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一、研究生收费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0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0〕1号

全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GMBA国际班）

18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1〕36号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电子与信息、能源与
环保领域）研究生学费

20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2〕17号

中国法LL.M.（法学硕士）研究生学费 15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2〕29号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
研究生学费

218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3〕4号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
研究生学费

278000元/生·全程
教备〔2019〕015号（注：从2020级

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教育硕士、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3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3〕50号

教育硕士（科普教育方向）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4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3〕50号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8000元/生·学年

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10000元/生·学年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0000元/生·学年

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12000元/生·学年

非全日制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45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农业推广、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30000元/生·全程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费
35000元/生·全程（课程学习阶段
21000元/生，论文研修阶段14000

元/生）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学费 50000元/生·全程

中国法法学博士（SJD）研究生学费 12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5〕22号

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48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5〕41号

浙江大学教育收费项目公示表

浙价费〔2014〕99号（收费标准学
校可以下浮，研究生学费标准实行
“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2014年秋季学期入学的研究生仍执

行原收费政策）

浙价费备〔2014〕38号

浙价费备〔2014〕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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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学院非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MEM）专
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2017年起100000元/生·全程；
2020年起15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6〕1号，教备〔2019
〕015号（注：从2020级秋季新生开

始执行）。

工程师学院非全日制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工程师学院非全日制城市规划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金融硕士（MF非全日制双证）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14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8〕14号（注：从
2019年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全日制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48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国际商务硕士（MIB）、税务硕士
（MT）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08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75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8〕22号（注：从
2019年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22000元/生·学年
浙价字〔2018〕318号（注：从2019

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非全日制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528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48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电子信息类别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90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机械类别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90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应用心理（MAP）专业学位研究生学
费

168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工程师学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80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64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128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60000元/生·全程

非全日制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00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研究生学
费

158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电子信息类别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80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机械类别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80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8〕5号（注：从2018
年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80000元/生·全程

浙大发计〔2019〕17 号（注：从
2020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教备〔2020〕007号（注：从2021级
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浙大发计〔2020〕12号（注：从
2021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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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应用心理（MAP）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费

90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90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化
培养项目）学费

150000元/生·2年（国内部分）；
国外部分由国际合作学校另行收取

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30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00000元/生·全程

全日制电子信息类别软件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费

80000元/生·全程
浙大发计〔2021〕12号（注：从
2022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研究生报名考试费 50元/人·科
浙价费〔2018〕32号（注：2018年6

月1日起执行）

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办学

酒店及旅游管理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397200元/生·全程

酒店及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70500元/生·全程

国际房地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81500元/生·全程

品质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198000元/生·全程
浙价费备〔2018〕12号（注：从
2019年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二、本科生收费

1.专业学费

  艺术类专业 4200元/生·学年

  工科类、医学类专业 1200元/生·学年

  工科类、医学类上浮专业：能源与环境系
统工程、建筑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工业设计、新
能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临床医学
（8年制）、生物医学

2100元/生·学年

  农林类专业 700元/生·学年

  其他专业 500元/生·学年

  其他上浮专业：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经
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
学、工业工程

1200元/生·学年

  软件专业三年级 11200元/生·学年

  软件专业四年级 52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240号，浙发改价格
〔2020〕263号（注：从2020年秋季

新生开始执行）

浙价费备〔2018〕4号（注：从2018
年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浙价费〔2002〕194号，浙发改价格
〔2020〕263号（注：从2020年秋季

新生开始执行）

浙大发计〔2020〕12号（注：从
2021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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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分学费 120元/学分

浙价费〔2003〕157号，浙价费〔
2009〕161号,浙发改价格〔2020〕
263号（注：从2020年秋季新生开始
执行，从2009学年起，普通高校对
一次补考后仍不及格需要重修学分
的学分学费，按所修课程规定学分
学费标准的70%收取）

3.考试费

1、普通高校自主招生、高职提前招生、“三
位一体”招生考试费

  普通专业 140元/人次

  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费 160元/人次

2、普通高校自行组织的艺术类、体育类专业
招生考试费

   美术、音乐、舞蹈、传媒（含播音主持、
编导、摄影、录音）类

180元/人次

   其他艺术类及体育类（含体能测试）专业
招生考试费

160元/人次

4.学生住宿费

  10平方米以上（新建） 1000-1200元/生·学年

  10平方米以上（改建） 1000元/生·学年

  7-10平方米（改建） 800元/生·学年

  10平方米以上（套房） 600-800元/生·学年

  4.5-7平方米（改建） 600元/生·学年

  2003年新建学生公寓住宿费 12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03〕5号

  计划内学生住宿费
1600元/生·学年

2000元/生·学年（西区双人间）
2200元/生·学年（西区单人间）

浙价费备〔2005〕26号， 浙价费〔
2016〕209号（2017年秋季入学新生
执行新的收费标准，不高于1600元
的，按实际入住档次结算），老生
按原不高于1200元的收费标准

5.代办费

  教材费（本科第一、二、三学年） 500元/生
浙江省物价局备案通知，自愿选
购，按学年收取，按学年结清

  卧具费（本科生） 537.8元/生 招标采购价，自愿选购

  军训服装费（本科生） 100元/生 招标采购价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费 90元/生·学年
杭政〔2020〕56号，按学制一次性
预收，如有政策调整则多退少补

三、继续教育收费

1.远程教育学分制学费

浙价费〔2018〕32号（2018年6月1
日起执行）注：普通高校艺术类专
业考试省外设考点的可在上述标准

基础上上浮20%

浙价费〔2018〕32号（2018年6月1
日起执行）

〔2002〕费备字9号（不高于1200
元，按实际入住档次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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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制普通专升本 192元/学分

  三年制医学类专升本 158元/学分

  五年制医学类业余高升本 142元/学分

  重修（论文） 70元/门（300元）

2.远程教育报名考试费

  外语水平考试费 50元/人

  学位外语考试费 50元/人

3.学位审定收费

  自学考试学位审定费 70元/人 浙价费〔2006〕137号

四、自费留学生收费

   1. 报名费（含入学考核费） 800元/生

   2. 学费

   （1）文科类专业：

        本科生 14000－26000元/生·学年

        专科生和普通进修生 比照本科生收费标准

        硕士研究生 18000－30000元/生·学年

        高级进修生 比照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

        博士研究生 22000－34000元/生·学年

        研究学者 比照博士研究生收费标准

        短期生（一个月） 3000－4800元/生·学年

        短期生（三个月） 8000－10000元/生·学年

    （2）理科、工科类专业
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

10%－30％

    （3）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
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

50%－100％

   3. 住宿费 40-140元/床·天

   4. 其他费用 实际成本价

五、幼儿教育收费

保教费：

    1.普通日托班
系统内：300元/人·月
系统外：1800元/人·月

    2.三周岁以上小型日托班
系统内：600元/人·月
系统外：2500元/人·月

    3.三周岁以下小型日托班
系统内: 600元/人·月
系统外：3000元/人·月

    4.实验园三周岁以上日托班
系统内：3000元/人·月
系统外：4200元/人·月

    5.实验园三周岁以下日托班
系统内：3500元/人·月
系统外：4800元/人·月

浙财综字〔2005〕46号

浙价费备〔2004〕32号

教外来〔1998〕7号，浙大发计〔
2021〕4号（注：从2021年春季入学
新生起，学费收费标准中不包含综

合医疗保险费用）

   浙价费备〔201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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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性收费和代管费   据实收取 浙价费〔2018〕112号

六、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学费 每生每学年160000元人民币
浙大发计〔2021〕19号（注：从

2022年秋季招生起执行）

    1号和2号书院住宿费 每生每学年8000元人民币 浙价费〔2016〕100号

    3号和4号书院住宿费
   （双人间合用卫生间）

每生每学年9000元人民币

    3号和4号书院住宿费
   （单人间合用卫生间）

每生每学年10000元人民币

中外合作办学自费来华留学生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和浙江大学伊
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的本科
专业（双学位）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

每生每学年200000元人民币

浙江大学工科全英文授课本科（单学位）
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

每生每学年80000元人民币

浙江大学全球传播和管理本科项目（简称GCM
、单学位）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

每生每学年65000元人民币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外方硕士学位
教育项目

每生每学年180000元人民币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外方博士学位
教育项目

每生每学年200000元人民币

市场监管投诉电话：12315 浙江大学监察部88981497

 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制

浙大发计〔2020〕17号（注：从
2020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浙大发计〔2021〕19号（注：从
2022年8月1日起执行）

浙大发计〔2021〕11号（注：从
2021级秋季新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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