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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收费基本知识问答 

 

第一部分 本科生 

一、学生什么时间交纳学宿费？ 

本科生费用包括：专业注册学费、学分学费和住宿费。 

专业注册学费按学年收取。秋季学期开学前 10 日可通过山东大

学缴费平台（http://pay.sdu.edu.cn）缴纳；亦可将专业注册学费存入

学校配发的银行卡中，财务部按照学校工作安排适时委托银行代扣。 

学分学费按学期收取。根据学生每学期选课情况，按照所对应的

学分数与收费标准，在学生完成选课后收取，具体缴费时间、方式另

行通知。 

住宿费按学年收取。待学生入住后，根据实际住宿标准收取，具

体缴费时间、方式另行通知。 

二、什么是学分制？ 

学分制是指学校以选课为前提，以学分为学习计量单位，以达到

毕业应修课程和学分最低要求作为学生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主要标准

的教学管理制度。 

山东大学作为首批学分制收费改革试点高校，根据《关于山东省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试点的意见》（鲁价费发〔2013〕93 号）、《山

东省物价局、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优化普通高校学费结

构有关事宜的通知》（鲁价费发〔2013〕136号）文件精神，自 2013

级学生开始，实施学分制收费管理。 

三、学分制收费包括哪些项目？ 

学分制收费是学分制教学改革的配套措施之一，包括专业注册学

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 

专业注册学费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按学年计收。学生在交清专业

http://pay.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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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学费，办理注册学籍手续后，取得本学年选课资格。 

学分学费按实际修读学分计收,学分学费收费标准为每学分 100

元。学分按是否收费分为计费学分和免费学分。 

四、什么时间对学分学费进行结算和清算? 

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鲁政办字[2018]98号）、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学分制收费行为的紧急通知》（鲁教

财函[2019]19 号）等文件规定，学分学费实行一学期一结算方式。

每学期初，根据本科生院提供的学生选课的计费学分数，按照省发改

委批复的收费标准，在学生选课后即时收取。 

在每学期末或下学期初，根据本科生院提供的学生所修计费学分

调整数据，对学生的学分学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五、学分制收费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按照《关于重新明确中国海洋大学等 15 所高校学分制收费标准

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0〕1086 号)文件中《山东大学学分制收

费标准》执行。 

六、软件学院和微电子学院专业注册学费收如何计算的？ 

软件学院是 2002 年成立的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微电子学院是

2015 年成立的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实行示范

性软件学院相关收费政策。学费收费标准执行山东省物价局、财政厅

鲁价费发〔2002〕273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鲁政办发〔2003〕

63 号中“计算机软件学院高中起点全日制本科学费为 12000 元/

生·年”的规定。实行学分制后，基本修业学分 150分，每学分 100

元，学制四年，专业注册学费 8250元/生·年。 

七、泰山学堂、尼山学堂等特色专业学生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我校泰山学堂、尼山学堂等特色培养的学生与其他全日制本科学

生都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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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籍异动如何计算学费？  

（一）专业注册学费 

1.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转入新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与原专业不

一致的,自转入学期起,按新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标准缴纳，多退少

补。 

2.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修满学分提前毕业的、因故中断学业、

保留学籍或终止学业的，按实际在校就读月数计收专业注册学费,每

学年按 10个月计算。 

3.停学期间，不再交纳专业注册学费。复学时，按照该生复学年

级专业注册学费标准交纳专业注册学费。 

4. 学生超过基本修业年限延期毕业的，在校延期需要缴纳专业

注册学费。 

（二） 学分学费 

1.学生因故中断学业、保留学籍或终止学业的，手续办理完成后，

即时清算学分学费，多退少补。 

2.出国交流或国内交流的学生，返校后按照本科生院认定的计费

学分收取。 

3.在校延期、离校延期的学生，按照所选学分即时收取学分学费。 

九、住宿费如何结算？ 

因故退宿且办理退宿手续的，根据学生实际住宿时间，按月计退

剩余的住宿费，每学年按 10个月计算。 

 

第二部分 研究生 

一、学生什么时间交纳学宿费？ 

研究生费用包括：学费和住宿费。 

学费按学年收取。秋季学期开学前 10 日可通过山东大学缴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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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http://pay.sdu.edu.cn）缴纳；亦可将学费存入学校配发的银行卡

中，财务部按照学校工作安排适时委托银行代扣。 

住宿费按学年收取。待学生入住后，根据实际住宿标准收取，具

体缴费时间、方式另行通知。 

二、研究生收费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根据《关于重新明确高等学校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发改成

本〔2020〕1085 号）要求，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 8000元/生·年，

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 10000元/生·年；省属高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 10000 元/生·年、博士 13000 元/生·年，国家“双一流”建设

高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均为 16000元/生·年；非全日制研

究生教育，以及全日制 MBA、MEM、MPA、MPAcc 研究生教育的学费标

准，由学校自主确定，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备

案。 

三、研究生延期毕业如何收费？  

根据《关于重新明确高等学校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发改成

本〔2020〕1085 号）规定，因故延期毕业的，学校可在基本年度学

费标准 50%范围内，根据学生课程延期修读情况适当收取学费。 

四、研究生学籍异动如何计算学费？ 

研究生因故中断、终止学业或提前毕业，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

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每学年按 10个月计算。 

五、住宿费如何结算？ 

因故退宿且办理退宿手续的，根据学生实际住宿时间，按月计退

剩余的住宿费，每学年按 10个月计算。 

 

 

   

http://pay.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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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网上缴费流程 

 
一、登陆网上缴费系统。 

1.直接访问如下地址：http://pay.sdu.edu.cn  

 

点击“统一身份认证登陆”，进入“山东大学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登陆

界面。 

 

根据提示输入您的用户名、密码后单击“账号登陆”，完成统一身份认证。

如无法完成统一身份登陆，请与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

0531-88369882。 

2.认证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山东大学缴费平台”，页面显示“费用项列

表”，请单击费用名称前的复选框，选中缴费项目（如需要部分支付，单击“本

次支付金额”进行修改金额），确认无误后单击“支付”按钮。如页面显示不完

全，请调整浏览器显示比例。 

http://pay.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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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您的支付方式，提示：手续费仅适用国际货币支付，是否修改发票

抬头均为“否” 

 

 

⑴中国银行方式 

建议选择“中银快付”方式，付款上限为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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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支付方式 

 

 

（3）支付宝支付方式 

 

 

4.选择本次交费项后，需要对交费订单进行确认，订单确认后将不能修改。

注意，银行支付页面上可能出现安装 ActiveX 控件的提示，此时请选择允许安装

的选项，否则将无法进行支付。 

5.系统出现“缴费成功”的页面后，点击“历史查询”可以查询到交费历

史信息，该页面会列出您所生成的订单信息及其费用项情况。 

二、其他注意事项 

1.您在交费前先查看本人信息是否准确，认真阅读银行支付页面上的相关

说明；委托他人代为交费时，请妥善保管本人的用户名和密码。 

2.学费问题请咨询财务部收费工薪管理科，联系电话：0531-88364534 

3.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531-8836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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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助获取电子票据 

 
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财综〔2018〕

62号），我校使用财政电子票据，学生可按以下流程获取。 

一、直接访问如下地址 http://pay.sdu.edu.cn，点击“统一身份认证登

陆”，进入“山东大学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登陆界面。 

 

根据提示输入您的用户名、密码后单击“账号登陆”，完成统一身份认证。

如无法完成统一身份登陆，请与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

0531-88369882。 

因网络安全要求，校外登录财务系统需使用 VPN 系统，vpn 认证客户端请

登录 http://vpn.sdu.edu.cn 下载。 

二、认证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山东大学缴费平台”，切换至“缴费历史

查询”模块，页面显示缴费订单、金额、支付日期等，点击“打印”或“电子票

据”即可获取相应的电子票据。 

 

http://pay.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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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助打印缴费证明流程 

 

1.登陆山东大学主页http://www.sdu.edu.cn→校园服务内点击“财务系统”， 

根据提示输入您的用户名、密码后单击“账号登陆”。如无法完成统一身份登陆，

请与山东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 0531-88369882。 

 

 

 

2.点击“财务查询”→“我的收费查询”→“学生收费明细查询” →查询功

能选择“本科生/研究生个人欠费查询” →点击学号查询明细交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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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缴费详细记录”中可自选下载、打印缴费证明。 

 

 
 

 

 

 

 

 

 

 

 

                                               



11 

 

中国银行长城借记 IC 卡使用说明 
 

中国银行济南历城支行是山东大学银校合作主办单位。我行将根据学校要求

为学校代扣您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发放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等。以

上资金的收付均需通过这张随录取通知书寄给您的长城借记 IC卡（简称借记卡）

来进行。 

 

入学前                      入学报到                     入学后 

 

 

 

 

 

 

   1.借记卡的使用 

(1)借记卡激活前——手机银行下载：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是一款功能全面的移动金融服务平台,我行手机银行支持校园卡线上

充值等功能，请您收到卡片后，扫描下方二维码，点击下载手机银行，输入本人正确的手机

号进行信息预填。手机银行下载信息预填之后，您可持卡到就近中国银行进行卡片激活完善

个人信息。 

 

 

·关联校园卡 

·校园卡线上充值 

 

·缴纳学费 

 

 

·网上缴费 

 

·学费扣缴 

 

 

 

 

 

·校园消费 

·补助发放 

 

·其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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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记卡激活及使用----修改密码、完善信息 

手机银行扫码下载之后，请本人携带借记卡和身份证前往就近中国银行网点进行卡片激

活（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第 12位至 17位）。 

借记卡可免费办理余额变动微信通知，具体操作如下：借记卡激活后，微信关注“中国

银行微银行”公众号，点击下方“微服务”-“消息提醒”，填写借记卡相关信息后即可。 

如您已有中行一类账户，则卡片默认为二类账户，其消费、汇款日累计限额为 1万（年

限 20万）。如需账户调整类别，请前往任意中行网点办理。 

（3）借记卡激活后------手机银行实名认证 

登陆手机银行 APP，选择界面右下方“我的”模块进行实名认证。按要求填写身份信息、

卡号，输入银行卡密码后，设置 8-20 位字母加数字手机银行登录密码，以完成认证。完成

认证后可登陆手机银行，选择界面下方“生活”模块，定位山东济南，点击生活缴费—点击

校园卡—选择学校输入校园卡账号即可为校园卡充值。 

 

 

 

 

 

 

 

 

 

 

 

 

 

 

 

 

 

 

注：如果您在入学前未进行银行卡激活、未开通手机银行我行将视疫情情况进驻学校

报到现场为 2021 级新生激活银行卡、开通手机银行，并现场指导校园卡充值、缴纳电话费

等业务。在保证防疫安全的条件下，我行将免费为您在各校区财务部迎新服务点现场办

理，您也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济南历城支行辖内任意网点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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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您已通过自助下载信息预填开通手机银行，可在迎新现场咨询校园卡充值等业

务，您也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济南历城支行辖内任意网点办理。 

2.借记卡使用特别提醒：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批量开立借记卡需留存账户所有人有

效身份证件，入学需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A4纸复印），由各学院统一收取，交中国银行

备案。 

（2）请务必妥善保管您的银行卡，如不慎丢失，请及时拨打我行 24小时客服电话 95566

办理临时挂失。同时请您携带学生证、身份证到济南市历城支行辖内任意网点办理挂失和补

卡手续。挂失换新后的借记卡继续享受学生在校期间免年费的优惠，切勿进行销户换新。 

（3）若借记卡号码更改，请及时在中国银行济南历城支行辖内任意网点的柜台登记本

人考生号、学号、身份证号码、学院等详细信息，办理校园卡关联手续，以免影响学生奖助

学金的发放、学宿费的缴纳等。 

（4）若您的姓和名之间有“.”，因银行系统原因暂无法批量开卡。入学后，请本人持

最新有效身份证件到中国银行济南历城支行辖内任意网点办理借记卡。 

3.防金融诈骗原则 

（1）【三要】原则：要登陆正确网站 www.boc.cn ;要提高安全意识；遇到诈骗要及

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三不要】原则：不要透露电子银行用户名、密码、手机交易码、动态口令等;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不要轻信各类中奖,拒绝利益诱惑。 

4.中国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9 家网点信息（济南地区电话区号 0531）： 

  历城支行营业部 88112058  88112089 

  山大南校支行 82621176  82621367 

  山大西校支行 82621328  67896227 

  洪家楼南路支行 88112082  88112063 

  百花公园支行 88520624  88112097 

  甸新东路支行 88197813  88580367 

  全福支行 86033303  86911195 

  明湖东路支行 62337070  62337575 

  山大路支行 88589173  88589172 

http://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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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功能简介 
一、服务快捷 

1.校园卡充值更便捷  

 进入手机银行【生活】板块-【生活缴费】-【校园卡】专区，输入学校名称以及校园卡

账号，便可对校园卡进行在线充值。 

2.手机支付更快捷  

 手机银行支持境内外二维码支付、APPLE PAY、快捷支付等便捷支付方式（需将微信、

支付宝与配发的借记卡绑定）；  

 中国银行不定期推出校园内消费满减活动 

 极简体验、秒速支付、交易安心！ 

3.无卡取现更简单  

 支取现金忘了带卡，打开手机银行，在中行ATM上选择“扫码取款”就能轻松实现。 

二、功能丰富 

1.外汇服务，一站配齐 

 有出国留学打算吗？大学期间要去做交换生？无论哪种，手机银行为你提供一站式跨境

金融服务。跨境汇款、结汇购汇、外币互换、存款证明、信用卡等功能，境外汇款手续

费、电讯费更有优惠。咨询电话：0531-88112058/88112078/88112089/88112090 

2.账户管理，一目了然 

 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结汇、购汇、转存定期、定期支取转活期、理财等全部搞定。

首页资产、负债情况一目了然。让您随时掌握资产变动情况！ 

三、生活服务更贴心 

1.校园卡充值服务 

 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选择生活模块进行校园卡充值，充值满20元即可参加抽奖，每

人每月可享受一次中奖机会。 

2.在线预约 

 不想去网点排队？用手机银行预约网点服务！ 

 选择身边的网点和要办理的业务，外币取现、人民币大额取现、挂失/换卡/纪念币/现

金业务等都可以在线预约，还有贴心短信提醒。 

 互联网时代，告别传统排队。 

 

 

 

 

 

 

中国银行微银行                         中国银行山东分行 

温馨提示：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官方唯一网址 www.boc.cn 

http://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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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开立借记 IC卡服务指南 

 

    开学季临近，各校区仍有部分学生未开立中国银行借记 IC 卡，中国银行历

城支行开学时将会入驻各校区财务部进行现场迎新，届时可携带本人最新身份证

件进行现场开立借记 IC 卡，并进行信息登记。若无法在现场办理的，本人可携

带最新身份证件前往就近中国银行网点办理借记 IC 卡，登记信息留存网点工作

人员。 

各校区就近网点地址、电话如下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