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范围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1 普通高校学费 一般专业 5,000元/年

2 普通高校学费 热门专业 5,500元/年

3 普通高校学费 医学专业 6,500元/年

4 普通高校学费 艺术专业 10,000元/年

5 普通高校学费 少数民族预科班 5,000元/年 沪价行[00]120号

6 普通高校学费 高职班 7,500元/年
沪价行[00]120号
教委财[2000]27号

7 软件专业 本科生及第二学士学位 400元/学分 沪价费[2003]007号 示范性软件学院

8 学分学费 第二专业、重新学习、超学分 130元/学分 沪教委财[2005]53号 2005级

9 学分学费
第二专业、东北片跨校选修

（计划外）
130元/学分 沪教委财[2005]53号

10 普通高校宿费 邯郸、枫林、新江湾学生公寓 1,200元/人/年 沪教委财[1999]28号 东区、南区

11 普通高校宿费 枫林校区20#、21#楼 1,200元/人/年 沪教委财[1999]34号 4人间

12 普通高校宿费 张江校区、北区、江湾公寓 1,200元/人/年  沪教委财[2012]118号 4人间

13 普通高校宿费
留学生公寓

（中国学生暂住部分）
1,100元/人/年

沪教委财[1999]28号
沪教委财[1999]34号
沪教委财[2012]118号

14 普通高校宿费 张江校区 1,500元/人/年
沪价费[2003]56号
沪财预[2003]93号
沪价费[2013]15号

3人间
（社会资金建造、

协议收费）

15 普通高校宿费 张江校区 2,000元/人/年
沪价费[2003]56号
沪财预[2003]93号
沪价费[2013]15号

2人住3人间
（社会资金建造、

协议收费）

16 普通高校宿费 北区、江湾公寓 1,600元/人/年
沪价费[2003]56号
沪财预[2003]93号
沪价费[2013]15号

2人间
（社会资金建造、

协议收费）

17 普通高校宿费 北区公寓 2,000元/人/年
沪价费[2003]56号
沪财预[2003]93号
沪价费[2013]15号

 1人间
（社会资金建造、

协议收费）

每年预收，按实际
修读学分结算

沪价行[00]120号
沪教委财[2005]53号

2020年春季复旦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本科生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范围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1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
费

在校生 25元/人
沪价费[2003]069号
沪价预[2003]104号

2
高等教育考试报名费（含成
人高校）

考生 14元/人
沪价费[2002]008号
沪财预[2002]008号

3
高等教育考试考试费（含成
人高校）

考生 26元/科
沪价费[2002]008号
沪财预[2002]008号

4
自主招生（博雅、望道、腾
飞、综合评价）选拔考试报
名费

考生 14元/人
沪价费[2002]008号
沪财预[2002]008号

5
自主招生（博雅、望道、腾
飞、综合评价）选拔考试考
试费

考生 26元/科 沪教委财[2007]38号

6 插班生考试报名费 考生 14元/人
沪价费[2002]008号
沪财预[2002]008号

7 插班生考试费 考生 26元/科 沪教委财[2007]38号

8 艺术和体育专业考试费 考生 初、复试各100元/人
沪价费[2003]069号
沪财预[2003]104号

9 外语口试费 考生 40元/人
沪价费[2003]069号
沪财预[2003]104号

10 研究生报名、考试费 考生
报名费：16元/人
考试费：28元/科

沪价费[2003]069号
沪财预[2003]104号

11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水平考试费

考生 100元/人/科
沪价费[2001]57号
沪财预[2001]66号

1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费 考生 45元/人/科 沪价费(2009)015号

13 博士生考试报名费 考生 250元/人 沪教委财[2005]34号

14 准精算师资格考试 考生 100元/每人/每科 计价格[2000]2313号

15 精算师资格考试 考生 200元/每人/每科 发改价格[2005]366号

2020年春季复旦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报名费

最高按5科计算

最高按5科计算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及文号）
收费标准 备注

1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号
最高不超过

8,000元/每生每学年

2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号
最高不超过

10,000元/每生每学年

3 工程硕士软件专业学费 研究生 沪价费[2003]7号
1,000元

（每学分）
示范性软件学院

4 经济学院-全日制金融学（单考）硕士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号 218,000元/全部

5 全日制新闻学（单考）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号 12,000元/人年

6 研究生学分学费(重新学习)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号 按实际修读课程学分结算 应缴学费/应修学分*重修学分

7 全日制研究生延迟毕业学费 研究生 校通字[2014]27号
相应专业学费
（按学期）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
及其他已有明确整体收费标准
的研究生按有关标准收费

8 定向、非定向、自筹、委培博士生学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12,000元/人年 2014年9月之前入学博士生

9 旁听、进修硕士课学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500元/学分

10 旁听、进修博士课程学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8,000元/学期

11 同等学力硕士生论文指导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6,000元/人

12 同等学力博士生论文指导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12,000元/人

13 同等学力硕士条件审查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100元/人

14 同等学力硕士资格考试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100元/人

15 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水平认定考试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500元/课

16 同等学力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考试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100元/人

17 同等学力硕士论文答辩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2,100元/人

18 同等学力博士资格审查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2,000元/人

19 同等学力博士论文答辩费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4,100元/人

20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医科）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21,000元/人 含论文指导、答辩费等

21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医科）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号 27,000元/人 含论文指导、答辩费等

2020年春季复旦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及其他



序号 学院 收费项目和价格 网页链接

1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chinese.fudan.edu.cn/1a/1e/c13970a203294/page.htm

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dfll.fudan.edu.cn/Data/View/1492

3 新闻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xwxy.fudan.edu.cn/node2/fdxwxy/n1339/n1340/n1343/n1364
/u1ai114508.html

4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mpa.fudan.edu.cn/7217/list.htm

5 数学科学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math.fudan.edu.cn/title.aspx?info_lb=696&flag=608

6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cs.fudan.edu.cn/?p=28741

7 法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law.fudan.edu.cn/news/view/index.aspx?id=2196

8 材料科学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mse.fudan.edu.cn/19/c6/c18099a203206/page.htm

9 高分子科学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polymer.fudan.edu.cn/Data/List/tzdgg

10 旅游学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mta.fudan.edu.cn/3854/list.htm

11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chm.fudan.edu.cn/tzgg/main.psp

12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fisf.fudan.edu.cn/

13 管理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www.fdsm.fudan.edu.cn/AboutUs/fdsm1556950845006

14 经济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econ.fudan.edu.cn/zyxw/tzgg.htm

15 生命科学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life.fudan.edu.cn/Data/View/3344

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it.fudan.edu.cn/Data/View/3418

17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ssdpp.fudan.edu.cn/portal/view-POhjPK-QibzTL.html

18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environment.fudan.edu.cn/news.aspx?info_lb=364&flag=235

19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ices.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7d/24/cac2efdd
47fd8ccad08c64b0175e/b1078545-8a4a-4168-bb69-37e163a42194.pdf

20 文献信息中心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202.120.227.7/zyss/info/6191.htm

21 上海数学中心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scms.fudan.edu.cn/Data/List/Graduate-program.html

22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faet.fudan.edu.cn/19/e9/c13543a203241/page.htm

23 大数据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sds.fudan.edu.cn/19/f4/c17433a203252/page.htm

24 公共卫生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ph.fudan.edu.cn/a/1896

2020年春季复旦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5 基础医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basicmed.fudan.edu.cn/show.aspx?info_lb=85&flag=13&info_id
=3427

26 护理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nursing.fudan.edu.cn/NewsContent.aspx?fid=2&xwid=746

27 药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pfdu.fudan.edu.cn/NewsInfo_list.aspx?BID=66&SID=67

28 软件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www.software.fudan.edu.cn/software/index.html#/dynamic/not
ice/239

29 微电子学院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sme.fudan.edu.cn/info/detail?id=1060

30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详见本学院网站
https://aos.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b7/79/19615a28486e
a1e3daa7806a2783/c8f57b8d-387d-4548-b8f8-83499054e4ee.pdf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范围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1
成人高校学费（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一般专业）

成教学生
800-1,600
（每学期）

沪价行[00]180号
沪教委财[2005]53号

2
成人高校学费（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特殊专业、艺术专业）

成教学生
1,500-2,400
（每学期）

沪价行[00]180号
沪教委财[2005]53号

3
成人高校学分学费(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

重新学习、超学分 100元/学分 沪教委财[2005]53号

4 自考实践性环节考试费 学生 100元/每人/每科 沪价费[2009]015号

5 自考毕业论文指导费 学生 400元/每人 沪价费[2009]015号
一类专业

(行政管理、新闻）

6 自考毕业论文指导费 学生 600元/每人 沪价费[2009]015号
二类专业

（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网
络、计算机软件、护理学）

7 自考毕业生审定费 学生 50元/每人/每次 沪价费[2009]015号

每年预收，按实际修读学分结
算

2020年春季复旦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继续教育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类别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学历报名 800元 教外来[1998]7号

非学历报名 400元 教外来[1998]7号

文科 23,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理科 26,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医科 42,000元/年 教外来[1998]7号

临床医学 75,000元/年
教外来[1998]7号
教外来[2007]39号

全英语授课

经济学 54,600元/年 国办发[2018]82号 全英语授课

重新学习 300元/学分 沪教委财[2005]53号

文科 26,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理科 30,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医科 48,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中国宗教 50,000元/学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中国政治与外交 50,000元/学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中国历史与文化 50,000元/学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中国语言与文化 50,000元/学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中国社会 50,000元/学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中国哲学与文化 50,000元/学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中国商法硕士 160,000元/总计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全球媒介与传播硕士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80,000元/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传播与媒介
（法国巴黎政大）

80,000元/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复旦-LSE“全
球政治经济”全英文硕士双学位项目

100,000元/全部
（国内部分）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全球事务中的欧洲与亚洲
（法国巴黎政大）

80,000元/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全日制金融专业
硕士（留学生）

248,000元/全部 沪教委财[2007]38号 2019年秋季起

金融学 80,000元/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2017年秋季起

世界经济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80,000元/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2017年秋季起

全日制复旦-爱尔兰都柏林
（软件硕士学费）

80,000元/全部 沪教委财[2007]38号 2015年秋季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全日制工程硕士

97,500元/全部 教外来[1998]7号 2017年秋季起

延长毕业学生 相应专业50%学费 教外来[1998]7号

文科 30,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理科 37,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医科 54,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国际政治博士 180,000元/全部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语授课

三年制科学学位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 60,000元/年 沪教委财[2007]38号 全英文授课

延长毕业学费 相应专业50%学费 教外来[1998]7号

5 语言进修生学费 语言进修生 21,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文科进修生 25,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理科进修生 30,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普通进修生学费6

2020年春季复旦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外国留学生

4 博士研究生学费

1 报名费

本科生学费2

硕士研究生学费3



医科进修生 48,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全英文普通进修
参照相关旁听学历
项目学费标准收费

沪教委财[2007]38号

文科进修生 30,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理科进修生 37,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医科进修生 54,000元/学年 教外来[1998]7号

全英文高级进修
参照相关旁听学历
项目学费标准收费

沪教委财[2007]38号

文科 3,600元/月 教外来[1998]7号

理科 4,000元/月 教外来[1998]7号

二周 2,900元

三周 3,400元

四周 3,800元
以后每增加一周加
800元

专业短训班学费 四周 4,900元 教外来[1998]7号
以后每增加一周加
800元

中国政府与治理
（短期访问）

一学期 35,000元 沪教委财[2007]38号

单人间(长期) 80元/天

单人间(短期) 100元/天

双人间(长期) 55元/天

双人间(短期) 70元/天

单人间(长期) 45元/天

单人间(短期) 55元/天

住宿费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

单人间 6,000元/学期

单人间(长期) 60元/天

单人间(短期) 70元/天

双人间(长期) 45元/天

双人间(短期) 45元/天

汉语短训班学费

高级进修生学费

普通进修生学费6

7

8 研究学者研究费

9

住宿费
（枫林校区）

12

10

住宿费
（邯郸校区主楼）

住宿费
（邯郸校区辅楼）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