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HAI INTERNATIONAL SCHOOL
珠海国际学校

2020-2021 学费和杂费
2020 – 2021 学年的学费包括所有的课本、教室器材和教材、访问图书馆资源和订阅资料的权限、学
学习服务中心的支持、上课时间内的各种活动和交通、学校资助的课后活动和交通、两套校服、使用
学校管理下的网络设备以及升大学咨询服务。

入学 申请 费

人民 币 3, 0 0 0 元

入学申请费需在完成申请表并且向学校提交申
请之后支付，此费不可退还。此费不属于其他
学校杂费，而是提交申请时一次性缴纳，有效
期是一学年。申请费交清后入学申请才会被接
受审核。

年级

幼儿班
(3-4 岁)

学前班
(4-5 岁)

PYP 小学部课程
1-3 年级

PYP 小学部课程
4-6 年级

MYP 中学部课程
7-9 年级

MYP 中学部课程
10-11 年级

DP 高中 预科课程
12-13 年级

预定 学位 费

人民 币 10, 0 0 0 元

此学位费在新生收到录取函后五个工作日内需
支付，或者是续读的家庭在 5 月 31 日前支付，
此学位费不可退还。此预定学位费可确保在 8
月 20 日学费到期日前为您保留学位，并且会在
到期应付的学费总额中扣除，如果是分两期付
款，将在第二学期的学费中扣除。如果学位费
未能按时支付，此学位将会开放给新的申请
人。

年度 学 费
早付 折 扣
5 月 31 日
(5% 折扣)

年 度学 费
8 月 20 日

分学 期 付款
8 月 20 日/
1 月 20 日

¥ 95,000

¥100,000

¥50,000

¥104,500

¥110,000

¥55,000

¥159,125

¥167,500

¥83,750

¥163,875

¥172,500

¥86,250

¥168,625

¥177,500

¥88,750

¥178,125

¥187,500

¥93,750

¥192,375

¥202,500

¥101,250

人 民币 5 0, 00 0 元

弟妹 优惠 折扣

寄宿 费

仅适用于学费，半年或全年支付学费的家庭，
为所有孩子付全年学费 50%以上时都可以相应
享受这个优惠折扣：
最大的孩子– 全额学费
第二个弟或妹 – 享有 5%的学费优惠
其他弟或妹 – 享有 10%的学费优惠

寄宿生所付的全年寄宿费，包括为学生提供的
每日三餐、适宜的寄宿设施、所有的寄宿服务
以及专业的监管。寄宿费没有折扣，不可退
还。

校服 和自 带物 品

建校 费

校服—学校每年为 11 年级以下的每个 ZIS 学生
发放两套校服，也会为所有年级的学生发一件
学院 T 恤。这些校服对应的价值不能返还，不
能折成现金，也不可以转让。
自带物品 – 7-13 年级学生需要自带个人手提电
脑、充电器、耳塞或者是头戴式耳机，和一个
U 盘。我们也鼓励 6 年级学生在第二学期自带
个人电脑和配件到学校使用。

建校费是入学时一次性收取的不可退还的费
用，用于支持学校设施的投资和相关的费用，
包括新的建筑项目或者是翻新项目，及其他学
校设施的升级。此费用仅适用于新入学的学
生，在收到录取函之后五个工作日内需要交
纳。
建校费也有弟妹折扣，第一个弟或妹可优惠
5000 元，第二个弟或妹可优惠 10000 元。
已离开学校三年或以上又回来的家庭，需要再
交建校费。

人 民币 1 5, 00 0 元

餐费
幼儿班和学前班学生可享有上午茶点和午餐。
1-13 年级学生可享有每天午餐，包括每日沙拉
和以亚洲和西方食谱为特色的热餐。

每年的午餐费是可选的，学生家庭也可以自带
小吃和午餐。如有特殊的饮食要求，我们也很
乐意协助。
人民币 5,400 元

交通 费
每年的校车费都是基于校车线路服务的区域来
设定。校车费包括每天早上接下午送。不包括
下午课外活动所需校车。

华发和吉大线
中山线
唐家线
高尔夫山庄线
市中心线

人民币 7,500 元
人民币 11,800 元
人民币 5,800 元
人民币 7,100 元
人民币 7,100 元

其他 费用
其他需要另交的费用包括：
a) 外部 IB 考试费（预计：MYP 中学课程：约人民币 4500 元，DP 高中预科课程： 约人民币 9000 元）
b)在学校正常教学周之外的任何课程 (例如: PAMOJA 课程，预计约人民币 9,500 元.)
c)任何需由学习服务中心提供的学校通常课程表设置以外的特殊辅导课程。费用取决于一起商定的所
需的支持类型和时长，例如：1 对 1 辅导，在线课程等
d)学校外出旅行时的费用-- 无墙周活动 费用将根据旅行目的地和活动内容和时间长度决定费用。（预
计：约人民币 10,000 元）
e) 任何由学校代学生支付的相关专业服务的费用，例如教育用途的心理学报告。 需与咨询师商谈
这些都是预估的数字，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PAYMENT INFORMATION 付费信息

FOR MS O F PA Y M EN T
1. Cash in CNY only
2. Bank transfer in CNY or other foreign
currencies*
*Payment made in foreign currencies will be
calculated based on bank exchange rate of the
transaction day. Please inquire with the Finance
Office for exchange rate when you make the
foreign currency TT transfer

PA Y M EN T I N CN Y
Account Name:
ZHUHAI INTERNATIONAL SCHOOL
Account Number: 2002027009100005838
Bank: ICBC ZHUHAI BR TANGJIA SUB-BR
Address: 1 BLDG NO1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CENTRE 1 SOFTWARE PARK ORAD
ZHUHAI GUANGDONG CHINA

FOR EI GN CU R R EN CIE S P AY M EN T

学费付款方式
1. 现金 - 仅限人民币
2. 银行汇款 – 人民币或其他外币*

*外币付款按付款当日银行汇率计算。请联系财
务办公室 确认付款当日汇率。

人民币付款
账号名称：珠海国际学校
银行账号：2002027009100005838
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唐家支行
银行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软件园路 1 号
一号楼会展中心一层

Account Name:
ZHUHAI INTERNATIONAL SCHOOL
Account Number:
USD - 2002021719100226235
EUR - 2002021719100226359
HK - 2002021719100226084
AUD - 2002021719100225980
GBP – 2002021719100226111
Bank: ICBC ZHUHAI BR TANGJIA SUB-BR
Address: 1 BLDG NO1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CENTRE 1 SOFTWARE PARK ORAD
ZHUHAI GUANGDONG CHINA

外币付款
账号名称：珠海国际学校
银行账号:
美元账号 - 2002021719100226235
欧元账号 - 2002021719100226359
港币账号 - 2002021719100226084
澳大利亚元账号 - 2002021719100225980
英镑账号– 2002021719100226111
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唐家支行
银行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软件园路1号
一号楼会展中心一层

SWIFT/BIC CODE: ICBKCNBJZHI

SWIFT/BIC CODE: ICBKCNBJZHI

付款条款和条件

付款 条款
学费可以每年一付或每学期一付。招生入学表格或者继续入读表格中的相关详细信息将会被转给财务
部去做付款通知。即使学费是由某公司或其他机构支付，家长/监护人仍负有最终的责任，确保所有
的费用都已经及时支付。
为了保留新学年的学位，5 月 31 日之前，继续入读的学生需要支付不可退还的预定学位费。对于新
加入的学生，在收到录取函 5 个工作日内，就需支付预定学位费。收到付款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
该支付学费，如果学杂费未付清，学生就不可以上课。预定学位费将会在到期应付的学费中扣除，
（如果是分学期支付，则会在第二期学费中扣除）
如果在规定日期没有付清学杂费用，学校保留拒绝学生入学、进入学校设施包括班级的权利。欠交学
费的学生将不能上学，也不能获取学习报告和转学证明，直到学费付清。
任何关于此程序有疑问，请直接联系校长 Andrew VanderMeulen 先生，邮箱 andrewv@zischina.com(英
语) 或 联系 Lilian Zhang 邮箱 lilianz@zischina.com （英文和中文 ) 或 联系 Jenny Wang 邮箱
Jennyw@zischina.com （中文）

退学 条款 和退 费 规定
如需处理退学和退费，家长需提前 30 天提出书面通知。
• 如果学生的退学时间是在日历年的 11 月 30 日以前，只有所付全年学费的 40%会被退还。
• 日历年的 11 月 30 日以后发生的退学，没有任何学费退还。如果是分半年两期的付款，第二
学期的学费不可退还。
• 每年的交通费、午餐费均属不可退还的费用

逾期 付款 ：

插班 入学

对逾期未付的所有学杂费，将会收取每个月百

在学校学年开始后的六周内，插班加入学校的
学生，学费没有减免。在开学六周之后加入的
学生则会根据比例做出相应调整。整个学年的
学生上学日为 180 天。

分之一点五的滞纳金，每月叠加。一旦学生入
学，家长即(相当于)同意支付，在法律允许的
期限内，学校由于强制执行收取学杂费用所引
起的相关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其他费用。

School Address: Qi’ao Island, TangJia Wan, Zhuhai,
Guangdong, P. R. China 519080
PH: +86 756 331 5580; +867563320016
School Mobile: +86 137 2703 0105
E-mail: zis@zischina.com
Website: www.zischina.com

学校地址：中国广东珠海唐家湾淇澳岛;
邮编：519080
电话：+86 756 331 5580; +867563320016
移动电话：+86 137 2703 0105
电子邮件：zis@zischina.com
网站：www.zis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