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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岳 阳 市 财 政 局

岳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岳发改价费〔2017〕 33 号

岳阳市发改委、岳阳市财政局、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2017年春季中小学教育收费有关事项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发改委、财政局、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市直各中小学：

根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 2016 年规范中小学教

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6〕667 号）文件精

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 2017 年春季中小学教育收费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学费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执行免学费政策。

（二）高中阶段学校符合国家和省免学费政策的学生按免学费政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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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不符合国家和省免学费政策的学生按收费标准（公办高中

阶段学校收费标准见附件 1）执行，课本费委托当地价格、财政、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岳阳市 2017 年

春季中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目录>的通知》（岳教体办通[2016]62

号）颁发的用书目录、当地实际征订的版本和省发改委、省新闻出

版局《关于下达 2017 年春季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通知》（湘发改价费

[2016]1075 号）和《关于下达 2017 年春季普通高中新增教材价格的

通知》（湘发改价费[2017]27 号）下达的价格分校从实核定（市直普

通高中课本费收费标准见附件 2）。经省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特色教

育学校参照执行省级示范性高中收费政策。普通高中涉外办学参照

长沙市涉外办学收费标准，报岳阳市发改委备案执行。

二、服务收费和代收费

（三）作业本费。由学校按统一格式、数量、金额的原则无偿

代购。收费应严格控制在标准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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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按实收取。作业本的具体数量及印刷质

量由当地价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文明确。

（四）教辅材料费。中小学的教辅材料征订选用要严格按照省

物价局、省新闻出版局、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

监管的通知》（湘价教[2012]93 号），省物价局、省新闻出版局《关

于公示2014年春季教辅价格目录（第一批）的通知》（湘价教[2014]32

号）、《关于公示 2014 年春季教辅价格目录（第二批）的通知》（湘

价教[2014]42 号），省发改委、省新闻出版局《关于下达 2015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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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小学教材和教辅材料价格的通知》（湘发价费[2015]694 号），市

教育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物价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关于印发<岳阳市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岳市教发[2014]18 号），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岳阳市中小学教

辅材料推荐目录>的通知》（岳市教发[2014]20 号)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认真按学生或家长自愿、“一科一辅”原则，做好无偿代购服务

（新华书店是教辅材料唯一发行单位），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免费教辅材料（教辅材料自愿订购参考书目及价格见

附件 3、4）。

（五）寄宿费和公寓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不设公寓,寄宿费全

免；农村非义务教育阶段和城市中小学寄宿费按学生自愿原则，实

行限额控制，每生每期最高不超过 300 元，具体标准由当地价格、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最高限额内，分校审批、分栋（层）公示；公

寓费按学生自愿原则，实行分类定价，具体标准由当地价格、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湖南省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分

校审定。

（六）伙食费。原则上要求购票就餐,确实无法实行购票就餐的

学校（含提供饭菜加热服务或大米加工服务的农村学校）也可采取

最高定额标准进行管理，具体标准由当地价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实际从紧核定。对自愿在校就餐的学生首次办就餐卡应实行免

费，遗失或损坏补办就餐卡可收取成本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当地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学校食堂要遵循“保本不盈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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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盈利，并按规定建立单独的伙食台帐，实行明码标价，自觉接

受学生和社会监督。

（七）校外活动费（指郊游、看电影、参观展览）。学校组织学

生开展校外活动时，学生个人消费且经由学校统一支付的，可按次

向学生据实收取，事毕应及时公布，不得按月或学期预收。

三、收费纪律及相关政策

（八）中小学教育收费政策事关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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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各地必须不折不扣地

认真执行中央、省、市制定的中小学教育收费各项政策和规定，各

县市区印发的教育收费文件和前款提到的授权审批事项均应及时报

市发改委、市教体局备案。

（九）各中小学校务必做到不自立项目收费、不提高标准收费、

不扩大范围收费、不违背学生自愿原则强制收费、不使用非法票据

收费，严禁中小学校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

午休管理服务、课后看护、自行车看管、取暖、降温、饮水、校园

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严禁补课收费或放任公

办中小学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严禁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

取午休住宿费（学校不得以此强制学生在中午离开学校）；严禁高中

阶段学校收取社会实践活动费、择校费。同时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

确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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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不出现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现象。

（十）严禁任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企业通过中小学校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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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意愿向学生收取饮水、饮奶和课间餐等经营服务性费用，面向

学生的商业保险应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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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各地不得将其列入教辅材料，应由学生自

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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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和平调学校的学费收入，禁止

任何单位对学费收入征收任何性质的统筹性资金。

（十二）各民办学校继续执行收费放开政策（公助民办和公办

民助的中小学校仍执行调定费审批制），由学校自主定价，但必须在

县级以上教育、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下，遵循省定的民

办学校收费“八原则”，落实备案收费，禁止跨学年收费。

（十三）各级各类学校要继续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有关规

定做好教育收费公示，按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公示牌（栏）（式

样见附件5-11），并通过招生简章、网络等宣传教育收费政策，切实

增强教育收费工作的透明度。

（十四）各县（市）区价格、财政、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

形式另开政策口子，逐步建立完善教育收费治理工作问责制，认真

督促辖区内各中小学校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育收费各项政策。要进一

步加大对各中小学校收费的监管力度，及时接受、认真受理学生和

群众关于教育收费问题的举报、投诉和情况反映，对学校、有关单

位不按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巧立名目收费的，要按各自职

责依法进行严肃查处，并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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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切实维护好我市教育收费的良好秩序，切实维护好学校和学生

的合法权益。

附件：

1.2017年春季公办高中阶段学校收费标准

2.2017年春季市直普通高中课本费收费标准

3.2017年春季义务教育学校教辅材料自愿订购参考书目及价格

4.2017年春季高中教辅材料自愿订购参考书目及价格

5.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6.城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7.公办普通高级中学收费公示牌

8.公办中职学校收费公示牌

9.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10.民办高级中学收费公示牌

11.民办中职学校收费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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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2017 年元月 23 日

抄送：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市委办、市人大办公室、市

政府办、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市治理教育乱收费办

公室、市监察局、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发改委直属各单位。

岳阳市发改委办公室 2017 年元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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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年春季公办高中阶段学校学费收费标准

单位：（单位：元/生·期）

学校类别 学费标准 备注

普通高中

1、省级示范性高中 1000

2、其它高中 800

职业高中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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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类
表演、美术专业 2500 师范生 1400

其他专业 1650 师范生 1150

医药类、公安类 1500

注：1、不符合国家和省免学费政策的职业高中学生执行以上标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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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备国家级和省级重点资格的，不得重复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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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7年春季市直普通高中课本费收费标准

单位：（单位：元/生·期）

学校名称

标 准

学校名称

标 准

高一

高二

高一

高二

偏文 偏理 偏文 偏理

市一中 243 117 122 市七中 257 100 142

市五中 333 225 236 市十三中 283 269 284

市十五中 289 183 182 岳阳中学 343 228 268

云梦中学 182 181 207 市三中 302 329 334

市四中 254 168 172 市外国语学校 287 214 248

市十四中 336 129 129 岳州中学 257 82 106

注：（1）课本费标准按实际发行数量和价格收取；（2）各年级、各学科供教学参考使用的磁带、光盘、读本供有条件的学生自主选用，

不得强制学生购买；（3）教材由市、县（市）区新华书店统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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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7年春季义务教育学校教辅材料自愿订购参考书目及价格

单位：（单位：元/生·期）

年级 同步类 语文光盘 暑假作业 年级 同步类
英语听力磁

带（或光盘）

历史、地理图

册/填充图

毕业指导丛

书
暑假作业

三年级 56 13 24 七年级 83．5 13 18.5 30.5

四年级 57 13 24 八年级 96 13 18.5 20 30.5

五年级 57 13 24 九年级 81 13 12.5 76．5

六年级 56 13

注：1、经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设了课程而没有教材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足球特色学校，按岳市教通[2016]62 号文件第一条第三款

之相关规定执行，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由学校无偿代购；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的读书活动（每学期不超过 1 个）用书可由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订购；2、与

教学紧密相关的《单元自测》、《教材解读》及初中《理化生实验报告》由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订购；3、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学生综合素质考评的要求，

学校可根据教学需要组织学生征订《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10 元/本）、《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12 元/本）。

附件4-A

2017 年春季高中教辅材料自愿订购参考书目和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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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单位：元/生·期）

年级 历史图册 历史填充图 地理填充图 暑假作业

高一 18.5 18.5 18.5 39

高二 21.5 文科 16 文科 12

文科 理科

35 25

注：1、同步类练习、高中总复习、高中学业水平按岳市教发[2014]20 号《关于印发〈岳阳市中小学教辅材料推存目录〉的通知》推荐书目和省物价局

审定价格，可由学校统一代购，按实收费（具体书目和价格见附件 4-B）；2、经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设了课程而没有教材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评定的足球特色学校，按岳市教通[2016]62 号文件第一条第三款之相关规定执行，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由学校无偿代购；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的读书活动

（每学期不超过 1 个）用书可由学生自愿向新华书店订购；3、《国防教育》、与教学紧密相关的《理化生实验报告》、《单元自测》、《教材解读》由学生

向新华书店自愿订购；5、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学生综合素质考评的要求，学校可根据教学需要组织学生征订《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14 元/本）。

附件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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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春季岳阳市高中教辅材料价格表

单位：（单位：元/生·期）

类别 书名 价格 类别 书名 价格 类别 书名 价格

同

步

类

思想政治经济生活（必修 1）（配人教）13.07

同

步

类

数学 2—2（选修）（配人教） 12.47

同

步

类

化学化学与生活（选修 1） 10.07

思想政治政治生活（必修 2）（配人教）13.66 数学 2—3（选修）（配人教） 9.51 化学化学与技术（选修 2） 8

思想政治文化生活（必修 3）（配人教）11.88 数学 4—1（选修）（配人教） 13.13 化学物质结构与性质（选修 3） 8

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必修 4）（配人教）13.07 数学 4—5（选修）（配人教） 15.13 化学化学反应原理（选修 4） 10.07

思想政治（选修 3）（配人教） 16 数学 4—4（选修）（配人教） 12.33 化学有机化学基础（选修 5） 12.14

思想政治（选修 5）（配人教） 16 数学 4—7（选修）（配人教） 6.72

图

册

类

地理填充图册·必修 1 6.1

语文 1（必修） 14.2 地理 1（必修）（配湘教） 14.43 地理填充图册·必修 2 6.1

语文 2（必修） 14.2 地理 2（必修）（配湘教） 14.43 地理填充图册·必修 3 6.1

语文 3（必修） 14.2 地理 3（必修）（配湘教） 14.43 地理填充图册·旅游地理·选修 3 4

语文 4（必修） 14.2 地理旅游地理（选修 3）（配湘教） 14.43 地理填充图册·自然灾害与防治·选修 5 4

语文 5（必修） 14.2 地理自然灾害与防治（选修 5）（配湘教） 14.43 地理填充图册·环境保护·选修 6 4

语文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选修） 14.89 地理环境保护（选修 6）（配湘教） 14.43 历史地图册·必修 1 6.1

语文外国小说欣赏（选修） 12.83 生物 1（必修）（配人教） 14.43 历史地图册·必修 2 6.1

语文新闻阅读与实践（选修） 13.51 生物 2（必修）（配人教） 14.43 历史地图册·必修 3 6.1

语文文章写作与修改（选修） 14.2 生物 3（必修）（配人教） 14.43 历史地图册·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修 1 5.4

语文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
12.83

生物技术实践（选修 1）（配人教）
14.43

历史地图册·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

践·选修 2
5.4

英语 1（必修） 13.51 生物科学与社会（选修 2）（配人教） 14.43 历史地图册·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选修 3 5.4

英语 2（必修） 13.51 生物现代生物科技（选修 3）（配人教） 14.43 历史地图册·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 4 5.4

英语 3（必修） 13.51 物理 1（必修） 13.87 历史填充图册·必修 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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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书名 价格 类别 书名 价格 类别 书名 价格

英语 4（必修） 13.51 物理 2（必修） 13.87 历史填充图册·必修 2 6.1

英语 5（必修） 13.51 物理 1—1（选修） 11.5 历史填充图册·必修 3 6.1

英语 6（选修） 16.27 物理 3—1（选修） 13.28 历史填充图册·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修 1 4

英语 7（选修）
16.27

物理 3—2（选修）
11.2

历史填充图册·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

践·选修 2
4

英语 8（选修） 15.58 物理 3—3（选修） 7.64 历史填充图册·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选修 3 4

英语 9（选修） 15.58 物理 3—4（选修） 13.58 历史填充图册·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 4 4

英语 10（选修） 15.58 物理 3—5（选修） 12.69 作

业

类

高一暑假作业 39.12

英语 11（选修） 15.58 历史 1（必修） 13.28 高二暑假作业（理科） 25.09

数学 1（必修）（配人教） 13.07 历史 2（必修） 13.28 高二暑假作业（文科） 34.82

数学 2（必修）（配人教） 13.07 历史 3（必修） 12.69

考

试

类

高考总复习湘教考苑 339.86

数学 3（必修）（配人教） 11.29 历史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修 1） 12.39 高考总复习学海导航 299.7

数学 4（必修）（配人教） 13.07 历史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选修 2） 11.2 高考总复习赢在高考 287.31

数学 5（必修）（配人教） 11.88 历史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选修 3） 13.29 高考总复习步步高 327.79

数学 1—1（选修）（配人教） 12.47 历史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 4） 11.2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120.77

数学 1—2（选修）（配人教） 9.51 化学 1（必修） 12.83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含试卷） 218.77

数学 2—1（选修）（配人教） 13.66 化学 2（必修） 12.83

附件5

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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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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不赢利”原则收取伙食费 元/生·期或元/人·餐（如有饭菜加热、加工服务，

按不超过 50 元/生·期收取饭菜加热、加工服务费）。

三、本校坚持学生自愿、“一科一辅”原则，统一无偿代购作业本、教辅材料，收费公示如下：（单位：元/生·期）

四、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五、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和省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 年 2 月 12 日

附件6

年级 教 辅 材 料 费 作 业 本 费

一年级 \ 7

二年级 \ 7

三年级 10

四年级 10

五年级 10

六年级 10

七年级 15

八年级 15

九年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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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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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不赢利”原则收取伙食费，具体收费标准由食堂公示。

三、本校对自愿要求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收取住宿费 元/人·期。

四、本校坚持学生自愿、“一科一辅”原则，统一无偿代购作业本、教辅材料，公示如下：（单位：元/生·期）

五、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六、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 年 2 月 12 日

年级 教辅材料费 作业本费

一年级 \ 7

二年级 \ 7

三年级 10

四年级 10

五年级 10

六年级 10

七年级 15

八年级 15

九年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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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公办普通高级中学收费公示牌

一、本校为××高中（省、市示范性高中或普通高中），学费标准为 元/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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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对自愿要求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收取住宿费 元/人·期。

四、本校坚持学生自愿、“一科一辅”原则，统一无偿代购作业本、教辅材料，公示如下：（单位：元/生·期）

五、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六、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年2月12日

附件8

年级 课本费 教辅材料费 作业本费

一年级 30

二年级 30

三年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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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中职学校收费公示牌

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均坚持学生自愿。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

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 年 2 月 12 日

附件 9

收费项目 标准（元/生·期）

学

费

文、农、林、师范类

工科、卫生、体育、服装、旅游、美容等应用技术类

经、法、教、管及其他

艺术类
表演专业（含美术）

其他专业

医药公安类

住宿费
普通宿舍

公寓制宿舍

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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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牌

一、本校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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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 2017 年春季收费标准公示

如下：（单位：元/生·期）

年级 学费 住宿费 服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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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三、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和省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坚决履行省定民办学校收费“八原则”。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 年 2 月 12 日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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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级中学收费公示牌

一、本校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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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 2017 年春季收费标准公示

如下：（单位：元/生·期）

二、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三、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和省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坚决履行省定民办学校收费“八原则”。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 年 2 月 12 日

附件 11

年级 学费 住宿费 服务收费 代收费 收费总额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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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中职学校收费公示牌

一、本校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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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本校 2017年春季收费标准

公示如下：（单位：元/生·期）

收费项目 标准（元/生·期）

学

费

文、农、林、师范类

工科、卫生、体育、服装、旅游、美容等应用技术类

经、法、教、管及其他

艺术类
表演专业（含美术）

其他专业

医药公安类

住宿费

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

二、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由学生自愿向邮政发行机构订阅。

三、本校确保广大学生权益，承诺不违背国家和省规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坚决履行省定民办学校收费“八原则”。

监督电话：××县（市、区）发改委（物价局）：

××县（市、区）财政局：

××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教文局）：

举报电话：12358 ××学校

2017 年 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