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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教育收费公示 
 

 

收费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学校收费电话：020-37215387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迎福路 527号 省发改委举报电话：020-12358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

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   

注 

一、学费 
  

粤价[2007]186号 

粤价[2012]169号  

（一）普通本科生(2015年及以前

入学) 
 

 
同上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元/生·学年 4180 同上  

2、理工、外语专业 元/生·学年 4730 同上  

（二）普通本科生(2016年及以后

入学)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 元/生•学年 505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2、理工、外语专业 元/生•学年 571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3、非理论类艺术专业 元/生•学年 10000 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  

（三）成人本专科生   
粤价[2007]186号 

粤价[2003]167号 
 

1、函授、业余   同上  

（1）文史、财经、管理专业专科 元/生•学年 2300 教费备[2013]060号  

（2）文史、财经、管理专业本科 元/生•学年 2500 教费备[2008]065号  

（3）理工、外语专业本科 元/生•学年 2875 教费备[2008]065号  

（4）理工、外语专业专科 元/生•学年 2645 教费备[2008]087号  

（四）研究生   粤价[2013]294号  

（1）全日制金融专业硕士 元/生•学年 20000 粤价[2013]294号 
全日制专

业学位 

（五）来华留学生   教外来[1997]7号  

1、全日制本科文史、财经、管理

专业 
元/生•学年 18000 教费备[2013]070号  

2、短期生（15天） 元/生•期 1350 教费备[2013]070号  

3、短期生（30天） 元/生•期 2500 教费备[2013]070号  

4、短期生（60天） 元/生•期 4400 教费备[2013]070号  

5、短期生（一个学期） 元/生•期 8000 教费备[2013]0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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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学报名费 元/生 400 教费备[2013]070号  

（六）培训费  学校自定 粤价[2007]186号 

收费前对

社会公开

公示 

 

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元） 

批准机关及文

号 
备   注 

二、住宿费 
 

 
粤价[2007]186号 

粤价[2004]128号 
 

（一）一级公寓 元/生•学年 
1300（不

含水电） 

粤 发 改 价 格 函

[2022]944号 

清远校区南区 1-5 栋，清远校区

北区 1-8 栋参照清远南区宿舍 

（二）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900（不含

水电） 
教费核[2016]027号 

广州校区 6 号楼、9-12 号楼， 3

号楼 8 人间(01、08、09、16号

房) 

（三）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05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5]034号 

教费核[2016]027号 

广州校区 1-2 号楼、4 号楼 8人

间（01、07、08、14 号房） 

（四）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1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2]053号 

教费核[2013]049号 

教费核[2015]034号 

广州校区 5号楼 8人间，肇

庆校区 1栋，肇庆校区 2栋，

肇庆校区 4-8栋，肇庆校区

10 栋，肇庆校区 11 栋 1-2

楼，肇庆校区 11栋 301-304

号房，肇庆校区 20栋 102、

106-109、202、206-209、

301-304 号房 

（五）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2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6]027号 

粤 发 改 价 格 函

[2019]3087 号 

广州校区 3号楼 6人间， 

13号楼 6人间  

（六）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3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2]053号 

教费核[2013]049号 

教费核[2015]034号 

教费核[2016]027号 

广州校区 4号楼 6人间、17

栋、19-20栋 6人间、21-25

栋，肇庆校区 20 栋 101、

103-105、201、203-205 号

房，肇庆校区 11栋 305-308

号房； 

（七）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5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2]053号 

教费核[2015]034号 

教费核[2016]027号 

粤发改价格函

[2019]3087 号 

广州校区 8 号楼、9 号楼、

13 号楼 4 人间、15 栋、16

栋、18 栋、19-20栋 4人间，

肇庆校区 13、15、17栋 

（八）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6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5]034号 

广州校区 5号楼 4人间（04、

05号房） 

（九）引资公寓 元/生•学年 
19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6]027号 

广州校区 7号楼（非留学生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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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引资公寓 

（留学生） 
元/生•学年 

8000（不

含水电） 
教费核[2013]071号 

广州校区 7号楼（留学生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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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费 项 目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元） 

批准机关及文

号 
备   注 

三、服务性收费  
 

粤价[2007]186号 
最高标准 

（一）补办证件工本费  
 

同上 
 

1、学生证、图书馆阅览证 元/生•证 3 同上 
 

（二）证明资料费   同上 
 

成绩单、就业推荐信函 元/份 
中文版：20 

同上 
 英文版：40 

（三）网络通讯费 
元/年 300 

同上 
 元/小时 1.5 

（四）热水费（立方） 元/立方 25 同上 
 

（五）打印、复印费 元/张 
A3：0.2 

同上 
 A4：0.1 

四、代收费  
 

粤价[2007]186号 
定期公布结算，多

退少补 

（一）补办校园一卡通 元/生•卡 15 粤价[2013]93号 
首办免费 

（二）医疗保险费 元/生•年 398 穗医保发[2022]14 号 
每年根据文件要求

执行相应收费标准 

（三）军训服装费 元/生 65 粤价[2007]186号 
 

（四）暂缓就业户口邮寄费 元/生 按实收取 粤价[2007]186号 
 

（五）考试费 元/生 
按规定标准

收取 
粤价[2007]18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