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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学费、课本费、作业本费、教辅

材料费、住宿费、伙食费、校服费、就餐卡补办费、校外活动费、

新生入学体检费。 

二、收费标准 

    （四）学费。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分省级示范性高中和其

他高中两个档次，省级示范性高中学费标准每生每期 1000元，

其他高中为每生每期 800元。经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特色

教育实验学校参照执行省级示范性高中收费政策；中等职业学校

学费按《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中专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发

改价费〔2016〕668号)文件规定执行（见附件 1）；普通高中

涉外办学参照长沙市涉外办学收费标准，报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备案后执行。符合国家免学费政策的高中生免缴学费。 

 (五)课本费。普通高中课本费根据《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

于印发<岳阳市2020年秋季-2021年春季学期中小学教科书目录>

的通知》（岳教体通〔2020〕78号）明确的目录，《湖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下达 2020年秋季中小

学教材价格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20〕627号）下达的价格，

学校征订的版本，学生选定的课程等情况，据实收取。符合国家

免课本费政策的高中生免缴课本费。 

（六）作业本费。作业本费由学校按“统一格式、数量、金

额”的原则无偿代购。收费标准:1-2年级不超过 7元/生·期，

3-6年级不超过 10元/生·期，7-9年级不超过 15元/生·期，

普通高中不超过 30元/生·期。在不超过规定的最高标准下，按

发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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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辅材料费。中小学的教辅材料征订选用继续按《湖

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湖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补充意

见》（湘教发〔2017〕25号）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限年

级”：限小学 3到 6年级，初中、普通高中各年级可推荐使用

教辅材料；“限学科”：限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科学、

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制）五个学科，初中和普通高中各年级

的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

九个学科可以推荐选用征订相应教辅材料；“限范围”：限《岳

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辅材

料征订工作的通知》（岳教体办通〔2020〕25 号）内选订；“限

数量”：限“一科一辅”，相关学科只能推荐学生选用一种同

步练习册、一种寒假作业、一种历史图册、一种历史（地理）

填充图册、初高中毕业年级选用一种考试辅导材料；“限总

额”：3、4、5、6年级限 70元以内，7年级限 100元以内，8

年级限 150元以内（含考试辅导材料），9年级限 260元以内（含

考试辅导材料），高一年级限 200元以内，高二年级限 350元

以内（含考试辅导材料），高三年级限 420元以内（含考试辅

导材料），同时，每本教辅材料的单价不超过《湖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

年秋季教辅材料指导价格目录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9〕

550号）规定的最高指导价。 

符合国家免教辅材料费政策的学生免缴教辅材料费。 

    (八）伙食费。向自愿在校就餐的学生收取。原则上要求

购票就餐,确实无法实行购票就餐的学校可采取最高定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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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具体价格由价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保本不营

利”原则核定，仅提供饭菜加热服务或大米加工服务的农村学

校可向自愿就餐的学生按 50元/生·期的标准收取饭菜加热、

大米加工服务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早餐 3元／餐，中、晚

餐 6.5元／餐的标准收取。高中阶段按华容县教育体育局《关

于印发〈华容县中小学学生食堂托管企业监管办法（试行）的

通知〉》（华教体通〔2018〕89号）执行。 

（九)就餐卡补办费。普通高中学校、城市义务教育学校学

生首次办就餐卡免费，补办就餐卡收取成本费 10元/张。 

（十）住宿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住宿费全免；农村高中

和城市中小学向学生提供住宿的学校，按学生自愿原则，每生

每期最高不超过 300元，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在不超过限额标准的前提下核准执行;符合提供学生公寓

的学校，按学生自愿原则，费用实行分类定价，具体标准由价

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

法》（湘发改价费〔2017〕915号）的有关规定分学校审定。 

（十一）校服费。在农村高中学校、城市中小学推行校服。

校服价格继续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小学夏装不超过 80元/套，

小学春秋装不超过 90元/套，小学冬装不超过 180元/套；中

学夏装不超过 100元/套，中学春秋装不超过 125元/套，中学

冬装不超过 230元/套，增加荧光标识的校服每套增加最高不

超过 5元。校服的具体价格由价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上述

标准从严核定。校服的安全与质量必须严格遵循 GB/T31888

《中小学校服》等国家标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校

服采购的规范责任，加强指导和监督。校服的着装周期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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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两年，毕业学年不建议购买校服。各校要对家庭困难学

生采取多种措施无偿提供校服，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十二）校外活动费。普通高中学校、城市义务教育学校

组织学生开展郊游、看电影、参观展览等校外活动时，属学生

个人消费且须由学校统一支付的，可按次向学生据实收取，事

后应及时公布，不得按月或学期预收。 

（十三）新生入学体检费。义务教育学校组织新生体检由

学校公用经费支出，不得向学生个人收取。高中阶段学校组织

新生入学体检，可按每人次 18元代收取，体检项目为：（1）

内科检查：心、肺、肝、脾；（2）眼科检查：视力、沙眼、

结膜炎；（3）口腔科检查：牙齿、牙周；（4）外科检查：头

部、颈部、胸部、脊柱、四肢、皮肤、淋巴结；（5）形体检

查：身高、体重；（6）生理功能指标检查：血压。 

    （十四）课后服务费。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湘发改价费〔2019〕362号）、《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

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岳教体发

〔2019〕11号）精神，县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开展校

内课后服务坚持公益性非营利原则，有条件的地区财政应加大

投入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

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

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岳阳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

准最高不超过 4元/课时.生，具体标准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在

不高于上述标准的基础上作出规定。各校具体课后服务时间由

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核课后服务工作方案时一并明确。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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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应专项用于校内课后服务工作方面的开支。对建档立卡困

难家庭子女实行免费。 

三、退费政策 

(十五）退费。学生入学后因故退学、转学或请假的，除

已终结商品买卖和劳务服务关系的代收费项目外，其它收费由

学校实行按月退费（学年按 10个月计算）。中途转入的学生，

按实际在校月数和应分摊的收费标准收费。不足一个月的，按

一个月收费。 

四、收费管理 

（十六）严格教辅材料管理。要按照“限年级、限学科、

限范围、限数量、限总额”的原则，落实“一科一辅”政策。《中

小学语文诵读库》、《实验报告》，按照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要求，学校教学所需，由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征订。各类专

题教育读本、市和县（市区）地方课程读本一律免费发放，不

得要求学生征订。 

（十七）加强发行工作等管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民办

学校）要严格杜绝非法出版物进校园，教材教辅须统一到新华

书店正规发行渠道征订，并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线上、网上等征

订模式的改革；符合国家关于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基本条

件的学校实施场馆开放收费必须报教育、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从

实从紧核定；中小学食堂的管理严格按《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湖南省中小学学生食堂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教发

〔2018〕30号）文件要求执行。 

（十八）加强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民办学历教育收费严格

按《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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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

〔2019〕457号）文件要求执行。一是收费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二是要合理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三是要严格规范收费行为。 

(十九)加强职业学校收费管理。公办职业高中对享受免学

费政策的学生不能收取高于补助标准的学费差额部分；职业高

中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按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湖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5〕648号）规定执行；职业高中

的收费管理按《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

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中专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湘发改价费〔2016〕668号）规定执行；各职业高中

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 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

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二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各中小学要严格按《关

于印发<湖南省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湘发改

价费〔2019〕97号）的有关规定做好教育收费公示工作。学

校要按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公示牌（栏）（各级各类学校

收费公示牌样表可在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岳阳市教育体

育局、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下载），还须在入学通知、

校园网、校务公开栏和学生宿舍、食堂、缴费处等学生集中的

地方按规定公示本学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供学生自愿选

择的收费项目以及投诉电话，各高中学校还应公示不同选课走

向的课程要求、教材版本、教材价格等供学生及家长核算教材

费。凡未经公示的收费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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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拒缴，已缴费的应退还给学生。 

(二十一）严禁变相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

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严禁越权设立收费项

目、未经审批收费或突破已经审批的收费标准收费，严禁中小

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

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图书馆查询、午休管理服务、自行车看

管、取暖、降温、饮水、饮奶、商业保险、校园安全保卫等费

用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应由学

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购买，学校不得参与组织收取保险费；

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相关规

定，不得将其列入教辅材料，应由学生自愿订阅；根据教育部、

人民日报社、全国少工委《关于在全国中小学校开展“学习新

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阅读活动的通知》（教基函〔2019〕

1号）要求组织开展的主题阅读活动配套延伸读物《做好新时

代接班人》、《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由学校购买

装备图书馆（室），或由有需要的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等正规

书籍发行部门购买;根据《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岳阳市

中小学校深入推进“平安校园 清洁校园 书香校园”建设提质育

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岳教体通〔2020〕44号）精神,校

园阅读工程书目提供的书籍由学校购买装备图书馆（室），或

由有需要的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等正规书籍发行部门购买。 

五、收费纪律 

（二十二）执行收费政策。中小学教育收费事关我县教育

事业的健康发展，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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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各校必须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中小

学教育收费各项政策。 

（二十三）控牢收费底线。各校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确

保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子女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要切实做

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精准助学”工作，确保国家规定

的免学费、免书籍课本费、免教辅材料费等政策落实到位,确

保中小学不出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缴不起费用而辍学。 

（二十四）保证专款专用。各中小学校的学费收入应全部

用于学校的办学支出。地方政府和任何部门不得挤占、挪用和

平调，禁止任何单位对学费收入征收任何性质的统筹性资金。 

（二十五）严肃监督问责。发改、财政、教育、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履行教育收费政策监管和监督检查职责，

对学校和有关单位不按国家、省、市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

费，或违反规定巧立名目收费的，要按各自职责依法进行严肃

查处，并依照相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进一步优化

信访受理办理机制，对群众反映教育乱收费的每一件举报都要

落实查办和督办责任，切实维护学校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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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容县 2020 年秋季公办高中阶段学校学费收费标准 
单位：元/每生每期 

代收费 服务性收费 
                             构成 

 
   标准 

年级 

学费 
课本费 作业本费 住宿费 伙食费 

1、省级示范性高中 1000 

普通

高中 2、其它高中 800 

高一：323.66 元 
高二物理、化学、生物组合 421.3元 

高二物理、化学、地理组合 420.41元 

高二物理、化学、政治组合 422.14元 

高二物理、生物、地理组合 421.64元 

高二物理、生物、政治组合 423.37元 

高二物理、地理、政治组合 422.48元 

高二历史、地理、政治组合 427.51元 

高二历史、地理、化学组合 425.44元 

高二历史、地理、生物组合 426.67元 

高二历史、政治、化学组合 427.17元 

高二历史、政治、生物组合 428.4元 

高二历史、化学、生物组合 426.33元 

高一：30 元 
高二：30 元 
高三：30 元 

最高限额 
300 元 

文科、农、林、师范类 950 
经、法、教、管及其他 1000 

工科、卫生、体育、服装、旅游、美容等应用技术类 1400 
表演、美术专业（师范生 1400 元） 2500 

艺术类 
其他专业（师范生 1150 元） 1650 

最高限额 
300 元 

医药类、公安类 1500 职业

高中 

注：公办职业高中对享受免学费政策的学生不能收取高

于补助标准的学费差额部分。国家级重点职高收费标准

可上浮 20%，省级示范性职高收费标准可上浮 15%，同

时具备国家和省级重点资格的，不得重复上浮。 

 
按实收费 

公寓价格 
由价格、教育部

门分校审定 

按华教体通

﹝2018﹞89号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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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容县 2020 年秋季教辅材料自愿订购推荐目录、最高指导价及限额（小学） 

类别 科目/书名 版本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道德与法治-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22 元 11.22 元 11.22 元 11.22 元 

科学-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22 元 11.22 元 11.22 元 11.22 元 

语文-同步·实践·评价·课程基础训练 湘少 11.89 元 11.89 元 11.89 元 11.89 元 

英语-同步·实践·评价·课程基础训练 湘少 10.54 元 10.54 元 10.54 元 10.54 元 

同步类 

数学-能力培养与测试 人教 9.27 元 9.95 元 9.95 元 9.27 元 

语文-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5.96 元 5.96 元 5.96 元 5.96 元 

数学-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5.96 元 5.96 元 5.96 元 5.96 元 寒暑假作业 

英语-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5.96 元 5.96 元 5.96 元 5.96 元 

 合计  72.02 元 72.7 元 72.7 元 72.02 元 

 限额  70 元 70 元 70 元 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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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 2020 年秋季教辅材料自愿订购推荐目录、最高指导价及限额（初中） 
类别 科目/书名 版本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语文-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89 元□ 11.89 元□ 11.89 元□ 

数学-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89 元□ 11.89 元□ 11.89 元□ 

英语-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89 元□ 11.89 元□ 11.89 元□ 

物理-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89 元□ 11.89 元□ 

生物-学法大视野 湘教 11.22 元□ 11.22 元□   

地理-同步·实践·评价·课程基础训练 湘少 10.54 元□ 10.54 元□   

化学-同步·实践·评价·课程基础训练 湘少     11.89 元□ 

道德与法治-新优化设计·初中课时学练测 海南 10.54 元□ 10.54 元□ 7.83 元□ 

同步类 

历史-助学读本 岳麓 6.8 元□ 7.38 元□ 7.38 元□ 

听力训练磁带 英语-光盘 人教   13 元□ 13 元□ 

历史-地图册 中国地图   5.21 元□ 5.21 元□ 

历史-填充图册 中国地图 5.88 元□ 5.88 元□ 5.88 元□ 图册类 

地理-填充图册 中国地图 5.55 元□ 5.88 元□   

语文-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6.52 元□ 6.52 元□ 6.52 元□ 

数学-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6.52 元□ 6.52 元□ 6.52 元□ 

英语-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6.52 元□ 6.52 元□ 6.52 元□ 
寒暑假作业 

综合-假日知新·寒假学习与生活 湘师大   9.86 元□ 9.86 元□ 

 合计  105.76 元□ 146.63 元□ 128.17 元□ 

 限额  100 元 150.00  元 2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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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 2020 年秋季教辅材料自愿订购推荐目录、最高指导价及限额（高中） 
最高指导价 

类别 科目/书名 版本 
高一年级 高二年级 高三年级（华容一中） 高三年级（其他高中） 

语文-考向标课程标准同步

导练 

湘师大 31.15元必修

上册         

13.70元必修 5 

14.36元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12.38元外国小说欣赏        

13.03元新闻阅读与实践 

  

数学-能力培养与测试 人教 33.67元必修

第一册 

10.89元必修 3 

12.03元选修 1-1 

13.18元选修 2-1           

12.03元选修 2-2 

  

英语-考向标课程标准同步

导练 

湘师大 18.99元必修

第一册 

18.99元必修

第二册 

13.03元必修 5  

15.69元选修 6        

15.69元选修 7        

15.03元选修 8 

  

物理-系统集成高中新课程

同步导学练测 

北师大 15.96元必修

第一册 

11.09元选修 1-1 

12.81元选修 3-1      

10.80元选修 3-2 

13.10元选修 3-4 

  

化学-考向标课程标准同步

导练 

湘师大 19.66元必修

第一册 

9.71元选修 1  

9.71元选修 4         

11.71元选修 5 

  

生物-学法大视野 湘教 22.76元必修 1 13.92元必修 3 

13.92元选修 1       

13.92元选修 2 

  

思想品德-能力培养与测试 人教 10.48元必修 1 

9.85元必修 2 

11.46元必修 3 

12.61元必修 4 

  

历史-新优化设计课时学练

测 

海南 24.38元必修

上 

12.24元必修 3 

11.95元选修 1      

10.80元选修 2 

  

同步类 

地理-学法大视野 湘教 19.38元必修

第一册 

13.92元必修 3 

13.92元选修 3      

13.92元选修 5 

  

地理-填充图册 星球 7.24元必修第

一册 

5.88元必修 3 

3.86元选修 3      

3.86元选修 5 

  

历史-地图册 中国地图 7.92元必修上 5.88元必修 3   

图册类 

历史-填充图册 中国地图 7.92元必修上 4.53元必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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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总复习步步高 黑教 
  数学 97.8元、物理 97.5元、生物

97.6元、历史 97.5元 

历史 97.5元 

高三总复习三维设计 光明日报   化学 89.8元  

高三总复习高考总复习 首师大    数学 98元 

高三总复习新动力高考突破 
鄂教   语文 99.8元、英语 99.8元、地理

95.8元 

语文 99.8元、英语 99.8元、政治

93.8元、地理 95.8元 

高三总复习湘教考苑 湘教   政治 92.8元  

考试类 

高三总复习系统集成新课标

高考 

北师大    物理 88元、化学 88元、生物 89元 

寒假作业 

湘教 

语文、英语、思

品、历史、地理

28.3元 

语文 7.34元、英语 7.34元、思品 4.52

元、历史 4.52元、地理 4.52元  

  

寒假作业 
寒假加油站 

首师大 

数学 5.31元   

物理、化学、生

物 4.15元 

数学 5.31元   物理 4.15元　化学

4.15元　生物 4.15元 

  

合计 286.11元 物理、化学、生物组合 359.89元 

物理、化学、地理组合 367.98元 

物理、化学、政治组合 332.42元 

物理、生物、地理组合 384.11元 

物理、生物、政治组合 348.55元 

物理、地理、政治组合 356.64元 

历史、地理、政治组合 354.14元 

历史、地理、化学组合 365.48元 

历史、地理、生物组合 381.61元 

历史、政治、化学组合 329.92元 

历史、政治、生物组合 346.05元 

历史、化学、生物组合 357.39元 

物理、化学、生物组合 582.3元 

物理、化学、地理组合 580.5元 

物理、化学、政治组合 577.5元 

物理、生物、地理组合 588.3元 

物理、生物、政治组合 585.3元 

物理、地理、政治组合 583.5元 

历史、地理、政治组合 583.5元 

历史、地理、化学组合 580.5元 

历史、地理、生物组合 588.3元 

历史、政治、化学组合 577.5元 

历史、政治、生物组合 585.3元 

历史、化学、生物组合 582.3元 

物理、化学、生物组合 562.6元 

物理、化学、地理组合 569.4元 

物理、化学、政治组合 567.4元 

物理、生物、地理组合 570.4元 

物理、生物、政治组合 568.4元 

物理、地理、政治组合 575.2元 

历史、地理、政治组合 584.7元 

历史、地理、化学组合 578.9元 

历史、地理、生物组合 579.9元 

历史、政治、化学组合 576.9元 

历史、政治、生物组合 577.9元 

历史、化学、生物组合 572.1元 

限额 200元 350元 420元 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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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计费单位：元/生·期 

年级 作 业 本 费 教 辅 材 料 费 上 限 值 

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一、本校免交学杂费、课本费，住校生免交住宿费。 

二、本校对自愿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学生按“保本不营利”原则收取伙食费,具体收费标准由食堂按此原则公示（如有饭菜加热、大米加工

服务，按每生·期××元收取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费）。 

三、本校坚持学生自愿原则，统一无偿代购作业本、教辅材料，并严格执行教辅材料“五限”政策。向某个学生收取的教辅材料费即为该

学生在教辅材料目录范围和教辅材料费上限值范围内自愿征订的本人所在年级教辅材料单价之和。 

四、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开展了校内课后服务的，按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具体标准予以公示。 

五、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省、市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六、收费依据： 华发改价费﹝2020﹞4号 

咨询监督电话：华容县发改局 0730-4189097  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4212458  华容县财政局 0730-4222268   

价格举报电话：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学校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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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年级 作业本费 
教辅材料

费上限值 
住宿费 校服费 

就餐卡补办费

（按次收取） 
课后服务费 

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计费单位：元/生·期 

一、本校免交学杂费、课本费。 

二、本校对自愿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学生按“保本不营利”原则收取伙食费,具体收费标准由食堂按此原则公示。 

三、本校对自愿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收取住宿费。 

四、本校坚持学生自愿原则，统一无偿代购作业本、教辅材料，并严格执行教辅材料“五限”政策。向某个学生收取的教辅材料费即为该

学生在教辅材料目录范围和教辅材料费上限值范围内自愿征订的本人所在年级教辅材料单价之和。 

五、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省、市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六、收费依据： 华发改价费﹝2020﹞4号 

咨询监督电话：华容县发改局 0730-4189097  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4212458   华容县财政局 0730-4222268   

价格举报电话：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学校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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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普通高级中学收费公示牌 
  
计费单位：元/生·期 

年级 学费 
作业

本费 

教辅材料

费上限值 
住宿费 校服费 就餐卡补办费（按次收取） 体检费 

一年级        

二年级       / 

三年级       / 

一、本校为××高中（省属示范性高中、经省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特色教育学校、涉外办学学校或普通高中）。 

二、根据每个学生实际选择课程的教材书目按实收取课本费 

三、本校对自愿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学生按“保本不营利”原则收取伙食费，具体收费标准由食堂按此原则公示。 

四、本校对自愿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收取住宿费。 

五、本校坚持学生自愿原则，统一无偿代购作业本、教辅材料，并严格执行教辅材料“五限”政策。向某个学生收取的教辅材料费即为该

学生在教辅材料目录范围和教辅材料费上限值范围内自愿征订的本人所在年级教辅材料单价之和。 

六、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省、市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七、收费依据：华发改价费﹝2020﹞4号 

咨询监督电话：华容县发改局 0730-4189097 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4212458  华容县财政局 0730-4222268  

价格举报电话：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学校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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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职业高中收费公示牌 
  

计费单位:元/生·期 

年级 学费（限艺术表演专业） 住宿费 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照湘发改价教费〔2015〕648号有关规定执行，收费管理按湘发改价费〔2016〕668号规定执行。 

  对自愿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收取住宿费。 

二、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省、市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三、收费依据： 华发改价费﹝2020﹞4号 

咨询监督电话：华容县发改局 0730-4189097  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4212458 华容县财政局 0730-4222268   

价格举报电话：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学校 

                                                                                  2020年 月 日 
  

备注：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注明具体的收费项目、标准等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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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计费单位：元/生·期 

年级 学费 住宿费 伙食费 代收费 享受国家公用经费减免费 实际收费总额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一、本校系××教育体育局批准成立的民办学校，《民办教育许可证》编号为×××。本校坚持就读自愿，课本费全免。 

二、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省、市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坚决执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9〕457号）精神。 

三、收费依据：华发改价费﹝2020﹞4号 

咨询监督电话：华容县发改局 0730-4189097  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4212458  华容县财政局 0730-4222268   

价格举报电话：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学校 

                         2020年 月 日 

备注：代收费必须注明具体的收费项目、标准等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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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普通高级中学收费公示牌 

年级 学费 住宿费 伙食费 代收费 收费总额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计费单位：元/生·期 

一、本校系××教育体育局批准成立的民办学校，《民办教育许可证》编号为×××。本校坚持就读自愿。 

二、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省、市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坚决执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9〕457号）精神。 

三、收费依据：华发改价费﹝2020﹞4号  

咨询监督电话：华容县发改局 0730-4189097  华容县教体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4212458  华容县财政局 0730-4222268 

价格举报电话：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学校 

                                                                        2020年 月 日 

  

备注：代收费必须注明具体的收费项目、标准等明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