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大学服务性等收费项目及标准（2017） 

                                                     单位：元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教师资格考试理论培训 人 249  

宁大函字（2010）26 号 

 

国家级裁判员等级考试培训（三级） 人 180   

国家级裁判员等级考试培训（二级） 人 280   

体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培训 人 1000   

出国留学预备班 人·学期 8000   

周末培训费 人·课时 20-30   

企事业单位委托培训 课时 220-240   

企事业单位委托讲座 课时 500-1000   

托福、雅思 VIP 班 课时 150-300   

暑期英语夏令营 人·期 2000-4000   

雅思考前辅导（初级班） 人 7000  35 元/课时 

雅思考前辅导（中级班） 人 5600  35 元/课时 

雅思考前辅导（高级班） 人 3500  35 元/课时 

司法技能培训 人 8000  50 元/课时 

地方志培训 人 2000-3500   

书法（硬笔） 人 200   

书法（毛笔） 人 250   

绘画 人 300  25 人/班 

绘画 人 480  10 人/班 

钢琴 人 540  10 次/1 课时/2 人班 

钢琴 人 380  10 次/3 课时/10 人班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声乐（电子钢琴） 人 250  

宁大函字（2010）26 号 

10 次/3 课时/20 人班 

教师技巧培训 人 450   

宁波大学特色(数学、物理夏令营) 人 2200  30-40 人/班 

宁波大学特色(数学、物理夏令营) 人 3000  12-15 人/班 

大学数学特色辅导 科 600   

数控操作证书培训 人 2100   

中高级职业技能训练工程（脱产） 学年 16000   

全国职业资格认证食品卫生类别培训（员级） 人 840   

全国职业资格认证食品卫生类别培训（高级

员级） 

人 1190   

全国职业资格认证食品卫生类别培训（助理

师级） 

人 1620   

全国职业资格认证食品卫生类别培训（师级） 人 2190   

全国职业资格认证食品卫生类别培训（高级

师级） 

人 3350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人 300  24 课时 

ISO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

训 

人 300  24 课时 

公共营养师培训（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人 2915  128 学时 

公共营养师培训（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人 3215  128 学时，校内学生优惠 500 元）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CGA） 人·门 3300   

熟悉和基本安全 人 740   

雷达观测与标绘、自动雷达标绘仪 人 1280   

油船船员安全知识 人 64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油船船员安全操作 人 940  

宁大函字（2010）26 号 

 

化学品船安全知识 人 640   

化学品船安全操作 人 1040   

液化气船安全知识 人 840   

液化气船安全操作 人 1340   

客船、滚装客船 人 740   

高速船 人 840   

丙类驾驶/轮机考前培训（含评估培训）  人 4000   

两年制航海职业教育 年 12000   

母婴护理 人 300-800  5-10 课时 

婚姻家庭咨询师强化班 人 1950  128 课时 

婚姻家庭咨询师基础班 人 3800  400 课时 

育婴师 人 1380  100 课时 

考前辅导 人 1000  25 元课时 

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 人 3200  200 元课时 

EMBA 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 人 4800  150 元课时 

EMBA 高级研修班 人/年 15000  296 学时以上 

公务员素质提升研 F 修班 人 4800  120 元课时 

新农村建设高端研修班 人 4800-7200  120 元课时 

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专业课、通识课 人 480  10 元/课时 

教师继续教育技能操作课 人 720  15 元/课时 

数控车工技能培训 人/年 15000-18000  17-20 元/课时 

网络工程师技能培训 人/年 15000-18000  17-20 元/课时 

物流师技能培训 人/年 15000-18000  17-20 元/课时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营养师及外贸类技能培训 人/年 15000-18000  
宁大函字（2010）26 号 

17-20 元/课时 

营养师技能培训 人 5600  70 元/课时 

自学考试课程实践考前培训（文、法、财经、

管理类） 

生·课次 20 元 
 

宁大函字（2012）36 号 

 

自学考试课程实践考前培训（农、林、理类） 生·课次 25 元   

自学考试课程实践考前培训（工、医、药类） 生·课次 30 元   

自学考试毕业环节综合培训（文、法、财经、

管理类） 

生·课次 30 元   

自学考试毕业环节综合培训（农、林、理类） 生·课次 35 元   

自学考试毕业环节综合培训（工、医、药类） 生·课次 40 元   

海船船员基本安全 人 1200   

基本字全过渡期培训  300   

精通救生艇筏和救助艇  800   

高级消防  1200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精通急救  800   

船上医护  1400   

船舶和公司保安员  1200   

保安意识培训  400   

负有指定保安职责船员培训  600   

油船、化学品货物操作基本培训  1700   

油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  1700   

化学品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  1800   

液化气船货物操作基本培训  1500   

液化气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  20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客船船员特殊培训  1300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高速船特殊培训  1400   

大型船舶操纵  3000   

GMDSS 通用操作员  3300   

乙/丙类值班机工培训  4000   

乙/丙类值班水手培训  4000   

海船进长江至南京《资格证明》  2500   

驾驶适任考前培训与评估训练  6000   

轮机适任考前培训与评估训练  6000   

500GT 和 750KW 以下驾驶员、轮机员适任

考试与评估训练 

 3000   

履约过渡期培训（驾驶员、轮机员）  2000   

油船、化学品船货物操作补差或更新培训  700   

油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补差或更新）  700   

二年制航海职业教育（轮机专业）  24000   

二年制航海职业教育（驾驶专业）  24000  

十八个月航海职业教育  15000  

一年制航海职业教育  12000  

自学考试课程实践考前培训 生/课次 20-30  

自学考试毕业环节综合培训 生/课次 30-40  

自考业余助学(工、艺术类专业） 学年/生 4250.00   

宁大函字〔2013〕24 号 

 

自考业余助学(除工、艺术类专业以外其他类

专业） 

学年/生 
4000.00  

  

四年制中高职自考衔接学前教育高职衔接 学年/生 1400.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会计从业资格精讲培训 次/人 1280.00   

宁大函字〔2013〕99 号 

11 元/课时，120 课时 

会计从业人员考前冲刺培训 次/人 1000.00   17 元/课时，60 课时 

会计初级职称培训 次/人 1880.00  12 元/课时，160 课时 

会计中级职称培训 次/人 2680.00   14 元/课时，200 课时 

会计精英培训 次/人 3800.00   22 元/课时，180 课时 

出口退税实操培训 次/人 2680.00   23 元/课时，120 课时 

出口退税一对一培训 次/人 3500.00   35 元/课时，100 课时 

外贸会计考证培训 次/人 980  

宁大函字〔2015〕37 号 

14 元/课时，70 课时 

手工做账班培训 次/人 800  11.4 元/课时，70 课时 

电脑做账班培训 次/人 800  11.4 元/课时，70 课时 

会计全日制培训 次/人 7992  12.5/课时，690 课时 

注册会计师单科培训 次/人 6975  155 元/课时，45 课时 

注册会计师 次/人 30000  111 元/课时，270 课时 

会计继续教育 次/人 160  20 元/课时，8 课时 

保安意识培训 次/人 300   

负有指定保安职责船员培训 次/人 500   

大型船舶操纵 次/人 4000   

海船进长江江苏段 次/人 2500   

海船进长江江苏段知识更新培训 次/人 1000   

500GT 以上驾驶考前培训（含评估培训） 次/人 6500   

750KW 以上轮机考前培训（含评估培训） 次/人 6500   

船舶污染防治人员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 次/人 1200   

船上厨师或膳食服务人员培训 次/人 1200   

船舶油污清除单位应急操作人员培训 次/人 12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摩托艇驾驶员培训 次/人 1800  

宁大函字〔2015〕37 号 

 

CGA（CPA Canada）执业资格核心课程培训

（双语、全英语授课，共有 9 门课程） 
生·课程 3300.00  

 

ACCA 执业资格核心课程培训（双语、全英

语授课，共有 9 门课程） 
生·课程 3300.00  

 

中澳 MBA 硕士学位教育项目课程旁听费（共

有 12 门课程） 
生·课程 9000.00  

 

临床医学全英语课程培训（共有 2 门课程） 生·课程 1000.00   

中澳 MBA 英语培训 人.次 3500.00   
宁大专题会 2016（7）号 

 

中英 SQA HND 项目 生.学年 42000.00   

全国高校民事诉讼法原理高级讲习培训 人.次 1500.00   

宁大专题会 2016（15）号 

 

海洋渔业普通船员培训 人/次 350.00   

渔业船员一级驾驶员、轮机员培训 人/次 3000.00   

渔业船员二级驾驶员、轮机员培训 人/次 2000.00   

渔业船员三级驾驶员、轮机员培训 人/次 1350.00   

渔业船员机驾长培训 人/次 500.00   

渔业船员电机员 人/次 3000.00   

渔业船员 GMDSS 培训 人/次 3000.00   

高级值班水手 人/次 2800.00   

高级值班机工 人/次 2800.00   

海船船员船长 人/次 6500.00   

海船船员大副 人/次 6500.00   

海船船员二、三副，二、三管轮 人/次 6500.00   

海船船员轮机长 人/次 6500.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海船船员大管轮 人/次 6500.00  

宁大专题会 2016（15）号 

 

游艇操作人员培训 人/次 9200.00   

出国留学预备班 

人/第一年 45000.00   

人/第二、三

年 
30000.00  

 

职场创新创业班 人·学年 13000.00  宁大专题会 2017（8）号  

全日制（非学历）校企合作定向培训（体育

舞蹈、市场营销、会计、电子商务、电气自

动化等） 

元/人·学年 20000.00  

宁大专题会 2017（19）号 

 

全日制（非学历）高技能人才培养（体育教

练、工商企业、财务管理、会计、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专业、计算机、视觉传达设计、建

筑工程管理、金融、电气自动化等） 

元/人·学年 12000.00   

暑期英语强化培训项目 生·期 4200.00   

中加国际商务管理项目报名费 生·次 200.00   

STEAM 创客教育培训 人/5 天 2500.00   

商务英语培训班 人/年 12000.00   

儿童英语教育 人/年 12000.00   

基本安全知识更新培训 人·次 500.00   

精通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知识更新培训 人·次 300.00   

高级消防知识更新培训 人·次 300.00   

船舶保安员知识更新培训 人·次 300.00   

客船船员特殊培训知识更新 人·次 800.00   

高速船船员特殊培训知识更新 人·次 600.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培训类 

油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知识更新 人·次 800.00  

宁大专题会 2017（19）号 

 

化学品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知识更新 人·次 800.00   

液化气船货物操作高级培训知识更新 人·次 1000.00   

11 规则二等及以上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知识更

新 

人·次 1000.00   

11 规则三等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知识更新 人·次 800.00   

雷达模拟器培训 人·次 500.00   

ECDIS (电子海图)模拟器培训 人·次 1000.00   

500 总吨及以上驾驶员航海模拟器培训（11

规则证书） 

人·次 3000.00 
 

 

未满 500 总吨船舶船长和驾驶员模拟器培训 人·次 1800.00   

船舶货运软件操作培训 人·次 1000.00   

GMDSS 模拟器培训 人·次 1000.00   

轮机模拟器培训（750KW 以上） 人·次 3500.00   

非 11 规则 750KW 以上轮机模拟器培训 人·次 4500.00   

一等帆船培训（20 米以上） 人·次 10000.00   

二等帆船培训（20 米以下） 人·次 6000.00   

内河游艇操作人员培训 人·次 6000.00   

渔业船员审证培训（知识更新） 人·次 500.00   

海洋渔业助理船员适任考证培训 人·次 700.00   

二级渔业船员适任培训 人·次 1800.00   

 ----------      

 ----------      

 ----------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琴房开放用琴 时 3 校内借用人员 宁大函字（2010）26 号 培训课外琴房开放用琴 

版面费 页 350-400 校外作者 

宁大函字（2010）77 号 

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如文章质量等 

科技查新（国内） 篇 
550 校内读者 加急另收费（校内外相同）：国内每

加一天 50 元，国际 100 元；国内查

新基准为 7 个工作日，最快加急至 3

天，国际查新基准为 10 个工作日，

最快加急至 5 天。                

650 校外读者 

科技查新（国外） 篇 

1200 校内读者 

1500 校外读者 

收录查证 

 
10 

校内读者 
10 元每篇被查询文献+2 元每篇次引

用；校内无资源按校外标准代收。 

 

30 

校外读者 

30 元每篇被查询文献+3 元每篇次引

用（校外无资源如 SCI、CSSCI、CSCD

等）；其他校内资源 20 元每篇被查询

文献+2 元每篇次 

网络费 小时 
包月 50。额度外加每小

时 1 元 
 

教师每月免费时 60 小时，本科生名

费 20 小时，研究生免费用 40 小时 

校外一卡通用户服务费 年 100   

招标服务费 户 200-2000 供应商户  

外来车辆管理费 年 600 外来车辆  

设摊管理费 天 100-150   

文字翻译（标准） 千字 300  
汉译英以实际数字结算，英译汉以目

标语字数结算 

文字翻译（科技） 千字 350-700  根据实际难度调整 

文字翻译（文科论文） 千字 350   

文字翻译（理工科论文） 千字 350-700 校内外人员 根据实际难度调整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口译翻译（陪同） 天 1500  

宁大函字（2010）77 号 

 

口译翻译（交替） 天 3000   

口译翻译（同声传译） 天 4000-8000   

小剧场演出 小时 100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属学校组织的全校性活动及会议全

部予以免费使用 

小剧场彩排/会议 小时 50  

小剧场空调使用 小时 30  

小剧场投影 小时 20.00  

自动售货饮料机服务 杯 1.00  中外学生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纪要 

 

包玉书科学楼 9 号楼 315 报告厅出借服务 场次 

1000.00-1500.00 

（2 小时内 1000 元，2

小时以上 1500 元） 

校外借用人员 
校内标准减半。属学校组织的全校性

活动及会议全部予以免费使用 

林杏琴会堂出借服务 

场 1000.00  

校外借用人员 

属学校组织的全校性活动及会议全

部予以免费使用 

场 
彩 排 、 正 式 演 出 ：

3000.00 

小时 100.00  

校内借用人员 
小时 

彩排：100.00 正式演

出：150.00 

普通小教室（80 座以下）出借服务费 

半天 

60.00  

校内借用人员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纪要 
 学生活动免费使用 

普通大教室（80 座以上）出借服务费 100.00  

多媒体小教室（80 座以下）出借服务费 100.00  

多媒体大教室（80 座以上）出借服务费 200.00  

留学生公寓楼小会议室出借服务 场 300.00(单场 4 小时内) 校内师生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纪要 

超过 4 小时按两场计价。属学校组织

的全校性活动及会议全部予以免费

使用. 

留学生公寓楼中报告厅出借服务 场 500.00(单场 4 小时内) 校内师生 

留学生公寓楼大报告厅出借服务 场 600.00(单场 4 小时内) 校内师生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建工楼报告厅出借服务费（160 座） 小时 500 

校内外借用人员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此处为校外标准，校内标准减半。属

学校组织的全校性活动及会议全部

予以免费使用 

李达三外语楼 218 报告厅出借服务（180 座） 小时 500 

李达三外语楼 210 报告厅出借服务（60          

座） 
小时 300 

包玉书 12 号楼 110 报告厅出借服务（186 座） 小时 250 
校内借用人员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黄庆苗楼 302 报告厅出借服务（120 座） 小时 400.00 
校内外借用人员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

议纪要 

西区小音乐厅出借服务（120 座） 小时 600.00 校内外借用人员 
宁大专题会 2015（25）号 

高研院报告厅出借服务(177 座) 小时 600.00 校内外借用人员 

用车费（轿车） 公里 2.50  

校内师生、校下属企业

单位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纪要 

1、车辆使用过程中的过境费、停车

费由用车人自理；2、包车费，超过

2 小时，不到 40 公里，以半天包车

计算，超过 4 小时，不到 80 公里，

以一天包车计算；超过 80 公里的，

超额公里费按不同车型的收费标准

计算。 

用车费（面包车、商务车） 公里 2.80  

用车费（大客车） 公里 5.50  

包车费（轿车） 
8 小时（80

公里） 
600.00  

包车费（面包车、商务车） 
8 小时（80

公里） 
650.00  

包车费（大客车） 
8 小时（80

公里） 
800.00  

同上 

花卉出借服务费 盆/天 

25.00 

校内 

高 150cm-200cm(大盆景） 

10.00 高 40cm-100cm（中盆景） 

2.00 草本花卉 

试卷印刷费 50 份以下 
0.35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五次

会议纪要 

8K 大小 70G 复印纸，装订费 5-20 

0.20  A4 大小 70G 复印纸，装订费 5-2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试卷印刷费 50 份以上 

0.12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五次

会议纪要 

8K 大小 70G 复印纸，装订费 5-2。 

或 60G 双胶纸，版费 5 元/张， 

0.09 A4大小 70G复印纸，装订费 5-20。

或 60G 双胶纸，版费 5 元/张。 

材料印刷费 
100 张以内 0.25 

校内 
80G复印纸 A4正反面装订费 3-5元。 

100 张以上 0.20 80G复印纸 A4正反面装订费 3-5元。 

横幅制作费 条 

10 

校内 

宽度 0.7 米 

12 宽度 0.9 米 

15 宽度 1.2 米 

书版印刷费 张 

0.35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100 本以上，版费 5 元.张，A3,80G

双胶纸正反，装订费 0.5 元/帖，胶

装费 4 元/本，骑马钉 3 元/本。 

书版印刷费 张 

0.30 

校内 

100 本以上，版费 5 元/张，A3，70G

双胶纸正反，装订费 0.5 元/帖，胶

装费 4 元/本，骑马钉 3 元/本。 

书版印刷费 张 2 校内 皮纹封面纸，牛皮纸封面纸。 

书版印刷费 张 

在成本价基础上上浮

20% 校内 

印务中心暂无彩印设备，彩印业务等

由外单位提供服务，成本价由提供服

务的印刷单位决定 

设计/排版 张 
按市场下降 40% ，

30-150 /A 版。 
校内 

根据不同要求具体确定价格（印务中

心暂无彩印设备，彩印业务等由外单

位提供服务，市场价由提供服务的印

刷单位决定） 

横幅制作费宽度 0.7 米 条 10 校内  

横幅制作费宽度 0.9 米 条 12 校内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横幅制作费宽度 1.2 米 条 15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写真制作费 平方米 35 校内 设计、安装费另计，室内写真 

写真制作费 平方米 55 校内 设计、安装费另计，室内写真 

写真制作费背衬 KT 板 平方米 65 校内 设计、安装费另计 

喷绘制作费 520 布 平方米 25 校内 设计、安装费另计 

喷绘制作费 550 布 平方米 30 校内 设计、安装费另计 

名片制作费 盒 20 校内 单色单面，不包括特殊设计 

亚克力制作费 3MM 平方米 135 校内 特殊制作费另计 

亚克力制作费 5MM 平方米 225 校内 特殊制作费另计 

绿化费  市园林苗木信息价 

校内、校下属单位、校

办企业 

宁波市园林苗木信息价根据每月变

化调整价格 

零星维修费  市场价 维修面积、材料费、工时费等 

物品临时性租借费 天 100  

搬运服务费 工 100  

大型活动、会议服务费 次 800 校内 

锦绣小剧场铺设红地毯 300 元/次，

铺红布、摆放桌椅、茶杯、植物、小

毛巾 500 元/次。鲜花、矿泉水按市

场价另计 

大型活动、会议服务费 次 1200 校下属单位、校办企业 

林杏琴会场铺设红地毯 400 元/次， 

铺红布、摆放桌椅、茶杯、植物、小

毛巾 800 元/次。鲜花、矿泉水按市

场价另计 

竹雨纯净水 11.3 升 桶 6.00 校内  

竹雨纯净水 18.9 升 桶 8.00 校内  

竹雨矿泉水 18.9 升 桶 10.00 校内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竹雨矿泉水 300ml*24 瓶 箱 30.00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竹雨纯净水 11.3 升 箱 30.00 校内  

易品益生矿泉 345ml*24 瓶 箱 36.00 校内  

易品益生矿泉 500ml*24 瓶 箱 48.00 校内  

易品益生矿泉水 4 升*4 瓶 箱 48.00 校内  

文献检索费 页 0.3 校内或联盟单位 校内读者在补贴标准 200 元以内不

收费，超出部分收费 文献检索费 页 1 校外 

游泳池门票收费 人/次 15 校内  

体适能健康测试 人/次 200 校外 校内减半 

书版(排版+制版)费 200 页码以上 页 800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

议纪要 

 

书版(排版+制版)费 200 页码以内 页 1000 校内  

印刷费 70 克/8K    页 0.12 校内  

印刷费 70 克/A3     页 0.15 校内  

印刷费 80 克/8K  页 0.15 校内  

印刷费 80 克/A3      页 0.18 校内  

印刷费 100 克/8K   页 0.20 校内  

印刷费 100 克/A3     页 0.25 校内  

印刷费 20 克/8K   页 0.30 校内  

印刷费 120 克/A3     页 0.35 校内  

书版装订费 100 张以上 贴 0.07 校内  

书版装订费 100 张以内 贴 0.10 校内  

红头打印纸制作费 80 克   A4/张 0.30 校内  

红头打印纸制作费 100 克    A4/张 0.50 校内  

制作牛皮纸中式信封 枚 0.35 元 校内 牛皮纸单色为主 120 克/5 号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服务类 

0.45 元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

议纪要 

牛皮纸单色为主 120 克/6 号 

0.55 元 校内 牛皮纸单色为主 120 克/7 号 

0.80 元 校内 牛皮纸单色为主 120 克/9 号 

制作无号码联单（二联） 

份 

0.10 元 校内 70 克 

制作无号码联单（二联） 0.12 元 校内 80 克 

制作无号码联单（二联） 0.15 元 校内 100 克 

学士服清洗费 套 5.00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七次会

议纪要 

 

学生自助打印各类中英文成绩单和证明 份 5.00 学生 同上 每生提供免费 3 份，超过部分收费 

校品 份 
采购价+不超过 10%管

理费 

校内领用单位及部门 宁大专题会 2015（25）号  

材料制备设备共享服务费 台 80000.00 合作企业 宁大专题会 2017（19）号  

尸检费 例 7000.00 校外委托方 宁大专题会 2017（19）号  

包玉书 11 号楼 109 报告厅出借（120 座位） 
小时 300.00 校内 

宁大专题会 2017（28）号 
 

小时 500.00 校外  

 ----------      

 ----------      

 ----------      

 ----------      

 ----------      

 ----------      

 ----------      

 ----------      

 ----------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测试类 

GC/MS 

样 

120.00-390.00 

全体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院内减半 

HPLC 120.00-250.00 

LC/MS 100.00-1000.00 

透视电镜 100.00-300.00 

扫描电镜 100.00-300.00 

微生物快速鉴定 种 300.00 

核磁共振 样 20.00-160.00  

高级计算机测试 核.小时 

0.10 理学院用户 

 

0.15 校内 

0.40 校外 

SU70 微观形貌分析 15 分钟 

25.00 理学院用户 

50.00 校内 

100.00 校外 

TM-3000 形貌观察 15 分钟 

15.00 理学院用户 

 

20.00 校内 

40.00 校外 

EDS 能谱分析 微区 100.00 校内外 

EDS 能谱全谱面、线、点、扫描定量分析 微区 300.00. 校内外 

喷金 
次 

100.00 校内外 

喷铂 150.00 校内外 

水质水生生物、废质、土壤和固体废物测试 单样、项 3-500.00 校外  

环境空气测试费 单样、项 40-500.00 校外 

 
环境监测专业服务费 

单项数据 2.50 校外 

综合数据 30 校外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单项、综合 40-100 企业  

红外硫系玻璃 g 11-17 
全体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测试类 

显微拉曼 个 100 

乙醇溶剂 粒度分析 样 200.00  校外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纪要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水溶剂 粒度分析 样 160.00  校外 

单晶测试费 

样 

800.00 校外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纪要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单晶测试如需低

温条件，校内外均需增加 200元/样。 热分析测试费 200.00 校外 

DSC 测试费 200.00 校外 

元素分析测试费 200.00 校外 

红外光谱测试费 50.00 校外 

荧光光谱测试费 50.00 校外 

紫外光谱测试费 50.00 校外 

轮机模拟器服务测试费 小时 1500.00  校外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航海模拟器服务测试费 小时 1500.00  校外 

柴油机性能综合测试费 小时 2200.00  校外 

船舶电站性能综合测试费 小时 1200.00  校外 

物流自动化系统服务测试费 小时 600.00  校外 

飞秒激光器测试费 小时 300.00 校外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准分子激光器测试费 样 200.00 校外 

ppms-9 综合物性分析系统室温变场（0-1T） 样 200.00 校外 

ppms-9综合物性分析系统室温变场（1.1-3T） 样 300.00 校外 

ppms-9综合物性分析系统室温变场（3.1-9T） 样 400.00 校外 

ppms-9 综合物性分析系统变温测试 半小时 150.00 校外 

全自动荧光定量 PCR 仪 天 150.00 校外用户 医学院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测试类 

差示量热扫描仪 DSC 分析 
样 200.00 校外用户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七次会

议纪要 

（测定样品熔点、凝固点与焓值）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D8 advance X-射线衍射仪 常温物相分析 样 
100.00(超过 30 分钟

200 元/样/小时) 

校外用户 

宁大专题会 2016（15）号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D8 advance X-射线衍射仪 高温原位扫描

（≤500℃） 
0.5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D8 advance X-射线衍射仪 高温原位扫描

（>500℃） 
0.5 小时 300.00   

校外用户 

全自动荧光定量 PCR 仪测试 样本 60.00 校外用户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原子吸收光谱仪测试 元素/次数 100.00 校外用户 

高效液相色谱仪测试 样本 120.00 校外用户 

气相色谱仪测试 样本 120.00 校外用户 

液质联用测试 样本 

自备流动相和色谱柱

500 元；需提供色谱柱

和流动相 800 元 

校外用户 

测序仪测试费 样本 8000.00 校外用户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超速离心机测试费 次数/样本 100.00 校外用户 

微电极阵列放大器系统测试费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动物睡眠多道生理记录仪测试费 小时/套 200.00 校外用户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测试费 个/小时 
单个激光器 200.00（两

个及以上 300.00） 

校外用户 

膜片钳测试费 小时 300.00 校外用户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费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荧光倒置显微镜测试费 小时 300.00 校外用户 

正置电生理显微镜测试费 小时 20.00 校外用户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测试类 

阻抗分析仪测试费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宁大专题会 2016（15）号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冷冻干燥仪测试费 天 200.00 校外用户 

多功能酶标仪测试费（紫外-可见光模式） 板 10.00 校外用户 

多功能酶标仪测试费（荧光强度和化学发光

模式） 
板 20.00 

校外用户 

多功能酶标仪测试费（荧光偏振和时间分辨

荧光模式） 
板 40.00 

校外用户 

英国爱丁堡 FLS980 荧光光谱仪 
小时 300.00 校外用户 

宁大专题会 2017（28）号 

校内用户按 60%收取 

样 150.00 校外用户 

英国 Renishaw inVia型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

仪 

小时 300.00 校外用户  

样 150.00 校外用户  

捷克 Tescan VEGA 3 SBH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小时 300.00 校外用户  

样 150.00 校外用户  

德国 Bruker D2 型 X 射线衍射仪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样 100.00 校外用户  

美国 PerkinElmer Lambda 950 型分光光度计 样 100.00 校外用户  

美国 Nicolet 380 型红外光谱仪 样 80.00 校外用户  

美国 Nicolet 5700 型红外光谱仪 样 300.00 校外用户  

美国 TA Q2000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美国 J.A. Woollam IR-Vase II 椭偏仪 
小时 1200.00 校外用户  

样 600.00 校外用户  

Z-扫描测试自动平台 
小时 600.00 校外用户  

样 400.00 校外用户  

基恩士三维景深光学显微镜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校内用户按校外用户标准的 60%收取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测试类 

 样 100.00 校外用户 

宁大专题会 2017（28）号 

 

上海恒一 MH-3 型硬度压痕仪 样 100.00 校外用户  

美国 Veeco Dektak 150 探针式表面轮廓仪 样 100.00 校外用户  

德国 Netzsch DIL402 型 热膨胀仪 样 100.00 校外用户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小时 100.00 校外用户  

微波消解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超纯水仪 L 1.0 校外用户  

激光粒度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凝胶渗透色谱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高效液相色谱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气相色谱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小时 120.00 校外用户  

微波反应装置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热重分析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荧光光度计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旋转流变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原子吸收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原子荧光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电子显微镜（日立） 小时 120.00 校外用户  

镀金仪 次 40.00 校外用户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测试类 

电子显微镜（FEI） 小时 200.00 校外用户 

宁大专题会 2017（28）号 

 

电子显微镜能谱（FEI） 小时 400.00 校外用户 校内收费价格按校外标准的 50%收取 

原子力显微镜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低温差示扫描量热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综合热分析仪 小时 60.00 校外用户  

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 样 100.00 校外用户  

 ----------      

 ----------      

 ----------      

 ----------      

 ----------      

 ----------      

 ----------      

 ----------      

 ----------      

 ----------      

 ----------      

 ----------      

 ----------      

 ----------      

 ----------      

 ----------      

 ----------      

 ----------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实验动物

材料费 

实验动物 ICR 小鼠 

只 

12.00 

需在实验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实验动物 SD 大鼠 35.00 

实验动物新西兰兔 120.00 

实验动物豚鼠 70.00 

实验动物蟾蜍 10.00 

实验动物狗 2500.00 

实验动物小型猪 2500.00 

实验动物饲料费（大小鼠） 斤 5.00 

实验动物饲料费（垫料） 袋 20.00 

实验动物饲料费运费 件 40.00 

实验动物饲养费小鼠 

天/笼 

3.00 

实验动物饲养费层流架中的小鼠 4.00 

实验动物饲养费大鼠 6.00 

实验动物饲养费兔子 3.00 

实验动物饲养费狗 22.00 

实验动物饲养费小型猪 30.00. 

实验动物费 （SD 大鼠） 只 80.00 

校外实验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实验动物饲料费 （大小鼠饲料） 斤 12.00 

实验动物饲料费 （垫料） 斤 10.00 

实验动物饲养费 （兔子） 天/笼 8.00 

实验动物饲料（运输盒费） 件 50.00 

小鼠测体重 次/只 1.00 

小鼠灌胃 次/只 2.00 

小鼠心脏采血 次/只 10.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实验动物

材料费 

小鼠尾静脉注射 次/只 4.00 

校外实验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小鼠肌肉、皮下、腹腔注射 次/只 2.00 

小鼠眼眶取血 次/只 4.00 

小鼠肿瘤细胞接种 次/只 4.00 

小鼠肿瘤、组织拍照 次/只 4.00 

小鼠肿瘤体积的测定 次/只 4.00 

大鼠测体重 次/只 2.00 

大鼠灌胃 次/只 3.00 

大鼠尾静脉注射 次/只 6.00 

大鼠肌肉、皮下、腹腔注射 次/只 5.00 

大鼠心脏采血 次/只 16.00 

大鼠眼眶取血 次/只 6.00 

大鼠股动脉采血 次/只 10.00 

兔子灌胃 次/只 16.0 

兔静脉注射 次/只 8.00 

兔皮下、肌肉、腹腔注射 次/只 6.00 

兔心脏采血 次/只 16.00 

兔颈动脉放血 次/只 20.00 

豚鼠测体重 次/只 2.00 

豚鼠皮肤病擦药 次/只 4.0 

豚鼠肌肉、皮下、腹腔注射 次/只 6.0. 

豚鼠心脏采血 次/只 16.00 

猪耳缘静脉采血 次/只 40.00 

猪前腔静脉采血 次/只 200.00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实验动物

材料费 

猪的术后护理 次/只 10.00 

校外实验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纪要 
校内收费标准减半。 

狗肌肉、皮下注射 次/只 40.00 

狗静脉滴注 次/只 40.00 

狗后肢外侧小隐静脉和前肢内侧下头静脉采

血 
次/只 100.00 

狗股动脉采血 次/只 60.00 

狗心脏采血 次/只 100.00 

狗耳缘静脉采血 次/只 40.00 

狗术后护理 次/只 100.00 

兔多抗制备（提供>50 毫升全血） 次 1000.00 

动物五分类血细胞检测 次 30.00 

动物尿常规检测 次 20.00 

动物血糖检测 次 20.00 

大、小鼠无创性血压测定 次 24.00 

小鼠急毒试验（5 只/批，饲养 48 小时） 批 240.00 

大小鼠解剖及脏器标本采集 只 40.00 

 ----------  ---    

 ----------  ---    

 ----------  ---    

 ----------  ---    

 ----------  ---    

 ----------  ---    

 ----------  ---    

 ----------  ---    



收费类别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及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其他类 

图书逾期 天 0．05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纪要 

 

图书遗失 本 现书价的 3 倍   

补（办）一卡通工本费 张 15.00 校内外人员  

各类资格证书制作工本费 本 5-10.00 校内人员  

外借人员上交管理费 年 5000.00 外借单位  

补校徽 个 5.00 校内人员  

补学生证 本 10.00 校内人员  

补毕业证明书 份 50.00 校内人员  

补学生档案 份 50.00 校内人员  

出入证工本费 本 3.00 来校务工经商人员  

汽车通行证工本费 本 10.00 外来车辆  

搭伙费      一卡通充值额的 10% 校外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纪要 

 

饮用水空桶丢失赔偿 个 35.00 校内  

饮用水空桶押金 个 50.00 校内  

学士服赔偿费 

套 

125.00 校内 

校收费领导小组第七次会

议纪要 

 

导师服赔偿费 150.00 校内  

校长服赔偿费 180.00 校内  

学士帽赔偿费 
件 

20.00 校内  

披肩赔偿费 15.00 校内  

领带赔偿费 条 10.00 校内  

领结赔偿费 个 5.00 校内  

流苏赔偿费 个 5.00 校内  

 ---  ---    

备注：投诉及建议电话：0574-87609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