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2022年度收费目录清单
公示时间：2022年6月21日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收单位 执行时间 备注

一、学费、住宿费、辅修费、考试费

（一）高职专业学费

空中乘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5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健康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商务英语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大数据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播音与主持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音乐表演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艺术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游戏艺术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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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旅游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西式烹饪工艺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国际商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航空物流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软件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建筑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人物形象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0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商务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0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0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0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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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0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增材制造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0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学前教育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7

空中乘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5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护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健康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财富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旅游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西式烹饪工艺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商务英语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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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航空物流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软件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大数据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建筑设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8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播音与主持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音乐表演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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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游戏艺术设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7

空中乘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5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机场运行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护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6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健康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酒店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旅游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商务英语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会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投资与理财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电子商务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国际商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物流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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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软件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播音与主持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音乐表演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4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艺术设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游戏设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建筑设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8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7

（二）继续教育专业学费

1.成教专业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会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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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物流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艺术设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5.1

建设工程管理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会计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工商企业管理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市场营销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电子商务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物流管理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旅游管理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艺术设计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4.1

建筑设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建设工程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应用电子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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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软件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电子商务技术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空中乘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投资与理财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互联网金融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会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国际商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工商企业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连锁经营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市场营销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电子商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物流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旅游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酒店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艺术设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服装与服饰设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动漫设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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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设计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戏剧影视表演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音乐表演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新闻采编与制作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播音与主持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20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商务英语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3.1

2.自考专业

酒店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4.7

会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4.7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4.7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4.7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4.7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费 2022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4.7

酒店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3.7

会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3.7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3.7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3.7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3.7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费 2021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1.8-2023.7

酒店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2.7

会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2.7

市场营销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2.7

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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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费 2020级学生 元/生,学年 35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0.8-2022.7

（三）住宿费（含每生每月用水3吨，用电8度）

武汉校区住宿费（4人间，含空调使用费） 相关学生 元/生,学年 18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3.7

红安校区住宿费（4人间，含空调使用费） 相关学生 元/生,学年 132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3.7

红安校区住宿费（6人间，含空调使用费） 相关学生 元/生,学年 900.00 鄂价费[2014]44号文件 财务处 2022.8-2023.7

每生用水每月超出3吨部分水费 相关学生 元/生,吨 2.47 武发改价格[2016]29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每生用电每月超出8度部分电费 相关学生 元/生,度 0.58 鄂价环资[2016]58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四）辅修费

辅修费 相关学生 元/学分 1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五）考试费

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试费 在校生 元/生,次 25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试费 教师 元/生,次 5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自学考试课程考试费 相关考生 元/生,次 58
鄂价费[2006]107号         
鄂教财[2015]8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费（一级） 相关考生 元/生,次 440 鄂人社发[2018]9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费（二级） 相关考生 元/生,次 380 鄂人社发[2018]9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费（三级） 相关考生 元/生,次 320 鄂人社发[2018]9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费（四级） 相关考生 元/生,次 260 鄂人社发[2018]9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费（五级） 相关考生 元/生,次 200 鄂人社发[2018]9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二、代收费

第二代身份证（补发、换发） 相关学生 元/证 40 鄂价费[2006]183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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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收费。学校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
建立学生体质健康卡片，纳入学生档案。按
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包括内科、外
科(含皮肤)、五官等科常规检查]

相关学生 元/人次 89 鄂教体艺[2018]1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体检内容含：1.常规检查：内、
外、五官（视力、色觉）等科的
常规检查、出具总检报告（含建
立体检档案，不另收挂号费和诊

查费）。收费依据：武价费
[2006]23号；收费标准：16元/人

次；                            
2.实验室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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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细胞分析检查
（包括抽血所用一次性注射器和
其他耗材）。收费依据：武发改
规[2017]2号，收费标准：33元/

人次；
3.影像学检查：4、 数字化摄影
（DR）（不得加收滤线器费、曝
光不得超过2次。含数据采集、存
贮、图像显示）。收费依据：武
价费[2006]23号，收费标准：40

元/人次

大学生居民医疗保险费 相关学生 元/年.生

依照武汉市医
疗保障局、武
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规定执行

依照武汉市医疗保障局、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文件规定执行
财务处 2022.8-2023.7

教材、生活用品、军训服装、非计划免疫预
防接种（学生自愿）

相关学生 元/年.生 据实收取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三、服务性收费

补办学生证 接受服务人员 元/本 1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补办毕业证明书 接受服务人员 元/份 16.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补办乘车优惠卡 接受服务人员 元/卡 7.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热水费 接受服务人员 元/升 0.05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开水费 接受服务人员 元/瓶 0.3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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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 接受服务人员 元/次 据实收取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脱水2元/次，标准洗4元/次，大
件加强洗5元/次

校内停车费 接受服务人员 元/小时 据实收取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课程培训费 接受服务人员 元/年.生 40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普通专升本考试课程培训费 相关学生 元/年,生 65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费 相关学生 元/期.生 11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计算机等级培训（二级） 相关学生 元/期,生 128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英语四六级培训 相关学生 元/期,生 138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中小学教师资格笔试考试培训 相关学生 元/期,生 138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试培训 相关学生 元/期,生 78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初（中）级会计师培训 相关学生 元/期,生 128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成人教育网络平台课件服务费 相关学生 元/生 18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三级） 相关学生 元/生,次 56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四级） 相关学生 元/生,次 52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五级） 相关学生 元/生,次 48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一级） 接受服务人员 元/生,次 400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二级） 接受服务人员 元/生,次 280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三级） 接受服务人员 元/生,次 110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四级） 接受服务人员 元/生,次 88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费（五级） 接受服务人员 元/生,次 580.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其他类型培训费 相关学生 元/学时.生 20.00 鄂价费[2007]130号              财务处 2022.8-2023.7

注：价格举报电话：027-12315，教育举报电话：027-87328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