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春季学期老生注册报到须知 

（此公告只针对交大（本部）班。校外学习中心学生请和当地老师联系） 

亲爱的同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将于2月24日正式开学，现将注册报到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网上缴费 

缴费时间：2020年1月6日-2020年2月23日 

缴费方法：登陆学习系统，点击个人工具箱-----学费支付 

请使用开通过网上支付功能的银行卡（不限学生本人）完成网上支付。我校的网上缴费系统支持全国20多家银

行的银行卡进行网上缴费。 

    特别提示：使用外卡支付通道（VISA、MasterCard等）将产生高额手续费，请慎用！ 

 

 

二、教材购买 

自愿购买教材。学院不再提供教材购买业务，同学可自行在任意地方购买。但为提供方便，我们联系了交大出

版社提供网购教材的服务。 

注意：由于学生人数较多，教材一旦购买成功，大约可在2周内收到，请耐心等待，谢谢。 

购买时间：2020年1月6日-2020年3月31日（注：1月19日-2月10日放假

期间不快递书，电话无人接听） 

购买方法：登陆学习系统，点击个人工具箱－教材购买 

 

三、说明 



1、重考和重新学习：请注意学院主页及学习系统公告。 

2、课程安排：请关注学习系统公告。 

3、咨询：可电话或邮件联系各专业教学主管，联系方式见学院主页的“教学热线”。 

四、各专业学费标准 

教学主管 层次 届别 专业 学费 

胡玭 高起本 15秋 视觉传达设计 7000 

胡玭 高起本 16秋 视觉传达设计 7000 

胡玭 高起本 17秋 视觉传达设计 7000 

牛小华 高起本 17秋 工商管理 3720 

胡玭 高起本 18春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雷登攀 高起本 18春 工商管理 3720 

雷登攀 高起本 18春 行政管理 3720 

雷登攀 高起本 18春 会计学 3720 

胡玭 高起本 18秋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刘艺 高起本 18秋 工商管理 4500 

胡玭 高起本 19春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王景琦 高起本 19春 行政管理 4500 

王景琦 高起本 19春 会计学 4500 

王景琦 高起本 19春 工商管理 4500 

何恬 高升专 18春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船舶制造方向 3750 

何恬 高升专 18春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机械方向 3750 

何恬 高升专 18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电子商务方向 3750 

何恬 高升专 18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软件方向 3750 

何恬 高升专 18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网络方向 3750 

何恬 高升专 18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信息管理方向 3750 

沈婕 高升专 18秋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软件方向 4500 

沈婕 高升专 18秋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网络方向 4500 

沈婕 高升专 18秋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电子商务方向 4500 

沈婕 高升专 18秋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信息管理方向 4500 

沈婕 高升专 18秋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船舶制造方向 4500 

沈婕 高升专 18秋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机械方向 4500 

东嘉 高升专 19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软件方向 4500 

东嘉 高升专 19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网络方向 4500 

东嘉 高升专 19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电子商务方向 4500 

东嘉 高升专 19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信息管理方向 4500 

东嘉 高升专 19春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船舶制造方向 4500 

东嘉 高升专 19春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机械方向 4500 

何恬 专升本 18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何恬 专升本 18春 机械工程 4500 

何恬 专升本 18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500 

何恬 专升本 18春 船舶与海洋工程 4500 

何恬 专升本 18春 土木工程 4500 

胡玭 专升本 18春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工商管理专业工程管理方向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原理方向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方向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工商管理专业物流管理方向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工商管理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向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国际经济与贸易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金融学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管理方向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行政管理 4500 

雷登攀 专升本 18春 会计学 4500 

萧瑜 专升本 18春 英语 4500 

胡玭 专升本 18秋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工程管理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酒店管理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管理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原理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物流管理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工商管理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向 4500 

刘艺 专升本 18秋 国际经济与贸易 4500 

沈婕 专升本 18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沈婕 专升本 18秋 机械工程 4500 

沈婕 专升本 18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500 

沈婕 专升本 18秋 船舶与海洋工程 4500 

沈婕 专升本 18秋 土木工程 4500 

萧瑜 专升本 18秋 英语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8秋 行政管理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8秋 会计学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8秋 金融学 4500 

东嘉 专升本 19春 机械工程 4500 

东嘉 专升本 19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500 

东嘉 专升本 19春 船舶与海洋工程 4500 

东嘉 专升本 19春 土木工程 4500 

东嘉 专升本 19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胡玭 专升本 19春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管理方向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方向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工商管理专业工程管理方向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工商管理专业物流管理方向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工商管理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向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国际经济与贸易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行政管理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金融学 4500 

王景琦 专升本 19春 会计学 4500 

萧瑜 专升本 19春 英语 4500 

胡玭 专升本 19秋 视觉传达设计 4900 

沈婕 专升本 19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00 



沈婕 专升本 19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9秋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管理方向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9秋 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9秋 国际经济与贸易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9秋 行政管理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9秋 会计学 4500 

宿红艳 专升本 19秋 金融学 4500 

 

 

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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