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 2021 年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截至 2021.1.19） 

（表Ⅰ）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文号） 

1 全日制本科学费       

1.1 普通高校学费                                       5,000 元/学年  一般专业学生 沪价行（00）120 号 

1.2 普通高校学费                                      6,500 元/学年  特殊专业学生 沪价行（00）120 号 

1.3 普通高校学费                                        10,000 元/学年  艺术专业学生 沪价行（00）120 号 

2 
中外合作办学全日制                     

本科学生学费 
      

2.1 
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学费               

（2018—2020 级） 
75,000 元/学年 

交大密西根                                           

联合学院本科学生 
沪价费（2018）7 号 

2.2 
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学费            

（2017 级） 
不超过 50,000 元/学年 

交大密西根                                           

联合学院本科学生 
沪教委财(2013)49 号 

2.3 
交大巴黎高科 

卓越工程师学院学费 
 最高 45,000 元/学年 

交大卓越                    

工程师学院本科学生 
沪教委财(2013)94 号 

3 软件学院学生学费       



3.1 本科及第二学士学费  400 元/学分  在读学生                            
沪价费（2003）007 号                

沪财预（2003）第 14 号 

3.2 
软件学院工程硕士培养费               

（专业学位） 
1,000 元/学分 研究生 

沪价费（2003）007 号               

沪财预（2003）第 14 号 

4 夜大学生学费       

4.1 一般专业  800—1,600 元/学期  夜大学生                               沪价行（00）180 号 

4.2 特殊专业  1,500—2,400 元/学期  夜大学生                               沪价行（00）180 号 

5 网络教育本科学生学费       

5.1 普通网络教育学费 最高 9,100 元/学年  网络教育学院学生 
沪价费（2004）012 号                    

沪财预联（2004）第 14 号 

5.2 艺术设计专业  14,000 元/学年  
网络教育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            
沪教委(2006)10 号 

6 高等学校住宿费  最高 1,200 元/学年  全日制学生 沪教委财（1999）28 号 

7 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费       

7.1 
研究生课程旁听费                                

（硕士） 
820 元/学分  旁听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7.2 
研究生课程旁听费                                

（博士） 
 1,260 元/学分  旁听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7.3 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培养费 22,000 元/学年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7.4 硕士研究生培养费  不超过 8,000 元/学年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7.5 同等学历申请博士学位学费  28,000 元/学年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7.6 博士研究生培养费  不超过 10,000 元/学年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7.7 
硕士研究生培养费                

（委培） 
22,000 元/学年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7.8 
博士生培养费                              

（委培） 
28,000 元/学年 研究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表Ⅱ）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元/学年）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文号）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费       

1 
法律硕士                                       

（法学、2018-2020 级） 
12,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 
法律硕士                                       

（法学、2021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 
法律硕士                                       

（非法学、2018-2020 级） 
22,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 
法律硕士                                     

（非法学、2021 级） 
33,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 
会计硕士                            

（2018 级） 
2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6 
会计硕士                             

（2019-2020 级） 
7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7 
翻译硕士                            

（2019-2020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8 
翻译硕士                        

（2021 级） 
3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9 
体育硕士                                

（2021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0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2019 级） 
5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2020 级） 
75,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2021 级） 
10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3 
金融硕士                          

（2019-2020 级） 
9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4 
金融硕士                               

（2019-2020 级） 
79,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5 
工程硕士                              

（ 2018-2020 级） 
8,000  

研究生（不含机动学院、电信

学院、船建学院、材料学院） 
沪价费（2013）15 号 

16 
工程硕士                              

（ 2018-2020 级） 
12,000  船建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7 
工程硕士                          

（2021 级） 
20,000  

研究生（不含机动学院、电信

学院、材料学院、空天学院） 
沪价费（2013）15 号 

18 
工程硕士                         

（ 2018-2020 级） 
16,000—24,000  (机动学院、材料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9 
工程硕士                       

（ 2021 级） 
24,000  

(机动学院、材料学院、空天

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0 
工程硕士                         

（ 2018-2019 级） 
16,000—24,000  电信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1 
工程硕士                   

（ 2020 级） 
24,000—32,000  电信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2 
工程硕士                         

（ 2021 级） 
36,000—60,000  电信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3 
物流工程与管理硕士                 

（ 2021 级） 
20,000  中美物流研究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4 
工业工程与管理                

（ 2021 级） 
2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5 
审计硕士                   

（2019-2020 级） 
7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6 
工商管理硕士                

（IMBA 项目,2019-2020 级） 
15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7 
工商管理硕士              

（IMBA 项目, 2021 级） 
16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8 
工商管理硕士                       

（CLGO 项目,2018 级） 
119,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9 
工商管理硕士                         

（CLGO 项目,2019-2020 级） 
123,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0 
工商管理硕士                      

（CLGO 项目,2021 级） 
131,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1 
工商管理硕士                          

（2019 级） 
174,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2 
工商管理硕士                   

（2020 级） 
179,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3 
工程硕士                

（2018-2020 级）                      
45,000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研究

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4 
工程硕士                    

（2021 级） 
65,000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研究

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5 
新闻与传播——文化创意产业

管理（国际、2018-2021 级）   
108,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6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18-2020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7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21 级）   
3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8 
大数据应用专业硕士                    

（2018-2020 级）                     
4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39 
交大密西根学院专业硕士                

（双学位) 
8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0 
中英国际低碳学院                   

（2018-2020 级） 
32,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1 
上海交通大学——莫斯科航空

学院项目 
4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2 
新闻与传播硕士                   

（2019-2020 级） 
20,000  媒传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3 
新闻与传播硕士                        

（2021 级） 
32,000  媒传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4 
艺术硕士                        

（2019-2020 级） 
20,000  媒传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5 
艺术硕士                          

（2021 级） 
32,000  媒传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6 
艺术硕士                          

（2021 级） 
20,000  设计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7 
兽医硕士                            

（2021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8 
农村发展硕士                        

（2021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49 
农艺与种业硕士                       

（2021 级） 
2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0 
航空航天硕士                     

（2020 级） 
16,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1 
药学硕士                           

（2020 级）   
1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2 
艺术硕士                       

（2020 级） 
108,000  文创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3 

机械（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2020 级） 

48,000  设计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4 
风景园林专业硕士                  

(国际、2021 级）) 
48,000  设计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55 
建筑学专业硕士                  

(国际、2021 级）) 
48,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表Ⅲ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元/学年）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文号） 

1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费 
      

1.1 
法律硕士                              

（2018-2020 级）                                
22,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 
法律硕士                            

（2021 级）            
42,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3 
风景园林硕士                           

（2018-2020 级）                                     
16,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4 
风景园林硕士                     

（2021 级） 
48,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5 工程硕士                       16,000--4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6 
工程管理硕士                           

（2018-2019 级） 
66,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7 
工程管理硕士                           

（2020 级） 
75,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8 会计专业硕士（MPACC） 4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9 
公共管理硕士                              

（MPA） 
48,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0 
工商管理硕士                         

（2018 级）  
 131,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1 
工商管理硕士                         

（2019-2020 级）  
 163,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2 
工商管理硕士                         

（2021 级） 
183,2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3 
工商管理硕士 EMBA                   

（2019 级） 
30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4 
工商管理硕士 EMBA                   

（2020 级） 
36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5 
工商管理硕士                    

（2019 级） 
219,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6 
工商管理硕士                    

（2020 级） 
249,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7 
工商管理硕士 EMBA                     

（2019 级） 
329,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8 
工商管理硕士 EMBA                     

（2020 级） 
354,000  金融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19 
艺术硕士                           

（2020 级）                           
2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0 
艺术硕士    

（2021 级）      
4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1 新闻与传播硕士                        20,000 媒传学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2 新闻与传播硕士                        63,200  
交大－南加州文化创意产业学

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3 应用心理                         3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4 应用统计硕士     6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5 翻译硕士                        6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6 
艺术硕士                            

（2020 级）                      
65,000 

交大－南加州文化创意产业学

院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1.27 工程博士    200,000 元/期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 国际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    

2.1 

工商管理硕士 EMBA                

（新加坡南洋理工,2019-2020

级） 

 30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2 
数量金融硕士（新加坡国立大

学） 
110,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3 
交大－曼彻斯特管理学博士学

位（2016-2018 级） 
102,8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4 
交大－KEDGE 工商管理硕士

（MBA,2019-2020 级）                  
194,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5 
交大－KEDGE 工商管理硕士

（MBA,2021 级）       
209,000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6 
工商管理硕士                                

（加拿大班 IMBA,2019 级） 
400,000 元/期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2.7 
工商管理硕士                                

（加拿大班 IMBA,2020 级） 
450,000 元/期 研究生 沪价费（2013）15 号 

（表Ⅳ）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文号） 

1 考试考务费       

1.1 本科学生学位考试费 40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2）008 号              

沪财预（2002）008 号 



1.2 
高校保送生                                    

综合能力测试费 
 40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3）069 号                   

沪财预（2003）104 号 

1.3 艺术和体育专业考试费 初、复试各 100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3）069 号               

沪财预（2003）104 号 

1.4 

高等、中等教育自学考试          

（含委托开考、学历文凭考）

报考费 

35 元/科  考生  
沪价费（2003）069 号              

沪财预（2003）104 号 

1.5 插班生报考费 103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2）008 号              

沪财预（2002）008 号 

1.6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报名费） 
 16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3）069 号             

沪财预（2003）104 号 

1.7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考试费） 
28 元/科  考生  

沪价费（2003）069 号              

沪财预（2003）104 号 

1.8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全国联考考试费 
80 元/科  考生  发改价格（2004）2839 号 

1.9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                                 

硕士学位水平考试费 
100 元/科  考生  

沪价费（2001）46 号                  

沪财预（2001）43 号 

1.10 
博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报考费 
 250 元/人   考生  沪教委财(2005)34 号 

1.11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博士学位报

考费 
 100 元/人   考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1.1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

考试费 
100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9）15 号 

2 其  他       



2.1 
外语、计算机等级考试                     

（证书工本费） 
5 元/份  考生  

沪价费（2003）41 号                

沪财预（2003）75 号 

2.2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博士学位          

（资格审查费） 
 800 元/人   考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2.3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资格审查费） 
 400 元/人   考生  沪教委财(2007)38 号 

2.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指

导费（含答辩）二类专业 
 600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9）15 号 

2.5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指

导费（含答辩）三类专业 
 800 元/人  考生  沪价费（2009）15 号 

  （表Ⅴ）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批准文号） 

1 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       

1.1 本科学生                                 24,800 元/学年  留学生 教外来[1998]7 号 

1.2 
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学术型）                                 
28,900 元/学年  留学生 教外来[1998]7 号 

1.3 博士研究生                                45,500 元/学年  留学生 教外来[1998]7 号 

2 自费来华留学生住宿费 35-80 元/天/床位 留学生    教外来[1998]7 号 

3 自费来华留学生报考费 800 元/人 考生 教外来[1998]7 号 



 

说明：一、本收费目录不包括医学院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二、特殊专业为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电子科学与技术，3、建筑学，4、国际经济与贸易，5、金融学，6、电子信息与工程，7、信息工程，8、临床

医学（七年制），9、光信息科学与技术，10、信息安全。 

      三、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按学分收费（沪教委财[2003]2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