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纺织大学 2014 年收费许可证 

收费许可证号：鄂价费 2012-69-12

单 位 名 称 武汉纺织大学 开户银行 工行关山办事处 

单 位 性 质 事业单位 账号 3202006809000135988 

负 责 人 姓 名 韦一良 联系电话 59367301 

经 办 人 姓 名 曾荣 邮政编码 430200 

单 位 地 址 武汉市江夏区阳光大道 1号 

一、普通本科学费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 备注 

1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元/人.年 520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计算机类(软件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3 计算机类(网络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4 计算机类(物联网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5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元/人.年 5200 同上   

6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元/人.年 5200 同上   

7 电子信息类(通信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8 纺织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元/人.年 5200 同上   

10 服装设计与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11 会计学 元/人.年 5200 同上   

12 工程造价 元/人.年 5200 同上   

13 轻化工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14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元/人.年 5200 同上   

15 
机械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 
元/人.年 5200 同上   

16 金融学类（金融学） 元/人.年 5200 同上   

17 金融学类(投资学) 元/人.年 5200 同上   

18 自动化 元/人.年 5200 同上   

19 动画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0 数字媒体艺术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1 摄影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2 服装与服饰设计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3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

表演方向）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4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饰形象与

表演方向）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5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

表演方向、服饰形象与表演方

向）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6 设计学类（视觉传达设计）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7 设计学类(环境设计)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8 设计学类(工艺美术) 元/人.年 10350 同上   

29 设计学类(产品设计) 元/人.年 10350 同上   

30 设计学类(公共艺术) 元/人.年 10350 同上   

31 新闻传播学类（广播电视学）元/人.年 4000 同上   

32 新闻传播学类(广告学) 元/人.年 4000 同上   

33 材料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元/人.年 4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34 材料类(复合材料与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35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36 材料类(材料化学) 元/人.年 4000 同上   

37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38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39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 元/人.年 4000 同上   

40 工商管理类(人力资源管理) 元/人.年 4000 同上   

41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 元/人.年 4000 同上   

42 物流管理 元/人.年 4000 同上   

4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元/人.年 4000 同上   

44 电子商务 元/人.年 4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4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元/人.年 4000 同上   

46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47 应用化学 元/人.年 4000 同上   

48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49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5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

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5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

学) 
元/人.年 4000 同上   



52 生物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53 财务管理 元/人.年 4000 同上   

54 测控技术与仪器 元/人.年 4000 同上   

55 工业工程 元/人.年 4000 同上   

56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元/人.年 4000 同上   

57 财政学 元/人.年 4000 同上   

58 信息与计算科学 元/人.年 4000 同上   

59 英语 元/人.年 4000 同上   

60 纺织类（中外合作办学） 元/人.年 20000 同上 中外合作办学 

二、高职高专学费         

1 服装设计 元/人.年 6500 同上   

2 环境艺术设计 元/人.年 6500 同上   

3 应用电子技术 元/人.年 5000 同上   

4 机电一体化技术 元/人.年 5000 同上   

5 鞋类设计与工艺 元/人.年 5000 同上   

6 市场营销 元/人.年 5000 同上   

7 会计 元/人.年 5000 同上   

三、成教自考类学费         

1 服装艺术设计（全日制）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环境艺术设计（全日制）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3 艺术设计（全日制） 元/人.年 10000 同上   

4 会计学（全日制） 元/人.年 5200 同上   

5 建筑经济管理（全日制） 元/人.年 5200 同上   

6 人力资源管理（全日制） 元/人.年 5200 同上   

7 市场营销（全日制） 元/人.年 5200 同上   

8 电子商务（全日制） 元/人.年 4000 同上   

9 文理专业专升本 元/人.年 2400 同上   

10 艺术专业专升本 元/人.年 3500 同上   

11 中职文理类专业衔接自考本科 元/人.年 2400 同上   

12 中职艺术类专业衔接自考本科 元/人.年 3000 同上   

四、成教业余函授类学费         

1 艺术类函授本科 元/人.年 350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文理类函授本科 元/人.年 2600 同上   

3 艺术类函授专科 元/人.年 3000 同上   



4 文理类函授专科 元/人.年 2500 同上   

五、中外合作办学学费         

1 专科 元/人.年 17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本科 元/人.年 25000 同上   

六、辅修、双学位  元/学分 100 同上   

七、住宿费         

1 南湖校区 8栋 元/人.年 1200 同上 
生均面积 5.1 平方米

以上，4人间 

2 阳光校区 1、3、4、6-12 栋 元/人.年 1200 同上 
生均面积 5.1 平方米

以上，4人间 

3 东湖校区 9栋-12 栋 元/人.年 1200 同上 
生均面积 5.1 平方米

以上，4人间 

4 南湖校区 1-2栋、5-7 栋、9栋 元/人.年 1000 同上 
生均面积 4.1-5 平方

米 

5 阳光校区 2、5、13、14栋 元/人.年 1000 同上 
生均面积 4.1-5 平方

米 

6 南湖校区 3-4栋 元/人.年 800 同上 生均面积 3-4 平方米 

7 东湖校区 1栋 元/人.年 800 同上 生均面积 3-4 平方米 

8 东湖校区 4-8栋 元/人.年 800 同上 生均面积 3-4 平方米 

9 研究生 2人间生均面积 14㎡ 元/人.年 800 同上 生均面积 3-4 平方米 

10 研究生 3人间生均面积 16㎡ 元/人.年 800 同上 生均面积 3-4 平方米 

11 东湖校区 2-3栋 元/人.年 500 同上 
生均面积 3平方米以

下 

12 留学生 元/人.年 3000 教外来【1998】7号   

            

八、代收费类         

1 第二代身份证（新办） 元/证 2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第二代身份证(补发、换发) 同上 40 同上   

3 

体检：常规检查（内、外、皮肤、

五官、胸透等科常规检查）、肝

功能（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

定，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测定）所收费用包括抽血所用一

次性注射器和其他耗材 

元/人.次 35 鄂价费 2010【99】号   

4 

教材、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公

寓内床上用品、军训服装、非计

划免疫预防接种收费（学生自

愿） 

据实收取，

多退少补 
  鄂价费[2006]183 号   

5 医保费 元/人.年 20 鄂价费 2010【156】号   



九、考试收费         

1 “专升本”报名考试费(英语) 元/生.科 3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专升本”报名考试费(专业课)同上 50 鄂价费[2006]183 号   

3 大学英语四、六级报名考试费 同上 30 同上   

4 音乐、美术、体育专业报名费 元/生.科 60 同上   

5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一、二、

三级） 
元/生.级 80 同上   

6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四级）同上 135 同上   

7 
计算机操作技术（无纸化）报名

考试费 
元/生.次 80 同上   

8 
实践课程考核费（未收学费学生

收取） 
元/人 100 同上   

9 
毕业论文指导、答辩费（未收学

费学生收取） 
元/人 400 同上   

10 研究生报名考试费（公共科目）元/人.科 35 同上   

11 
研究生报名考试费（专业综合科

目） 
同上 60 同上   

12 研究生复试费（面试及笔试） 元/人 100 同上   

13 成人高考（公共科目） 同上 35 同上   

14 成人高考（综合科目） 同上 60 同上   

15 
成人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报名

考试费 
元/生 50 同上   

16 
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未收学

费学生收取） 
元/人 500 同上   

17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报名

费 

元/人.模

块 
50 同上   

18 在职人员研究生入学考试 元/人.科 80 同上   

19 
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水平全

国统一考试 
同上 100 同上   

20 
成人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报名

考试费 
元/生.次 50 同上   

21 普通话水平测试（社会考生） 人/次 50 同上   

22 普通话水平测试（在校学生） 人/次 25 同上   

23 自主招生考试费 元/人 150 鄂价费【2009】331 号   

24 自主招生面试费 元/人.次 120 同上   

25 留学生报名费 元/人 500 教外来【1998】7号   

           

十、研究生学费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 备注 

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元/人.年 8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化学 元/人.年 8000 同上   

3 机械工程 元/人.年 8000 同上   

4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8000 同上   

5 电子科学与技术 元/人.年 8000 同上   

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元/人.年 8000 同上   

7 纺织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8000 同上   

8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8000 同上   

9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元/人.年 8000 同上   

10 工商管理 元/人.年 8000 同上   

11 设计学 元/人.年 8000 同上   

12 美学 元/人.年 8000 同上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1 纺织工程 元/人.年 10000 鄂价费【2006】183 号   

2 工业设计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3 机械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4 工业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5 项目管理 元/人.年 10000 同上   

6 物流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7 环境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8 工商管理硕士 元/人.年 10000 同上   

9 艺术硕士 元/人.年 10000 同上   

10 金融硕士 元/人.年 10000 同上   

11 会计硕士 元/人.年 10000 同上   

12 软件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13 电子与通信工程 元/人.年 10000 同上   

工程硕士（在职）         

1 一般在职文、理、工类研究生 元/人.年 10000 同上   

            

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         

1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元/人.年 8000 同上   

十一、 武汉纺织大学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所（鄂人社审批字【2013】第

68号） 

  初级 
元/人、课

时 
2 相关人员   

  中级 
元/人、课

时 
2.5 相关人员   

  高级 
元/人、课

时 
3 相关人员   

技 能 培 

训 
初级（A类） 

元/人、课

时 
3 相关人员   

  初级（B类） 
元/人、课

时 
2.5 相关人员   

  初级（C类） 
元/人、课

时 
2 相关人员   

  中级(A类） 
元/人、课

时 
3.5 相关人员   

  中级（B类） 
元/人、课

时 
3 相关人员   

  中级（C类） 
元/人、课

时 
2.5 相关人员   

  高级（A类） 
元/人、课

时 
4 相关人员   

  高级（B类） 
元/人、课

时 
3.5 相关人员   

  高级（C类） 
元/人、课

时 
3 相关人员   

鉴 定 费 初级（A类） 元/人 240 相关人员   

  初级（B类） 元/人 180 相关人员   

  初级（C类） 元/人 150 相关人员   

  中级(A类） 元/人 300 相关人员   

  中级（B类） 元/人 220 相关人员   

  中级（C类） 元/人 200 相关人员   

  高级（A类） 元/人 350 相关人员   

  高级（B类） 元/人 260 相关人员   

  高级（C类） 元/人 240 相关人员   

十二、留学生学费         

文科类专业         

1 本科、专科、普通进修生 元/年 18000 留学生   

2 硕士研究生、高级进修生 元/年 20000 留学生   

3 1 个月短期生 元/年 3500 留学生   



4 3 个月短期生 元/年 8800 留学生   

理学、工学、艺术类专业         

1 本科、专科、普通进修生 元/年 20000 留学生   

2 硕士研究生、高级进修生 元/年 25000 留学生   

3 1 个月短期生 元/年 3500 留学生   

4 3 个月短期生 元/年 8800 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