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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杂费缴交有关事项的说明 

 

2021 级新同学： 

祝贺并欢迎你就读安徽师范大学。 

为帮助你顺利缴交学杂费，防止差错，提高效率，现就学杂费缴交

的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缴费项目及标准 

（一）各专业学费标准 

一、本科生学费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  注 

020101 经济学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30101K 法学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40106 学前教育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40201 体育教育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50101 汉语言文学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50201 英语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50301 新闻学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60101 历史学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70201 物理学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70301 化学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70501 地理科学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71001 生物科学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80902 软件工程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572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120204 财务管理 539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优势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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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  注 

020302 金融工程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20304 投资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30301 社会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30302 社会工作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30504T 马克思主义理论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40101 教育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40104 教育技术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40107 小学教育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40203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40207T 休闲体育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40202K 运动训练 8800 元/生.学年 芜价行费 [2003]143 号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107T 秘书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202 俄语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204 法语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207 日语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232 葡萄牙语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303 广告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60102 世界史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0302 应用化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1002 生物技术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1004 生态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1101 心理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1102 应用心理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71201 统计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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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  注 

080403 材料化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0703 通信工程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0717T 人工智能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0801 自动化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0905 物联网工程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0911TK 网络空间安全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2503 环境科学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2502 环境工程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2802 城乡规划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83002T 生物制药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090102 园艺 52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202 市场营销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203K 会计学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402 行政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404 土地资源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601 物流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604T 供应链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901K 旅游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20902 酒店管理 49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201 音乐表演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202 音乐学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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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  注 

130204 舞蹈表演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208TK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12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函[2020]170 号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310 动画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401 美术学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402 绘画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403 雕塑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404 摄影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405T 书法学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503 环境设计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504 产品设计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130507 工艺美术 8000 元/生.学年 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  

需要说明的是，2021 年学校按专业类别招生，每一专业类别包括若

干专业，同一专业类别中各专业的学费标准不尽相同。学校先按该专业

类别中最低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专业分流后，再按转入专业的学费标

准收取学费。如你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高于专业分流前缴纳的学费，需

补缴转入专业学费标准与专业分流前所交学费的差额。 

 （二）住宿费收费标准 

住宿标准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不超过 4 人/间（含 4 人） 1000 元/人.学年 教计字[2006]15 号  

6 人/间以下（含 6 人） 800 元/人.学年 教计字[2006]15 号  

6 人以上/间 600 元/人.学年 教计字[2006]15 号  

普通宿舍 400 元/人.学年 教计字[2006]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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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收代支项目及标准 

项目 军训服装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入学体检 

标准 98 元/套 按芜湖市规定的个人缴费标准 40 元/生 

1. 军训服装根据自愿原则认购。你既可以购买学校统一招标采购的

军训服装，也可以自带军训用服装（标准要求：07 迷彩上衣和裤子各 1

件、07 迷彩 T 恤 2 件、07 迷彩帽刺绣帽徽 1 顶、07 编织外腰带 1 只、

07 数码迷彩鞋 1 双，共 7 件） 。 

2. 学校鼓励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参加芜湖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以便更加高效便捷地享受医疗保障待遇。医疗保险保费按芜湖市政府规

定的个人缴费标准缴纳，参保费用待你到校确认参保后缴纳。 

二、缴费方法 

（一）网上缴费步骤 

1. PC 端缴费流程 

第一步：电脑登录系统 

（1）浏览器输入缴费平台地

址： http://jfpt.ahnu.edu.cn（建议

使用谷歌、火狐浏览器）。通过账

号登录入口进入，输入平台账号

密码登录（平台账号为学号，初

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X 大写）。 

（2）登录安徽师范大学官方网站 http://www.ahnu.edu.cn，机构设置

----管理机构----财务处----校园缴费平台，点击校内用户，输入平台账号

密码登录（平台账号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X 大写）。 

http://jfpt.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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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缴费项目 

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缴费项目并

确认缴费金额。 

 

 

 

第三步：结算 

核对自己的缴费项目、缴费金额等

信息，进行结算。 

 

 

 

第四步：支付 

选择支付方式进行支付，PC 端可选

择银行支付、支付宝、微信，在此以支

付宝为例，支付方式选择支付宝，点击

“立即支付”会跳转到支付页面。 

 

此时会跳转到支付宝支付页面，打

开手机支付宝进行扫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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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端缴费流程： 

第一步：登录系统 

关注“安徽师范大学财务处”微信

公众号，在“缴费平台”里选择“农业

银行平台”并登录。 

 

 

 

第二步：选择缴费项目 

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缴费项目

并确认缴费金额，提交结算。 

 

 

 

 

 

 

第三步：支付 

选择相应的支付方式，以微信为

例，选择微信支付点击“确认支付”

跳转到微信支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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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卡缴费 

1. 学校随录取通知书寄上农业银行卡，请仔细阅读银行卡使用说明，

并按要求操作。 

2. 请你持银行卡在家庭所在地的银行储蓄点存入足额的学费、住宿

费、代收代支费等（缴费卡最低存款额：学费+住宿费+代收代支费）。

特别提醒：存款前一定要先修改银行卡密码，再存入款项。 

3. 学校委托银行在开学时将应缴的学费、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等

划入财政专户，省财政出具电子票据。 

 （三）助学贷款缴费 

如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请在汇往学校助学贷款专用账号的汇

款单的附言中标注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学号（录取通知书右边的报

到号为学号），以便于核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电话是 0553-5910089，

助学贷款专用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安徽师范大学       账号：736001040002759 

开户行：安徽省芜湖市农业银行滨江支行 

三、注意事项 

（一）随录取通知书寄上的银行卡，请妥善保存。此卡相关信息已

进入学校和农行联网的数据库，每年的学费、奖学金等均由学校委托农

行通过此卡代扣代发，切不可随意丢失，也不可随意销户，以免影响您

的学费缴纳及各种奖学金的发放！请您收到卡后，纪录卡号以备查。 

（二）你可以将学杂费和生活费一同存入缴费卡中，既方便学杂费

一次性扣缴成功，也有利于资金安全。到校后，你可以很方便地到校内

的自助取款机上提取缴费后的余额。 

（三）财务处联系电话：0553-5910815 



 

 —9— 

 

请认真阅读本说明，并按要求办理。因操作失误或其他原因产生的

差错，后果自负。 

特此说明。 

 

 

安徽师范大学财务处 

2021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