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京源学校教育收费公示（初中）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外国籍学生学费

4600 元/生.学期

京价（收）字[1997]
第 260 号

不分年级

住宿费

800 元/生.学期

京价（收）字[1999]
第 014 号

自愿

作业本费

按“一费制”中的规定标准
收取

京教财[2010]29 号

免疫费

按国家有关医药价格规定收
取

京教财[2002]66 号
京教财[2010]29 号

按卫生防疫部门要求，组织学
生自愿接种国家计划免疫外的
疫苗

社会活动实践费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财[2010]29 号

开展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活动
（不含在劳技中心及校内活
动、实习、材料费），包括：观
看电影、演出，参观游览所发生
的费用

升学体检费

根据市卫生局规定的体检项
目，学校组织毕业年级学生
升学体检

按照不高于《北京市
同意医疗服务收费标
准》收取

毕业年级

学生儿童大病医疗
保险费

按原市劳动保障局、财政
局、教委、发展改革委规定
执行

京劳社医发
[2008]122 号

学生装费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03]19 号

伙食费（食堂学生
餐或校外营养餐）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10]29 号

自愿，不再加收其他费用

学籍 IC 卡补卡费

15 元/生卡

京发改[2007]623 号
京财综[2006]1700 号

因丢失，人为损坏等原因申请
补领学籍 IC 卡的学生

注：
1、教科书免费，对《音乐》、《美术》（或《艺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等国家课程教科
书推行循环使用制度；
2、学校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多收部分及时退
还学生；不与学费、住宿费一并收取；
3、代收学生大病医疗保险费按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关规定办理，不向学生推销或统一代办商业保险；
4、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收费减免的政策按相关规定执行。
投诉举报
1、石景山区价格投诉举报：889-12358、12358@bjsjs.gov.cn（在线投诉）；2、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68864879（监察科），68862541（服务大厅）；3、石景山区财政局：68876092。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址：www.sjsfg.gov.cn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网址：www.sjsedu.net.cn
石景山区财政局网址：sjscz.bjcz.gov.cn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石景山区财政局

联合监制

北京市京源学校教育收费公示（高中）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普通高中学费

350 元/生.学期

京价（收）字[2000]第 254 号

外国籍学生学费

6000 元/生.学期

京价（收）字[1997]第 260 号

不分年级

住宿费

444 元/生.学期

京价（收）字[1999]第 014 号

自愿
教科书费不包括习题册、练习册等教辅材

教科书费

按定价收取

京教财[2010]29 号

料。教科书费如有结余及折扣，将及时退还
学生

学生装费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03]19 号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10]29 号

自愿，不再加收其他费用

京教财[2002]66 号

按卫生防疫部门要求，组织学生自愿接种国

京教财[2010]29 号

家计划免疫外的疫苗

伙食费（食堂学生餐或校外
营养餐）
免疫费

按国家有关医药价格规定收取
按教学大纲要求组织学生参加军训，统一为

军训服装、伙食费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财[2010]29 号
学生代购军训服装、安排伙食
开展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活动（不含在劳技中

社会活动实践费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财[2010]29 号

心及校内活动、实习、材料费），包括：观
看电影、演出，参观游览所发生的费用

根据市卫生局规定的体检项目，学校组

按照不高于《北京市同意医疗

织毕业年级学生升学体检

服务收费标准》收取

升学体检费

毕业年级
按原市劳动保障局、财政局、教委、发

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费

京劳社医发[2008]122 号
展改革委规定执行

学籍 IC 卡补卡费

京发改[2007]623 号 京财综

因丢失，人为损坏等原因申请补领学籍 IC

[2006]1700 号

卡的学生

京价（收）字[2000]第 227 号

代市教育考试院（区招生办）收取

京价（收）字[2000]第 227 号

经批准的学校

15 元/生卡

报名考务费

20 元/人.科

毕业会考费

15 元/人.科

专业加试费

15 元/人.科

注：
1、学校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多收部分及时退还学生；不与学费、住宿费一并收取；
2、代收学生大病医疗保险费按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关规定办理，不向学生推销或统一代办商业保险；
3、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收费减免的政策按相关规定执行。
投诉举报
2、石景山区价格投诉举报：889-12358、12358@bjsjs.gov.cn（在线投诉）；2、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68864879（监察科），68862541（服务大
厅）；3、石景山区财政局：68876092。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址：www.sjsfg.gov.cn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网址：www.sjsedu.net.cn
石景山区财政局网址：sjscz.bjcz.gov.cn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石景山区财政局

联合监制

北京市京源学校教育收费公示（学前）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保育教育费

900 元/生.月

京发改规[2012]4 号

伙食费（食堂学生
餐或校外营养餐）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10]29 号

备注

自愿，不再加收其他费用

投诉举报
3、石景山区价格投诉举报：889-12358、12358@bjsjs.gov.cn（在线投诉）；2、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68864879（监察科），68862541（服务大厅）；3、石景山区财政局：68876092。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址：www.sjsfg.gov.cn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网址：www.sjsedu.net.cn
石景山区财政局网址：sjscz.bjcz.gov.cn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石景山区财政局

联合监制

北京市京源学校教育收费公示（小学）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学生装费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03]19 号

伙食费（食堂学生
餐或校外营养餐）

按实际支出收取

京教办[2010]29 号

自愿，不再加收其他费用

免疫费

按国家有关医药价格规定收
取

京教财[2002]66 号

按卫生防疫部门要求，组织学
生自愿接种国家计划免疫外的
疫苗

学生儿童大病医疗
保险费

按原市劳动保障局、财政
局、教委、发展改革委规定
执行

学籍 IC 卡补卡费

15 元/生卡

京劳社医发[2008]22
号
京发改[2007]623
号，京财综
[2006]1700 号

因丢失、人为损坏等原因申请
补领学籍 IC 卡的学生

注：
1. 教科书免费，对《科学》、《音乐》、《美术》、（或《艺术》、《信息技术》等国家课程教科书建立循
环使用制度；
2. 学校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多收部分及时退还
学生；
3. 代收学生大病医疗保险费按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关规定办理，不向学生推销或同一代办商业保险；
4.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收费减免的政策按相关规定执行；
投诉举报
4、石景山区价格投诉举报：889-12358、12358@bjsjs.gov.cn（在线投诉）；2、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68864879（监察科），68862541（服务大厅）；3、石景山区财政局：68876092。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址：www.sjsfg.gov.cn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网址：www.sjsedu.net.cn
石景山区财政局网址：sjscz.bjcz.gov.cn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石景山区财政局

联合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