （1）初级

    （2）中级

    （3）高级

    （4）技师

    （5）高级技师

16、电工技能培训费

10、德语语言培训班（艺术设计类）
项目

11、航空艺术职业教育培训项目

12、一二级建造师造价师培训项目

13、建筑工程总工程师培训（东风路
校区班）项目

14、建筑工程总工程师培训（校外培
训班）项目

15、电工培训费

   （1）商科管理方向、数据信息管理方
向、传媒方向

   （2）数字艺术设计方向

9、国际创新班

   （1）语言及通识课程培训



标准 收费依据 备  注

100元 仅对新生代收

314元
穗医保发

〔2019〕10号
对所有学生代收

1、“校园卡”预充值款

2、医疗保险费

5、打印、复印费 元/张
A3：0.2

A4：0.1
同上

八、代收费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