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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新生缴费指南 

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你被录取为我校的新生！为便于你顺利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现将入学缴费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缴费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学费、住宿费缴费均采用线上缴费的方式进行，请登录“中传校园统一支

付平台”或通过“中传微信企业号”自行完成缴费。平台及微信企业号使用校园统一身份认

证信息登录，用户名为学号，新生请关注迎新网通知，在【迎新网】-【学号查询】中查询

自己的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1、“中传校园统一支付平台” （使用说明见附件 1） 

平台支持建行网上银行支付和建行聚合支付方式，其中建行聚合支付方式支持微信、支

付宝、建行龙支付 APP 进行扫码支付。 

2、“中传微信企业号” （使用说明见附件 2） 

企业号支持微信支付。 

二、缴费时间： 

1、学费缴费开始时间请持续关注招办信息和迎新网通知，为保证报到手续顺利办理，

请务必于报到日期前登录平台或通过企业号完成支付： 

2、受疫情影响，住宿费暂定将于开学办理宿舍入住手续两周后收取，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3、为了保证您能够顺利办理报到手续，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如因特殊原因未能

完成缴费，补缴方式另行通知，请关注迎新网相关信息。 

三、学宿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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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见附件 3。 

四、票据查询 

学校将在缴费结束 5 个工作日后统一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电子票据，学生可自行登录统

一支付平台，点击【交易查询】-【已缴费信息】查询。（使用说明见附件 4） 

如确需换开纸质票据，请在开学后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 44 号楼 309 财务处大厅 1

号窗口办理。 

五、银行卡办理相关事项 

学校为每位新生配备一张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该卡是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发放奖、助学

金、生活补助费等的唯一途径,请务必及时领取并妥善保管。根据银行相关要求，为学生批

量办理银行卡需学生在线上传本人身份证件照片，待开学后再进行实体卡的发放，具体办理

时间和操作流程请持续关注学校通知。 

六、注意事项 

1、缴费时请务必按照说明方法登录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或企业微信号； 

2、登录后，请首先查看自己的学号、姓名、学院、班级等个人信息，确认无误后再进

行缴费，避免误缴费； 

3、交易完成后，如显示缴费失败，请先确认是否已扣款成功，如已扣款切勿重复缴费，

请及时与财务处联系； 

4、学校不会以退款、取消收费等原因给学生打电话进行银行账户的操作，请提高警惕，

请勿将个人银行信息透漏给他人，避免资金损失。 

如有疑问，请咨询财务处，联系电话：010-65783490 / 010-65783656 

                                                 中国传媒大学财务处                   

                                                    2020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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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传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使用说明 

第一步：登陆中国传媒大学白杨网主页（http://www.cuc.edu.cn/），选择【数字办公】，

进 入 【 校 园 统 一 支 付 平 台 】 （ 或 直 接 输 入 网 址

https://cwczf.cuc.edu.cn/dlptjf/caslogin_jf.aspx）。登陆用户名、密码为校园统一身份认

证信息，学生账号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第二步：点击【学费缴费】，查询学费情况。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继续操作。 

 
 

第三步：勾选所要缴纳的收费项目，勾选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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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根据各银行规定不同，单笔支付有额度限制，如需支付的学费超出该限制金

额，请先点击修改按钮进行金额修改。具体操作如下：

 

 
 

第四步：确认支付金额，并选择支付方式，完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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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支付方式可选“聚合扫码支付”或“中国建设银行”，“聚合扫码支付”支持

微信、支付宝及龙支付 APP 付款，支付限额以各银行规定为准；“中国建设银行”为网银 U

盾支付，支付限额以网银设置为准。（见文后附录） 

（聚合扫码支付界面）                （中国建设银行支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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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关注“中传微信企业号”微信支付学费 

第一步：微信扫码关注“中传微信企业号” 

 
第二步：打开“中国传媒大学”微信企业号，找到“财务查询（学生）”一栏，点击查

询。 

 

第三步：查询欠费金额，确认后勾选欠费进入支付选择界面，选择本次准备支付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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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微信支付单笔限额为 10000 元，如果学费超出该金额，请先点击金额进行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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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确认所要缴纳的金额，完成支付即可。 

 

                                          



10 
 

附件 3：收费标准 

本（专）科生学费标准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费（元/学年）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0000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 10000 

戏剧影视文学 8000 

戏剧影视导演 10000 

表演 10000 

摄影 10000 

影视摄影与制作 10000 

环境设计（光影空间艺术方向）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10000 

表演（音乐剧双学位班） 10000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录音艺术（录音工程方向） 10000 

录音艺术（音响导演方向） 10000 

音乐学（音乐传播方向） 8000 

音乐学（音乐编辑方向） 8000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方向） 10000 

音乐表演（声乐演唱方向） 8000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游戏设计技术方向） 5500 

动画 10000 

动画（游戏艺术方向） 10000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方向） 8000 

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方向） 8000 

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 10000 

广告学院 

公共关系学 5000 

广告学 5000 

广告学（数字营销方向） 5000 

网络与新媒体（智能融媒体运营方向） 5000 

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方向） 10000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 10000 

国际新闻与传播 5000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5000 

网络与新媒体 5000 

广播电视学 5000 

 

新闻学院 

新闻学 5000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 5000 

传播学 5000 

传播学（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 5000 

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 5000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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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 5000 

汉语国际教育 5000 

政法学院 法学 5000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 6000 

翻译 6000 

日语 6000 

朝鲜语 6000 

俄语 6000 

西班牙语 6000 

葡萄牙语 6000 

意大利语 6000 

法语 6000 

德语 6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5500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 5500 

广播电视工程 5500 

电子信息工程 5500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5500 

数字媒体技术 5500 

物联网工程 5500 

人工智能 5500 

数据科学与智能 

媒体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影像工程方向） 550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传媒大数据方向） 5500 

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媒体技术方向） 5500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00 

网络空间安全 550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500 

国际传媒教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中外合作办学）（传播学） 50000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50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5000 

工商管理类 5000 

经济学类 5000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方向） 5000 

行政管理（公共事务与传播治理方向） 5000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19000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000 

摄影与摄像艺术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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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各住宿楼住宿费交纳标准 

住宿地址 住宿费标准（元/年） 

梆子井学生公寓 1500/1000 

中蓝学生公寓 1500 

47 号楼学生公寓 1200 

4、35 号楼学生公寓 1000 

34 号楼学生公寓 1000/750 

7、8、36、37、38、41、43 号楼学生公寓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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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电子票据查询方式 

登录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点击【交易查询--已缴费信息】，选择相应的缴费记录，点击

最右侧票据查询预览电子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