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大学教育收费公示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学年） 收费依据 备注

一、学费

1、2015级以前本科生（学年制收费）

普通文理类 5500

深圳市物价局
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财政局   

   深价[2000]140号

经济管理类 5500

医学类 6000

计算机类 5500

体育类 5500

传播类 7000

建筑类 7000

艺术类 9000

工商管理（高尔夫管理） 12500

高等研究学院 6000

2、2015级以后本科生（学分制收费） 专业学费 课程学分学费

普通文理类 2000

课程学分学费每学分
100元，每学期按学
生实际修读的课程总

学分计算。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发改[2015]1196号

经济管理类 2120

医学类 2100

计算机类 2370

体育类 2150

传播类 4000



建筑类 3600 课程学分学费每学分
100元，每学期按学
生实际修读的课程总

学分计算。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发改[2015]1196号

艺术类 5700

工商管理（高尔夫管理） 9100

3、2017级以后本科生（学分制收费） 专业学费 课程学分学费

普通文科类专业
2260

课程学分学费每学分
100元，每学期按学
生实际修读的课程总

学分计算。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7]1512号

高尔夫管理专业
每年另交球场训练费7000元

文科新闻传播类专业 2620

普通理工类外语类体育类专业 2980 建筑类专业学制5年

理工土木工程管理类专业 2730

理工高水平建设学科专业 3600

医学类专业 3280 临床医学专业学制5年

艺术类专业 6750

4、2018级以后休闲体育（高尔夫）专业 2980 深发改函[2018]2729号 每年另交球场训练费7000元

5、本科生复读学费

结业生回校重修复读费

                       学年学费*标准学制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07]186号

               每学分 = ------------------

                        该专业毕业的总学分

6、全日制研究生 学位类型

理论经济学（博士） 10000 学术型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13]29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6]1802号

光学工程（博士） 10000 学术型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 10000 学术型

哲学 8000 学术型



理论经济学 8000 学术型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13]29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6]1802号

区域经济学 8000 学术型

金融学 8000 学术型

国际贸易学 8000 学术型

统计学 8000 学术型

法学 8000 学术型

政治学 8000 学术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8000 学术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8000 学术型

思想政治教育 8000 学术型

教育学 8000 学术型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8000 学术型

应用心理学 8000 学术型

体育学 8000 学术型

中国语言文学 8000 学术型

外国语言文学 8000 学术型

新闻传播学 8000 学术型

数学 8000 学术型

物理学 8000 学术型

化学 8000 学术型

生物学 8000 学术型

生态学 8000 学术型



统计学 8000 学术型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13]29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6]1802号

材料科学与工程 8000 学术型

教育技术学 8000 学术型

机械工程 8000 学术型

光学工程 8000 学术型

材料科学与工程 8000 学术型

电子科学与技术 8000 学术型

信息与通信工程 8000 学术型

控制科学与工程 8000 学术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00 学术型

建筑学 8000 学术型

土木工程 8000 学术型

应用化学 8000 学术型

生物医学工程 8000 学术型

城乡规划学 8000 学术型

软件工程 8000 学术型

管理科学与工程 8000 学术型

基础医学 8000 学术型

生物医学工程 8000 学术型

管理科学与工程 8000 学术型

工商管理 8000 学术型

行政管理 8000 学术型



艺术学理论 8000 学术型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13]29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6]1802号

音乐与舞蹈学 8000 学术型

戏剧与影视学 8000 学术型

美术学 8000 学术型

设计学 8000 学术型

社会工作 8000 专业学位

教育硕士 8000 专业学位

建筑学 8000 专业学位

工程硕士 8000 专业学位

城市规划 8000 专业学位

临床医学 8000 专业学位

艺术硕士 8000 专业学位

7、2018级以前非全日制研究生

社会工作 18000 专业学位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13]29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6]1803号

教育硕士 18000 专业学位

建筑学 18000 专业学位

工程硕士 18000 专业学位

城市规划 18000 专业学位

临床医学 18000 专业学位

艺术硕士 18000 专业学位

金融 30000 专业学位

国际商务 26000 专业学位



法律（非法学） 25000 专业学位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13]29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6]1803号

法律（法学） 25000 专业学位

心理健康教育 24000 专业学位

工商管理 36000 专业学位

公共管理 19000 专业学位

会计 31000 专业学位

8、2018级以后非全日制研究生

工商管理 50000 专业学位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7]1875号

公共管理 28000 专业学位

金融 40000 专业学位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8]1821号 
深发改函[2018]2116号

国际商务 26000 专业学位

会计 40000 专业学位

汉语国际教育 20000 专业学位

二、全日制学生住宿费 收费标准（元/年） 收费依据 批准机关

普通宿舍 800   深价[2000]140号
深圳市物价局 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财政局 

租用宿舍 1000 深价联字[2005]29号 深圳市物价局 深圳市教育局 

公寓式宿舍 1200  深价[2000]140号
深圳市物价局 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财政局 

引资新建宿舍 1500 深价管函[2006]43号 深圳市物价局 



三、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 层次 学费标准（元/年） 收费依据 备注

文科

本科 26000

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7]1094号

硕士 30000

博士 34000

理工科

本科 30000

硕士 35000

博士 40000

医学、体育、艺术类

本科 40000

硕士 45000

博士 52000

各专业 短期生1个月 4800/月

各专业 短期生3个月 10000/3个月

四、留学生住宿费 面积（平米） 价格（元/学期/人） 收费依据 配        置

海星楼单人间 11 660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8]241号

1张单人床、床头柜、
书桌椅、衣柜、空调等

海星楼双人间 14 5400
2张单人床、床头柜、
书桌椅、衣柜、空调等

备注
1、上述房间处于套房内；  2、套内有合用卫浴及厨房，配备烧水壶、餐桌椅、冰箱、洗衣机、风扇、热
水器、空调、鞋柜等公用设施；   3、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量和规定价格收取。

留学生楼单人间 16 8000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发改函[2018]241号

空调、独立卫浴、
写字台、衣柜、大床

留学生楼双人间 18 6000
空调、独立卫浴、

写字台、衣柜、2张单人床

留学生楼套间 30 10000
空调、独立卫浴、
写字台、衣柜、大床

备注 除公派交换生外，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量和规定价格收取。



五、服务性收费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中文成绩单打印 10元/每份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07]186号

在校生从第六份开始收费

英文成绩单 20元/每份

中英文在校证明、预毕业证明 10元/每份

英文学历学位证明 20元/每套

四六级证明 10元/每份

补办学生证 3元/每份

六、代收费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校园卡工本费

15元/张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粤价[2007]186号

全日制学生首卡免费，换卡收取

15元/张 非全日制学生开卡换卡收取

30元/张 其他人员开卡换卡收取

军训用品费 按实际招标价格收取 只收取水壶、鞋费

投诉电话：0755-2267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