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工业大学沈阳校区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公示
收费项目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收费标准
10,000元/生.年

辽价发[2003]15号、辽发改
收费[2021]78号

建筑学、生物医学工程、工业设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
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4,800元/生.年
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

辽价发[2003]15号、辽发改
收费[2019]371号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法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
、应用化学、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与控制、测控技术与仪器、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环境工程、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工 4,200元/生.年
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经济学、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功能材料、焊接技术与工程、金融工程、知识产权、城市
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辽价发[2003]15号

广告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4,000元/生.年

辽价发[2003]15号

法学、广告学、汉语言

4,800元/生.年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 5,700元/生.年
与技术、土木工程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工业设计、车辆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焊接技术与工程、功能材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机器人工程、工业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建筑 5,200元/生.年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建筑学、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
、物流管理、经济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收费范围

备注

全日制本科生

学年学费标
准

辽价发[2003]15号、辽发改
收费[2021]78号

4,800元/生.年

日语、英语

本科生学费

收费依据

2020级及以前 学年学费标
全日制本科生
准

2021级及以后 学年学费标
全日制本科生
准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收费项目

本科生学费

收费标准

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前两年4,800元/生.年
术、物联网工程
后两年14,000元/生.年

软件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国际教育学院： 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法学、英语

前两年4,200元/生.年
后两年14,000元/生.年

30,000元/生.年

收费依据

2014、2015
、2016级后
辽政发[2015]21号、辽价发 中外合作办学 两年4,200元
[2003]15号
全日制本科生 /生.年2017
级 30,000/
生.年

4,800元/生.年

考试费

本科第二学位

学年学费标
准

5,200元/生.年
1、按照学年收费标准乘以规定的修
业年限除以达到毕业条件所规定的总
学分计算并收取学分学费；

学分制收费

备注

辽价发[2003]15号、计价格
[2002]665号、辽价发
后两年按不
[2018]46号、辽发改收费
超过400元/
[2019]371号、辽发改收费 全日制本科生 学分，最高
[2021]78号
不超过80学
分标准核定
辽价发[2003]15号、计价格
[2002]665号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工业设计、车辆工程

收费范围

2、对补考后仍不及格、需重新学习
该门课程的学生，按低于原学习该门
课程学分收费标准的70%，即60元/
学分收取学分学费。

20元/科

辽价函[2005]117号

全日制本科生 具体收费标
中除工程学院 准及有关事
及软件学院三 项按文件规
、四年级学生
定执行

1、补考后仍
不及格，学
生申请重新
参加考试
的；
2、学生正常
学习中结业
考试成绩合
格，但对合
格成绩不满
意，申请重
新考试的。

收费项目
国外就读人员回国升入普通高校学习学费

硕士研究生
学费

收费标准
24,000元/生.年

收费依据

收费范围

辽政办发[2003]45号

国外就读回国
升入我校人员

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
论、车辆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与
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电气工程、机电与电器、电力系
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
理论与新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精密仪器及机
械、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信号与信息处
理、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系统工程、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力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工程力学、结构工程、新材料合成与
应用技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数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凝聚态物理、
8,000元/生.年
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化工、工业催化、应用化学、环境化学工
程、材料化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会计学、企业
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应用经济学、国民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
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法学、法学理论、法
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
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知识产权法、
传播法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过程检测
技术及仪器

辽价发[2014]49号、辽价发
[2017]66号

物理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
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 8,000元/生.年
土木工程

辽发改收费[2020]399号

8,000元/生.年

辽发改收费[2021]176号

应用经济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工商管理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物流工程、材料工程、电气工程、仪器仪
表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8,000元/生.年
建筑与土木工程、化学工程、项目管理、金融学

会计学、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

17,600元/生.年

备注

全日制学术型

学年学费标
准

全日制专业型

学年学费标
准

辽价发[2014]49号、辽价发
[2017]66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机械、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电子信息、土木水利、资源与环
8000元/生.年
境
工商管理、工程管理

18,000元/生.年

会计学

17,600元/生.年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物流工程、材料工程、电气工程、仪器仪
表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化学工程、项目管 8,000元/生.年
理、电子信息
工商管理、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物流工程与
22000元/生.年
管理

博士研究生
学费

会计

18000元/生.年

国际教育学院：企业管理硕士

40000元/生. 年

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
论、车辆工程、工业工程、流体传动与控制、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
10000元/生.年
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医
学电磁工程、人工智能与电气运动控制、仪器科学与技术、精密
仪器及机械、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管理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

10000元/生.年

全日制本科各专业

不高于同专业普通本科

业余本科各专业

不高于同专业普通本科学费的60%

全日制专科各专业

按低于同专业普通本科500元标准

业余专科各专业

不高于成人全日制专科学费的60%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答辩费

350元

收费依据

全日制专业型

学年学费标
准

收费范围

备注

辽发改收费[2020]399号

辽价发[2014]49号、辽政发
[2015]21号

2018、2019级
非全日制专业
型

非全日制专业
学年学费标
型
准

辽政发[2015]21号

2020级及以后
非全日制专业
型

辽政发[2015]21号

中外合作办学 学年学费标
非全日制 准

辽价发[2014]49号、辽价发
学年学费标
全日制学术型
[2017]66号
准

辽发改收费[2020]399号

全日制学术型

辽价发[2003]15号

成人教育学生

学年学费标
准

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发
成人教育学生
[2017]6、68号
辽价发[2003]15号

成人教育学生

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发
成人教育学生
[2017]6、68号
辽价发[2003]15号

主考学校、
成人教育学生 成人教育和
自考本科段

收费项目

自学考试助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收费标准

成人学费

收费范围

备注

4,000元/生.年

辽价发[2003]15号、辽招考
成人教育学生 本科脱产
委[2006]17、41号

350元/科

辽价发[2003]15号、辽招考 2020级及以前
委[2006]17、41号
成人教育学生

500元/科

自学考试助学：市场营销

收费依据

本科业余
（专升本）
辽价发[2003]15号、辽招考
共13科
2021级及以后
委[2006]17、41号、辽发改
成人教育学生
收费[2021]78号

4,000元/生.年

辽价发[2003]15号、辽招考
成人教育学生 本科脱产
委[2006]17、41号

350元/科

辽价发[2003]15号、辽招考 2020级及以前
委[2006]17、41号
成人教育学生

500元/科

本科业余
（专升本）
辽价发[2003]15号、辽招考
共12科
2021级及以后
委[2006]17、41号、辽发改
成人教育学生
收费[2021]78号

自学考试助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数控加工方向）

3700元/生.年

辽价发[2003]15号

成人教育学生 专科全日制

自学考试助学：计算机硬件维护

4300元/生.年

辽价发[2003]15号

成人教育学生 专科全日制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2021级及以后
学年学费标
成人教育专升
准
本业余/函授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2021级及以后
学年学费标
成人教育高起
准
本业余/函授

车辆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
2,800元/生.年
程、知识产权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900元/生.年

法学、工商管理、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会计学、市场营销、高
2,700元/生.年
分子材料与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800元/生.年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900元/生.年

工商管理、会计学、

2,700元/生.年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电气自动化技术、高分子材料技术、工业分析技术、工业过程自
动化技术、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石油化工 2,700元/生.年
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留学生

收费范围

2021级及以后
学年学费标
成人教育高起
准
专业余/函授

2,500元/生.年

毕业论文指导费

550元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2021级以后成
人教育自学考
试专业

语言进修生学费（1年）

14,000元/生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语言进修生学费（半年）

7,000元/生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本科生（理科）

20,000元/生.年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本科生（文科）

18,000元/生.年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硕士研究生（理科）

24,000元/生.年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硕士研究生（文科）

22,000元/生.年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博士研究生

26,000元/生.年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按自愿有偿原则，面向在校生和社会
人员提供培训服务，收费标准按补偿
成本和非盈利原则制定，报省教育、
物价、财政备案并公示执行

辽教发[2006]76号

在校生和社会
人员

1,200元/生.年

辽价发[2000]64号

在校生

1,200元/生.年（４人间）

辽价发[2000]64号

在校生

900元/生.年（６人间）

辽价发[2000]64号

在校生

800元/生.年（改造４人间）

辽价发[2000]64号

在校生

30元/生.天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40元/生.天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80元/生.天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170元/生.天

辽教委通字[1998]75号

留学生

金鹏学生公寓（A、B、C、D座）
中央校区学生公寓A1-A6 、B1-B2、C1、C3共１０栋
兴顺校区学生公寓
留学生宿费：
双人间（普通）
留学生宿费：
双人间（浴室）
留学生宿费：
单人间（浴室）
留学生宿费：
套间（浴室）

备注

辽发改收费[2021]78号

工商企业管理、建筑工程技术、数控技术

培训收费

宿费

收费依据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范围

具体内容和收费标准按文件规定执行

辽价发[2004]106号

按居民用价格向学生收取

辽价发[2006]76号

在校生

60元/生

辽价发[2004]106号

在校生

辽价发[2004]106号

新生

辽价发[2004]106号

新生

备注

上机（上网）费

服务性收费

毕业生查档并提供书面证明
补办学生证、校徽
超指标水电费

体检费
军训服费用

按文件的内容、标准、有效期执行

运动服
价格举报电话：12358
未经公示学生有权拒绝缴纳
024-22824355
财政举报电话：
教育举报电话：024-86913750
学校举报电话：024-25496002
各市举报电话：12358

辽宁省物价检查所监制

代办，学生
自愿购买
代办，学生
自愿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