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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财字〔2019〕4 号 

 

 

校属各单位：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鄂价费

〔2006〕183 号）、《关于修订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鄂价费〔2015〕134 号）、《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职高专学费和

高校住宿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价费规〔2013〕109 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研究生教育收费政策的通知》（鄂价费

〔2015〕113号）以及《关于高校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的

通知》（鄂价费〔2016〕6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学校制定了 2019

年新生学费及住宿费标准，并经 2019 年第 8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

议通过。现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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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生学费标准（本科生学费=专业学费+学分学费）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学分学费 

标准 

专业学费 

标准 
备注 

设计学类（按大类招生，含艺术设

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动画 

2019 级 80 元/学分 71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机械工程（国际） 2019 级 80 元/学分 2920 元/生•年 总学分 146.5 

建筑类（按大类招生，含建筑学、

城乡规划）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6 元/生•年 总学分 201.5 

机械类（机电工程）（按大类招生，

含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

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土木类（按大类招生，含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机械类（车辆）（按大类招生，含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汽车

服务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电子信息类（工学）（按大类招生，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计算机类（按大类招生，含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

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按大类招生，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能源与动力

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生物技术、生物制药、测控技术与

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

化、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262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材料科学与工程(试点学院) 2019 级 80 元/学分 1680 元/生•年 总学分 141 

工商管理（创业管理方向） 2019 级 80 元/学分 1470 元/生•年 总学分 151.5 

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2019 级 80 元/学分 1370 元/生•年 总学分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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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2019 级 80 元/学分 1360 元/生•年 总学分 157 

经济学（创业方向） 2019 级 80 元/学分 1350 元/生•年 总学分 157.5 

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 2019 级 80 元/学分 1310 元/生•年 总学分 159.5 

公共事业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安全

方向）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材料类（按大类招生，含材料科学

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无

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工商管理类（按大类招生，含工商

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交通运输类（按大类招生，含交通

运输、交通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

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按大

类招生，含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地理科学类（按大类招生，含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按大类招生，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矿业类（按大类招生，含采矿工程、

矿物加工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新闻传播学类（按大类招生，含广

告学、编辑出版学）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电子信息类（理学）（按大类招生，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数学类（按大类招生，含信息与计

算科学、统计学）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外国语言文学类（按大类招生，含

英语、法语、日语）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工程、

包装工程、法学、教育技术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油气储运工程、安

2019 级 80 元/学分 1270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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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工程、工程力学、工业设计、制

药工程、应用化学、汉语国际教育、

海事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

作、思想政治教育、劳动与社会保

障、金融学（数理金融方向）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 2019 级 80 元/学分 145 元/生•年 总学分 161.5 

生物技术（H）、制药工程（H） 2019 级  25000元/生•年 学年制 

二、研究生学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2019 级 元/生•年 8000 

 

 

 

按学制收取 

全日制定向硕士研究生（少骨计划） 2019 级 元/生•年 8000 

全日制定向硕士研究生（其他） 2019 级 元/生•年 10000 

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 2019 级 元/生•年 10000 

全日制定向博士研究生（少骨计

划） 
2019 级 元/生•年 10000 

全日制定向博士研究生（其他） 2019 级 元/生•年 28000 

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2019 级 元/生•年 28000 

同等学力在职博士学位（在职） 2019 级 元/生•年 28000 

武汉理工大学艾克斯马赛学院（化

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2019 级 元/生•年 32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单考生） 2019 级 总额（3 年） 40000 

每年学费=总

额/学制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019 级 总额（3 年） 40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MPACC） 2019 级 总额（2.5年） 88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MBA） 2019 级 总额（2.5年） 60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MEM） 2019 级 总额（2.5年） 50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建筑学) 2019 级 总额（3 年） 80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建筑与土木

工程) 
2019 级 总额（3 年） 50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金融) 2019 级 总额（3 年） 65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MPA) 2019 级 总额（2.5年） 48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美术) 2019 级 总额（3 年） 45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艺术设计) 2019 级 总额（3 年） 45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英语笔译、

英语口译) 
2019 级 总额（3 年） 4200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 
2019 级 总额（3 年）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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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进修费 

随堂课程

进修学生 
元/学分 

硕士：350     

博士：600 
 

研究生课

程进修班

学生 

元/生•年 
按同类标准的

50% 
 

三、住宿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一、住宿费     

生均面积 5.1m2 以上即：马区升升学生公寓

A-K舍（B舍小六人间除外）、东11舍（四人

间）、学海学生公寓 A-G舍(现为西 21-15舍，

四人间)、狮城公寓、南湖北 1-8舍、南湖南

1-6舍；余区海虹学生公寓 1-5舍、6舍（现

为余 7 舍）、7舍（现为余 8 舍，四人间）,研

究生公寓 1-5舍（现为余 9-13舍）；马区东院

人才楼西 14栋、西 15栋。 

在校生 元/生•年 1200   

生均面积 4.1m2——5m2即;马区西院 2 舍、3

舍、4 舍、10 舍、11 舍、12 舍，东院 1 舍、

2 舍、3 舍、4 舍、5 舍、6 舍、9 舍，10 舍、

11 舍（六人间）、东 12 舍，东 13 舍、余区

1 舍、2 舍、3 舍、4 舍、6 舍。 

在校生 元/生•年 1000   

生均面积 3.1m2——4m2即：马区西院 9 舍、

13 舍，升升学生公寓 B 舍（小六人间）、学

海学生公寓 A（现为西 21舍）、B（现为西 20

舍）、C（现为西 19 舍）、E（现为西 18舍）、

G 舍(现为西 15舍，六人间)，余区海虹学生

公寓 7 舍（现为余 8舍，六人间）、余 5 舍、

余 14 舍、余 15 舍 

在校生 元/生•年 800   

马区东院 7 舍 在校生 元/生•年 600   

二、装空调学宿标准在鄂价费[2006]183 号

文规定标准基础上增加住宿费 
        

单人间 在校生 元/生•年 480   

双人间 在校生 元/生•年 240   

4 人间 在校生 元/生•年 120   

5-6 人间 在校生 元/生•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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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人间 在校生 元/生•年 60   

四、中外合作办学及留学生学费与住宿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一、中外合作办学学费     

本科（车辆工程、金融学） 2019 级 元/生•年 25000   

艺术类本科（国内学习学费） 2019 级 元/生•年 49800   

二、自费留学生收费     

1）本科生（4 年）、普通进修生（1～2 年）     

①理工科    20000-24000   

②经济、管理、文科 2018 级 元/生•年 18000-20000   

③艺术类 2018 级 元/生•年 25000-30000   

2）硕士生（2～3 年）、高级进修生（1～2年） 2018 级 元/生•年    

①理工科    26000-30000   

②经济、管理、文科 2018 级 元/生•年 23000-27000   

③艺术类 2018 级 元/生•年 33000-38000   

3）MBA 项目（2～3 年） 2018 级 元/生•年 34000   

4）博士生（4 年） 2018 级 元/生•年    

①理工科    32000-35000   

②经济、管理、文科 2018 级 元/生•年 30000-33000   

③艺术类 2018 级 元/生•年 41000-45000   

5)语言生 2018 级 元/生•年 17000    

2、住宿费（所有外国自费留学生） 2018 级 元/生•年    

①双人间    25-30   

②单人间 2018 级 元/天•床 40   

3、自费来华留学生报名费 2018 级 元/天•床 500   

4、学制外（自费延长期）学费 2018 级 元/生.学期 5000   

五、网络学院学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取对象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网络教育学费(业余)        

专科生学费 2016 级秋前 元/生•年 1800-3000  

专升本科生学费 2016 级秋前 元/生•年 2250-3500  

专科、专升本生学费（学分制） 2018 级 元/学分 
60-153（总学费不

超过 12240 元） 

专科总学分 85 

专升本总学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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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教育学费(业余）        

高升专 在校生 元/生•年 1400-1800  

专升本 在校生 元/生•年 1800-2200  

专科、专升本生学费（学分制） 2019 年以后 元/学分 
60-153（总学费不

超过 12240 元） 

专科总学分 85 

专升本总学分 80 

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培训学费     

专科、专升本生学费（学分制） 在读学员 元/学分 
60-153（总学费不

超过 12240 元） 

专科总学分 85 

专升本总学分 80 

注：如 2019 年湖北省高校收费标准调整，我校将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 

   

 

 

武汉理工大学 

2019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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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年 7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