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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职业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一所民办非营利性本

科层次职业学校。按照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

知》（赣教规字〔2021〕7 号）相关要求，我校 2021 年学费标准

在已印发《高中生之友（高考天地）》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并

报备省教育厅。现将调整后的 2021 年学费标准和其他有关收费

项目及标准公示如下： 

一、2021 年分专业学费标准 

序号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元/学年

/生) 

层次 
文理/

艺术 
备注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10000 专科 文理   

2 工程造价 9500 专科 文理   

3 工业机器人技术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4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000 专科 文理   

5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9500 专科 文理   

6 建设工程管理 9500 专科 文理   

7 建筑工程技术 11000 专科 文理   

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500 专科 文理   

9 数控技术 9500 专科 文理   

10 新能源汽车技术 11000 专科 文理   

11 大数据与会计 10000 专科 文理   

12 大数据与会计（数字化会计师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13 工商企业管理 10000 专科 文理   

14 旅游管理 9500 专科 文理   

15 市场营销 10000 专科 文理   

16 现代物流管理 9500 专科 文理   

17 现代物流管理（智慧物流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18 法律文秘 9500 专科 文理   

19 商务英语 11000 专科 文理   

20 新闻采编与制作 9500 专科 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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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元/学年

/生) 

层次 
文理/

艺术 
备注 

21 中文 11000 专科 文理   

22 护理 12000 专科 文理   

23 社会体育 9500 专科 文理   

2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9500 专科 文理   

25 药品经营与管理 9500 专科 文理   

26 中药学 15000 专科 文理   

27 大数据技术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28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150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29 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30 计算机网络技术 11000 专科 文理   

31 计算机网络技术（5G技术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32 计算机网络技术（敏捷网络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33 软件技术 11000 专科 文理   

34 物联网应用技术(智能物联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35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网络系统管理方向） 15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36 云计算技术应用 18500 专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37 服装与服饰设计 12000 专科 艺术   

38 广告艺术设计 12000 专科 艺术   

39 广告艺术设计（数字影视制作方向） 15500 专科 艺术 校企合作培养班 

40 环境艺术设计 12000 专科 艺术   

41 室内艺术设计 12000 专科 艺术   

42 陶瓷设计与工艺 15000 专科 艺术   

43 播音与主持 12000 专科 艺术   

44 舞蹈表演 12000 专科 艺术   

45 学前教育 12000 专科 文理   

46 音乐表演 12000 专科 艺术   

47 早期教育 9500 专科 文理   

48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1500 本科 文理   

49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21500 本科 文理   

5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500 本科 文理   

51 软件工程技术 22000 本科 文理   

52 电子商务 26000 本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53 网络工程技术 22000 本科 文理   

54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21500 本科 文理   

55 大数据与会计 21500 本科 文理   

56 市场营销 21500 本科 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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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元/学年

/生) 

层次 
文理/

艺术 
备注 

57 现代物流管理 26000 本科 文理 校企合作培养班 

58 视觉传达设计 23500 本科 艺术   

59 音乐表演 23500 本科 艺术   

60 舞蹈表演与编导 23500 本科 艺术   

61 应用英语 21500 本科 文理   

62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1500 本科 体育   

二、2021 年住宿费标准 

住宿费标准为 1600 元/学年/生。 

学生宿舍每间面积 30 平方米，可居住 6 人，配有阳台、卫

生间、洗漱台、床铺、桌椅、橱柜、电风扇、冷暖空调、网络接

口、冷热水淋浴、晾衣杆、洗衣机等设施设备，冷热水、电 24 小

时供应。宿舍楼安排专职宿管员 24 小时服务，公共区域安排专

职清洁员打扫卫生、定期消毒，并配有安全监控系统。 

三、2021 年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说明 

热水费 0.05/L 直接向服务商缴纳 

洗衣费 1-5元/次 直接向服务商缴纳 

自来水费 学生免收自来水费 

电费 按国家规定居民用电收费标准执行 

宽带网络费 自主选择是否开通服务，直接向服务商缴纳 

四、2021 年代收费项目与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说明 

教材费 500元/学期/人 按学期预收，多退少补 

生活用品费 600元/人 第一学期一次性收费 

保险费 80元/人  

体检费 70元/人  

报考费 
按国家有关考试组织机构政策与规定收费标准执行，直接向

考试组织机构缴纳或学校代收 

五、教育服务承诺 

南昌职业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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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劳

动精神，坚持“育人为本、育德为先、德技并重”的理念，持续

完善基本办学条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把青年学子培

养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合格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779 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 234 人，具有

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409 人（博士 12 人），“双师型”教师 352

人，还有来自行业企业兼职教师 94 人，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全体教师为人师表、爱岗爱生、敬

业乐教，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优质教育教学服务。 

学校设有经济管理、工程技术、信息技术、艺术设计、人文、

体育、卫生健康、音乐舞蹈、教育、马克思主义、创新创业等 11

个学院，开设职教本科专业 15 个、专科专业（方向）47 个，与

170 多家企业合作，开展工学结合、校企协同育人与创业就业服

务，落实职业教育“五个对接”，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

同行，实施育训结合，推进 1+X 证书试点、岗课赛证融通，严格

执行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切实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

育，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服务。 

学校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引领，立足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导，坚持德技并育，建立健

全党团组织机构，以党建带团建，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积极

开展各类文体竞赛和校园文化活动，支持学生会开展自主管理，

指导学生社团自主开展活动，组织学生体检，进行心理咨询辅导

与安全教育，建立健康档案。学校设立了国家奖助学金和校级奖

助学金，对学习成绩优秀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奖励与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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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学校始终以人才培养质量为生命线，践行“让我的真诚服务，

为您的成功铺路”服务承诺，助力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健康成长。 

学校严格按照“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收费，2021

年收费标准仅适用于 2021 级新生，原在校生按原标准收费。 

六、公示时间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2021 年秋季新生报到结束。 

七、咨询与意见反馈电话 

学校联系电话与邮箱：0791-87190000，nczyxyjc@qq.com； 

江西省教育厅监管服务电话：0791-86765102。 

 

特此公示 

 

南昌职业大学 

2021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