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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条例 
这些财务条例取代任何和所有以前的财务条例 

更新：2019年11月 
如果法文和英文版本有任何差异，以法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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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海法国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根据中国法律，它包括两个法律实体：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

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无论学生被分配到哪个校区，这些财务条例在上海法国学校的上述两个实体均有效。上海法国学

校(Lycee Francais de Shanghai)是“法国海外教育署(Agence pour l‘enseignement Francais a 
l‘etranger)”（AEFE）的成员。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由上海法国学校学生家委会管理，

该家委会选举一个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为中国法人实体的法定代表。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委员会保留根据其权限随时修

改下列财务条例的权利。 
 
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注册或重新注册的学生完全接受

以下财务条例。 
 

第1条-定义 
在这些财务条例中，除非上下文明确地指出不同的含义，无论是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以下术

语具有以下含义。 

1.1 -首付 
这一术语定义了学年（n）期间向家庭和公司开具账单的金额，作为下一学年（n+1）学费的预付

款。其数额每年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收费标准中确

定，这些收费标准在学校的网站上公布。 
 
1.2 -学费支付证明 
学费支付证明代表： 

- 谁应支付以下费用 
o 注册材料审核费 
o 首次注册费或再次注册费 
o 学费和建设费 
o 语言教程费 
o 校车费 

- 账单名称和地址 
 
本学费支付证明是用于支付学费的证明文件。 
学费支付证明必须由学生的法定监护人签署，即使所有费用均由公司全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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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到期日 
这个术语定义了必须付款的最后日期。截止日期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发送的账单上注明。到期日是催款程序的起始日期，如“催款程序”一条所述。 

1.4 -注册费 
术语“注册费”是指以下一项或另一项注册费。 

 
1.4.1 -首次注册费 
首次注册费是在上海法国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学校首次注册时支付的费用。 

1.4.2 -再次注册费 
当一名学生如“取消注册-取消注册日期”一文所述从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取消注册申请，随后又开始重新注册流程，再次注册费用由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具账单。 
再次注册费的金额与首次注册费的金额相同。 不论子女从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

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取消注册和再次注册的间隔时间长短，均须缴纳再次注册费。 
 

1.5 -账单-贷记单 
账单一指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发送的文件，该文件通知

家庭和公司应支付的费用金额。 
贷记单一指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发送的文件，该文件通

知家庭和公司已开的账单已被部分或全部取消。 
账单或贷记单只能以发送给签署学费支付证明的公司或学生的法定监护人。 在任何情况下，账单

上都不能出现多个法定监护人的姓名。 
这些文件可在上海法国学校官方网站上查阅，供家庭和公司下载。 

 
当有账单或贷记单需要从上海法国学校官方网站上下载时，学校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家庭或公司。

电子邮件的收件人是学费支付证明上注明的联系人。 在任何情况下，电子邮件都不能发送给其他

收件人。 
 
1.6 -家庭 
该术语系指学生的法定监护人。 法定监护人的姓名将在学费支付证明上注明。 

 
1.7 发票 
发票是指中国官方的收款凭证。只有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

学校收到付款后才开具。发票抬头应与账单上的名称相同， 不能开具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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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费用 
费用一词，除非另有说明，涉及此后列出的任何和所有费用。 

 
1.8.1 -注册材料审核费 
注册材料审核费用于支付注册的管理费用。 注册材料审核费必须在注册时支付，不能免除。在以

下情况下，注册材料审核费也无法退还： 
- 上海法国学校无法为学生提供入学名额 
- 家长最终决定不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为他们的

孩子注册入学 
每名孩子的注册材料审核费应分别开具。 

 
1.8.2 -学费 
学费是指孩子在普通或“Bilangue”教程班就读一学年的费用。 这些费用是根据“账单和付款方式”一
条中的规定开具账单的。 

1.8.3 -建设费 
建设费用于资助学校内的投资，并作为担保，以防不支付费用。 
建设费的退还方法在“建设费的退还”一条中作了解释。 

 
1.8.4 法语课程费 
希望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注册的学生，如果法语水平

不足以能够很好地接受教育，将被要求参加为期一年的法语提升课程。 当被要求参加时，此课程

是强制性的，否则学生不能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注

册。 

该法语课程的学费支付证明应由学生的法定监护人签署，如果法语课程的费用由公司支付，则应

由公司和法定监护人签署。 

无论学生需要参与这个课程的小时数或持续时间，这些费用都不做退还。 

1.8.5 -语言教程费 

注册国际语言教程（bilingue/international/européenne/orientale），或注册除普通语言教程

（générale或Bilangue）以外的任何其他语言教程，将产生在普通学费之外的附加费用。 这些被

称为语言教程费。 
语言教程的注册仅基于教育小组的评估。 
对于将在学年期间更改语言教程的学生，请参阅文章“具体情形-语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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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校车费 
校车费是指乘坐学校校车所应支付的费用。有关学校校车规则，请参阅“学校校车登记”一条。 

 

1.8.7 -体育和文化活动费 
体育和文化活动是可选的。 学生若参加必须进行登记。 体育和文化活动有具体的财务条例。登记

参加这些活动后，会根据体育和文化活动的收费标准具体计费。 

 
1.8.8 -额外费用 
1.8.8.1 -其他学术活动 
根据学生注册的班级水平，可以提供额外的学术活动，特别是考试准备课程。这些都是可选的，

需要额外的付款。 在这些活动开始之前，将向家长通报所有费用。 登记参加此类课程应是确定和

明确的，并且需要在登记后立即支付。 如果学生缺席或完全退出此类课程，将不会开具贷记单进

行退还费用。 
1.8.8.2 -不归还学校教科书和/或图书馆书籍 
学校教科书或图书馆书籍不归还将导致收费。  
教科书将一次性收费每本300元人民币。 
图书馆的图书按成本价和20%的加价收费，加价包含了行政费用和清关费用。 

 
1.9 -日 
“日”指一个日历日。 

 
1.10 -学期 
学年分为两个学期： 

- 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天至12月31日。 第一学期阶段为“9月-12月”，无论第一天上学的日期

是哪天，即使开学日期是在八月。 
- 第二学期：从1月1日起到最后一天上课。 这一学期阶段为“1月-6月”，无论学校最后一天

的日期是哪天，即使最后一天的课程是在七月。 

1.11 -分期付款计划 
这一术语指的是分期付款中规定了每月支付的金额的文件。本文件必须由在学费支付证明上所注

明的同一法定监护人签署。 如果家长有意向申请分期付款，请参阅分期付款条款。 
 
1.12 取消注册-取消注册日期 
取消注册手续由注册部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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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注册日期以注册部收到取消注册表格的日期为准。 任何其他形式的与其他人（教师、教学团

队、学生事务或任何其他部门）的沟通将不被视为正式取消注册。 取消注册表必须由法定监护人

签字。 

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 
 ttp://www.lyceeshanghai.com/inscriptions/departure-from-the-school/?lang=en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否由公司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公司都不允许取消学生的学校注册 

 
1.13 公司 
公司一词是指负责支付其雇员、经理或高管子女的全部或部分费用的公司。 

 
1.14 -学校伙食补贴 
学校伙食补贴是指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校园卡上存入

的金额。总金额等于学校网站上的套餐菜单所标注的金额乘以在校天数。 
补贴将在每月月初存入到学生的校园卡里。 
学生在就学最后一天的卡上剩余金额不能结转给其他学生、家庭、公司或任何其他人。 
 

第2条-收费标准 
 
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接受教育应当支付费用。每学年

的学费由前一学年学生家长大会决定。 收费标准公布在学校网站：. 
https:/www.lycee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6/tarif_20-21_eng.pdf 

 

学费和注册费不可议价，在任何情况下，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都不会给予折扣，即使一个家庭希望为一个以上的孩子注册入学。 
 
2.1 -账单日历 
学费根据在学校网站上公布的计费日历开具账单。该日历可在收费标准公布当天在线查阅。 
对于2020-2021学年，计费日历将在2020年3月更新。 

 
2.2 -学费项目 
2.2.1 小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CM2（小学的最后一年） 
包括以下内容： 
- 义务教育课程 
- 学校食堂在每个上学日为每个孩子提供的，基于套餐费用的补贴餐。  
套餐费用可在学校网站上查阅：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青浦校区

上海市青浦区高光路350号，邮编201702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 (8621)39760577 
. 

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杨浦校区 
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788号，邮编200438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 (8621)3976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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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yceeshanghai.com/parental-information/canteen/general-informations/？lang=en 
- 学校用品，但学校网站上列出的年度用品或注册时列出的清单除外。 
- 学校借给的教科书 
- 不需要过夜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实地考察旅行。尽管如此，可能会有一些学校实地考察旅行需要父

母的经济支持 
- 学校保险，保险如学校网站上所述： 
h ttp://www.lyceeshanghai.com/parental-information/school-insurance/?lang=en 

2.2.2 -中学（从初一6eme 到高三毕业） 
包括以下内容： 
- 义务教育课程 
- 学校食堂每个上学日为每个孩子提供的，基于套餐费用的补贴餐。 
套餐费用可在学校网站上查阅： 
http://www.lyceeshanghai.com/parental-information/canteen/general-informations/？lang=en 
- 学校用品，但学校网站上列出的年度用品或注册时列出的清单除外。 
- 学校借阅的教科书 
- 不需要过夜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实地考察旅行。然而，可能会有一些学校实地考察旅行需要父母的

经济支持 
- 学校保险，保险如学校网站上描述： 
h ttp://www.lyceeshanghai.com/parental-information/school-insurance/?lang=en 
- 考试和与第二轮高考有关的旅费 
- 每个语言教程的认证 

 
此外，孩子在高一2nde班以及更高年级班级的家庭可以支付押金借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笔记本电

脑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押金在将笔记本电脑退回IT部门后退还。 
 
2.3 -未列入学费的项目 
下列项目不包括在学费中。 

- 体育和文化活动的费用，包括“études dirigées”学习督导的费用 

- 体育和文化活动以外的课外活动的额外费用 
- 含有过夜住宿的学校旅行 
- 超过食堂伙食补贴的餐食费用 
- 具体认证和准备外部考试的费用 
- 进阶教育准备课程的费用. 

2.4 -经济援助 
AEFE可向法定监护人没有足够资金支付费用的法国公民儿童提供经济援助。经济援助金可支付法

国境外法国学校开具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提供的经济援助仅限于AEFE规定的年度额度，并根据法定监护人可获得的个人资源和财产情况进

行评估。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青浦校区

上海市青浦区高光路350号，邮编201702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 (8621)39760577 

 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杨浦校区 
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788号，邮编200438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 (8621)3976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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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援助申请文件可以在法国总领事馆取得；文件必须返还领事馆，由领事馆进行处理。 

 可能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的家庭必须与领事机构联系，并遵守经济援助的申请期限。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网站： 

h ttps://cn.ambafrance.org/Bourses-scolaires-19930-  
 

不再领取经济援助的家庭将按家庭费率收取建设费。 
 

第3条-账单和付款方式 
3.1 -学费支付证明 
每笔费用的账单是根据学费支付证明开具的。 该支付证明在学生注册时填写（见附件1）。 
学费不能与建设费分开。 因此，负责支付学费的一方也负责支付建设费。 

 
若没有签署新的学费支付证明，账单收件方的姓名将不得更改。只有在变更后开具的账单上的名

字才能更改。 已开具的账单不能重新开具给任何其他收件方。 
 

3.2 -帐单 
3.2.1 -收件人 
除涉及体育和文化活动的账单外，账单均为英文。选择的活动将以法语书写。 
开具账单： 
家庭：以学费支付证明上注明的法定监护人作为收件人。 
公司：以学费支付证明上所列明的联系人作为收件人。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位联系人。 

 
3.2.2 -术语 
上海法国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学校的账单是英文的。主要费用将如下所述： 

 
 首付 
 注册材料审核费 
 注册费 
 学费 
 建设费 
 语言教程费 
 校车费 
 法语提升课程费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青浦校区

 上海市青浦区高光路350号，邮编201702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8621）39760577 

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杨浦校区 

 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788号，邮编200438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8621）39760577 

 

 
11
1 

 
3.2.3 -新注册 
首次注册费及再次注册费由家庭以书面形式接受注册部提出的入学安排时收取。 

首付款及建设费将开具账单于：. 
- 三月份，如果家庭已经接受了注册部在三月份前提出的入学安排 
- 如果在三月后接受，则在接受建议的入学安排后开具。 

 
只有在收到全额注册材料审核费和注册费后，才能由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确认学生的注册。 
 
如果家庭决定取消其孩子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的注册，无论家庭何时就该决定通知学校，注册材料审核费、首次或再次注册费仍应支付。 
 
3.2.4 -重新注册 
在新学年重新注册流程结束时，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

具首付款账单。 
 
如在重新注册后，家庭决定其孩子在新学期不再就读于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

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必须通知注册部，并最晚在5月31日前发送退学登记表 。 
 
如果在学年的第一天，家庭或公司尚未全额支付上一学年的费用和第一学期的费用（如“学期”中
所定义的），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保留不接受该学生入

学的权利。 
 
3.2.5 具体情形-语言教程 
3.2.5.1 -学年期间的变化-从普通语言教程（générale或Bilangue）改为国际语言教程

（bilingue/international/européenne/orientale）教程 

注册国际语言教程（bilingue/international/européenne/orientale），或注册除普通语言教程

（générale或Bilangue）以外的任何其他语言教程，将产生在普通学费账单之外的额外账单。 

根据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教育小组的评估和家庭的协

议，学生可以在学年期间将语言教程从普通语言教程（générale或Bilangue）改为国际语言教程

（bilingue/international/européenne/orientale）。 

语言教程费的计费按发生变更的月份进行。语言教程费用按比例计算，任何已开始的月份 

都应全额支付。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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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 -学年期间的变化-从国际语言教程（bilingue/international/européenne/orientale）改为普通语

言教程（générale或Bilangue） 

一些学生可能在学年期间将语言教程从国际语言教程（bilingue/international/europé

enne/orientale）改为普通语言教程（générale或Bilangue）。 

贷记单按比例计算，任何已开始的月份都应全月支付。 

3.2.6 -减免-经济援助 
3.2.6.1 -已经被资助的学生 
前一学年所有或部分学费已获得法国海外教育署资助的家庭，将按前一年获得资助的百分比开具

账单。 
一旦AEFE确认学年经济援助的百分比，账单将会进行调整。 
支付的条件与未获得经济援助的学生相同。 如果该学年的经济援助百分比高于上一学年的经济援

助百分比，则将开具贷记单，并退还家庭多付的款项。 
  

3.2.6.2 -新注册的其兄弟姐妹正在接受经济援助的学生 
如果新注册的学生的兄弟姐妹已经获得了经济援助，新学生的账单是根据前一年兄弟姐妹获得的

经济援助的百分比开具的。 
 

3.2.6.3 -有可能获得经济援助的学生 
对于没有经济援助但可能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的学生，如果其兄弟姐妹没有经济援助，将开具全

额账单。 
 
然而，向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提供一份已向法国总领事

馆提交经济援助文件的保证声明的家庭，可以只支付账单费用的10%，但必须全额支付的注册材

料审核费除外。 
 
该学生账单的支付条件与非经济援助学生的支付条件相同。 

 
如果经济援助是由 AEFE提供的，那么账单将根据 AEFE提供的经济援助的百分比进行调整。如果家

庭支付的款项超过了调整后的账单金额，则将退还已支付的多付款项。 
 

3.3 -规定的付款时间 
每次付款的到期日在账单上注明。 

 
注册材料审核费应在每个学生的注册程序启动时支付。 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注册部不会处理注

册文件。 注册材料审核费必须由家庭支付。 发票将在付款后开具。如果存在费用由公司报销的情

况，家庭应自行与公司就这些费用的报销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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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费用应在收到账单后支付： 
- 注册材料审核费 
- 注册费 
- 额外费用（如学校组织的教育相关课程）. 

 
以下费用应在收到账单后30天内支付 

- 建设费，首付款 
- 学费 
- 语言教程费 
- 法语提升课程的费用 
- 校车费 
- 体育和文化活动费 

3.4 -分期付款 
3.4.1 分期付款和适用申请人 
如果费用由家庭支付，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仅接受家庭

分期支付以下费用，： 
- 学费，但首付款除外 
- 语言教程费 
- 校车费 

家庭必须严格遵守关于如何分期付款的准则才能获得分期付款的许可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分期支付下列费用 

- 注册材料审核费 
- 首付款 
- 首次或再次注册费 
- 建设费 
- 体育和文化活动费 
- 单独开具的校车费和/或语言教程费用 
- 单独开具的法语提升课程的费用 
- 额外费用（如学校组织的教育课）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公司分期付款。 

 
3.4.2 关于如何分期付款的准则 
希望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家庭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将需求发送到finance.dep@lyceeshanghai.com。 

 

财务部将制定分期付款计划。 此分期付款计划在与家庭和财务部门的面谈期间进行审查，并将经

由双方同意，应由学生或学生的法定监护人签字确认。如果在15天内没有将已签署的分期付款计

划回复到财务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将视作家庭不希

望使用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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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分期付款可在8月1日至9月1日之间的任何日期进行支付。 最后一次不能晚于当前学年的5
月31日。 

3.4.3 不遵守付款计划的规定 
如果家庭不遵守其签署的付款计划，也没有通知财务部门，以及连续3次付款延迟，将被从付款计

划名单里排除，并将收到催款程序，如“催款程序条款”所述。 （第4条） 
 
3.5 -学生在学年期间入学 
在学年期间入学的学生的学费、语言教程费和校车费根据学生上学的月数按比例计算。 
例如：一名学生于今年2月23日到达，将收到第二学期（1月至6月)费用的六分之五（2月至6月）

的账单。 
注册材料审核费、注册费和建设费应全额付清。 
 

3.6 -学年期间退学或者缺席 
任何已开始的学期其费用应全额支付。 
如在学年内退学或有任何缺席，不论原因及时间长短，均须支付全额费用。但须支付的校车费除

外，条件是校车服务停止已书面通知到校车管理部门。 
关于校车费的具体规定请参阅“学校校车登记”条款。但是，要指出的是，每个月的付款应整月支

付。 
无故缺勤可能导致停学。 

 
3.7 -停学或开除 
如果学生在任何情况下被暂时停学，费用仍应支付。家庭或公司不能要求贷记单和/或退款。在永

久开除的情况下，，如果学年已经开始，学费、语言教程费和校车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全部付清。 

3.8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 时间表调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和非全日制上学的家庭必须全额缴纳学费。 

 
如果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教师团队为家庭提出学生时间表的改变或调整建议，费用仍须全额支

付。 
 
这些措施也适用于由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有“个性化的教育计划”的家庭，其中必须有成年人帮助学生的，将需要与上海法国学校签署一

个具体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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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增值税 
中国政府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国家层面实施增值税改革，学费免征增值税。 

3.10 -支付方式 
账单必须以人民币支付。 

 
3.10.1 -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3.10.1.1 -从中国境内银行账户付款 
从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的付款必须以人民币支付给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在杭州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青浦校区） 

 
 

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杨浦校区） 

 
3.10.1.2 -中国境外银行账户付款 
从中国境外银行账户（中国大陆以外）支付的款项必须存入下列银行账户：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青浦校区）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银行地址：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2067号1楼，200336 
账户名称：Lycee francais de Shanghai 
账号：437759223323 
SWIFT代码：BKCHCNBJ300 
CNAPS代码：104290003365 

 

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杨浦校区）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银行地址：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2067号1楼，200336 
户名：Shanghai Yangpu French School  
账号：433878276946 
SWIFT代码：BKCHCNBJ300 
CNAPS代码：104290003365 

 

（*Lycee francais de Shanghai的书写必须为纯英文字母，没有特殊符号和标点） 

帐户名称/账户名称：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开户行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号：3101040160000855731 

行号：313290030013 

账户名称：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开户行名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号：3101040160000877834 

行号：3132900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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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由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设的中国银行账户进行结

汇。 外币由中国银行按收到款项当日的汇率进行折算。汇率请参考中国银行网站。 
https://www.boc.cn/sourcedb/whpj/enindex2.htm 

 

3.10.1.2.1 -汇率差异 
因外币支付外汇汇率差异而导致支付金额的不足，必须由银行转帐的付款人补足。 

3.10.1.2.2 -银行手续费 
银行转账的付款人负责从国外支付的所有银行费用。这包括中国银行可能向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收取的手续费用。 
 
3.10.2 -银联卡/现金支付/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 

付款可以通过银联卡，现金和微信或支付宝（见下文）。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现金支付。 

3.10.2.1 -青浦校区 
在青浦校区，在学年期间可以在财务部(C341室)通过银联卡，现金，微信（仅通过扫描手机上的

二维码)和支付宝(仅通过扫描手机上的二维码）进行支付。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时
至12时30分，下午13时至17时 
如 需 在 假 期 里 付 款 ， 请 预 约 电 话 00862139760555-535 或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finance.dep@lyceeshanghai.com 
  

3.10.2.2  -杨浦校区 
在杨浦校区，在学年期间，可以通过银联卡、现金、微信(仅通过扫描手机上的二维码)和支付宝

(仅通过扫描手机上的二维码)在接待处付款。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时至12时30分，

下午13时30分至17时。 
 

如需在假期里付款，请致电00862168976589-714进行预约。 

3.11 -开具发票 
3.11.1 -发票的类型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即，

不可抵扣增值税的发票。 

3.11.2 -开具发票 
发票抬头开具为账单注明的付款人。 发票仅在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收到付款后才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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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费不开具发票，因为这些建设费将在学生从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退学时退还。 
 
 

第4条-催款程序 
由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出的账单必须最迟在账单上注明

的到期日付款。 
如到期未付款，启动催款程序。 

- 第一次提醒：到期日+1天 
第一次提醒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 

 
- 第二次提醒：到期日+15天 

第二次提醒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 
 

- 第三次提醒：到期日+30天 
第三次提醒是最后通知。它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 当公司支付费用时，家庭也将被告知

公司不支付账单的行为。 
从账单到期日起，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可以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的短期利率征收利息。 
截至第三次提醒之日： 

 新学年的重新注册被暂停 
 所有新的体育及文化活动的登记被暂停 
 住宿过夜的学校旅行登记被暂停 

 
- 案件将由律师事务所处理：到期日+45天 

 
受益于分期付款计划的家庭必须遵守所达成的协议。如果未能遵守，将导致催款程序的启动。 

 
当家庭或公司出现拖欠付款时，启动催款程序将包含所有未付的账单。付款提醒将基于最早的账

单。 
 

第5条-退还建设费 
 
5.1 -学生退学 
学生退学后建设费将给予退还。 以下规定也适用于毕业年级的学生，他们将在通过高考（最后一

年的考试）后离开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建设费只能退还给最初支付建设费的个人或公司。 

退还建设费的前提是家庭和/或公司不得拖欠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任何费用。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青浦校区

 上海市青浦区高光路350号，邮编201702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8621）39760577 

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杨浦校区 

 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788号，邮编200438 
 电话：（8621)39760555 
传真：(8621）39760577 

 

 
18 

所有可能未付的费用将从将要退还的费用中扣除，无论退还给谁-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 

- 学费、校车费、语言教程费 
- 未归还的学校课本 
- 未归还的图书馆书籍，杂志，CD，DVD... 
- 体育和文化活动、学校旅行费 
- 等等。 

建设费的退还在学生离校日期后的三个月内进行，并且只有在家庭或公司向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提供了必要的文件（护照复印件和银行详细信息）的情

况下方可退还。这些文件必须发送到以下电子邮件地址：finance.dep@lyceeshanghai.com。 

5.2 -付款人变更 
如有付款人变更，家庭应及时通知财务部。 

新的学费支付证明将引起学费和建设费付款人变更（从家庭变为公司/从公司变为家庭或从公司

变为公司），导致初始建设费退还。 

该退款只能退还给最初支付建设费的个人或公司。 

新的付款人必须按学生首次注册时生效的收费标准支付建设费。 建设费不能从一个付款人转移到

另一个付款人。 

建设费的退还应在学生离校日期之后的三个月内进行，并且只有在家庭或公司向上海法国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提供了必要的文件（护照复印件和银行详细信息）

的情况下方可退还。这些文件必须发送到以下电子邮件地址：finance.dep@lyceeshanghai.com。 
 
 
5.3 -退还方式 
5.3.1 -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的原始付款 
当建设费最初是从中国境内银行账户支付时，只要银行账户持有人与建设费的原始付款人相同，

建设费就会退还到该中国境内银行账户或任何其他中国境内银行账户。 

退款不能汇入中国境外银行帐户。 

家庭或公司应保证原始付款人在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的有效性，以便进行退款。 

5.3.2 -境外（中国大陆境外）银行账户的原始付款 
当建设费以外币从中国境外银行帐户（包括香港和澳门）支付时，建设费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

进行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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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币（CNY）退还到中国境内银行账户，只要该银行账户持有人与支付建设费的原

始付款人相同即可。退还金额将为退还当日外币汇率结算的金额。 
- 仅在前一年从该银行帐户中支付学费的情况下，才可以将建设费以原始币别退还到该原

始支付账户。无法向与最初使用的中国境外银行帐户不同的账户进行退还。如果未从该

银行账户中支付过学费，那么只要账户的持有人与支付建设费的原始付款人相同，学校

将只能以人民币退还到中国境内的银行账户中。退还金额将为退还当日外币汇率结算的

金额。 
 

第6条-学校校车登记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一定条件下为家庭提供交通服务。

该服务必须付费。 
这项服务向3岁以上的孩子在乘坐校车的第一天提供。 
乘车地点由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统一安排， 详情请参

考： 
http://www.lyceeshanghai.com/parental-information/bus/general-informations/？lang=en 
登记及费用不包含设立新的乘车点。家庭将自己负责安排交通到达校车服务所标明的乘车地点。 

 
 所有使用校车服务的学生都应遵守学校网站上公布的校车表，这也可在“通讯卡”中查阅。 不遵守

规则将导致暂停或无法使用该服务。 费用不予退还。 
 
无论学生注册的校区和乘车距离、乘车点，校车的收费是相同的。与校车有关的付费应结合“付

款方式”条款所述进行。 
 
不想再使用校车服务的家庭必须提前两个工作日向以下电子邮件地址提交书面请求

青浦校区：j ames.qu@lyceeshanghai.com 和 b us.qingpu@lyceeshanghai.com  
杨浦校区：l uc.xu@lyceeshanghai.com 和 bus.yangpu@lyceeshanghai.com 
 

 

每个月的付款必须全月支付。 
即使是公司为校车服务付费，公司也不能取消学生的校车服务登记。 

 
未办理校车服务登记的学生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乘坐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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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体育和文化活动登记 
参加体育和文化活动需支付额外费用，并将开具账单。体育和文化活动有具体的财务条例。 

 

第8条-损坏 
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上海杨浦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保留向学生家庭要求赔偿因学生故意

损坏而可能遭受的损失的权利。 

赔偿帐单是独立的，与可能对学生采取的惩罚无关。 
 
 

附件-付款证明 
见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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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学费付款证明-青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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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学费付款证明-杨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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