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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十二五”河南学生资助发展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 王晖 史晓琪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是党和政府强力推进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是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脱贫攻

坚的重要政策措施。“十二五”以来，在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教育、财政等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省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资助资金大幅度增加，各项资助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水平不断提高，保障

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正值新学期开学之际，各类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能否顺利入学，学生资助工作开展的成效
如何，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9月6
日，记者就我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情况采
访了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

寒门学子牵动着社会的神经。据介绍，国
家及我省已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
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为确保实现“不让一名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资助工作目标奠
定了坚实基础。“十二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教育、财政等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全省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财政投
入力度不断加大，资助资金大幅度增加，各项资
助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水平不断提高，
保障了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助权益。

“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
生 1.69亿人次，资助资金达 427.23亿元（不含
义务教育阶段免杂费）。其中，2015年资助资
金达112.36亿元，较 2011年增长 88.8%，年递
增17.2%。其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高等教育
学生资助，是资助政策最集中、最早建立资助政
策体系的学段。目前，我省已实施了国家助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贷
款等“多元混合”的资助政策体系，切实减轻了
高校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真正做到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上学“三不愁”。

该负责人透露，下一阶段，我省资助工作的
重点是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在资助对象认定
上，省教育厅制定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
法，进一步提高认定精准度。在资助标准上，对
国家助学金等实行按照困难程度分档发放资助
资金，并确保资助资金及时准确发放到位。在
工作体系建设上，要进一步推进机构标准化和
人员专职化，将培训拓展到市、县、学校甚至院
系、辅导员、班主任，确保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畅通无阻。在资助育人方面，要通过资助政
策的落实，诚信教育的持续开展，培养广大学生
的自立自强意识、诚信感恩意识和爱国爱党意
识，着力构建包括物质帮扶、道德浸润、能力拓
展、精神激励、规范管理等方面的长效机制，让
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接受资助的过程中成
长成才，让每一名学生享有平等的人生出彩机
会。⑥7

让每名学生都享有
人生出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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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我省不断完善学生资助政策。
“十二五”期间，国家及我省根据经济发展
水平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需求，出台或
调整一系列资助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了从
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一步完善。我省全
面实施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实现了对
省内高校就读学生和省外高校就读的河南籍
学生的全覆盖和“应贷尽贷”。将本专科学生
国家助学贷款最高标准限额由6000元提高到
8000 元，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由
6000元提高到12000元。

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全面建立，建立了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制
度，对博士生分别给予3万元、12000元、1万
元的奖助，对硕士生分别给予2万元、6000元
和8000元的奖助。

高校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全面实施。对被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录取且家庭经
济困难的河南籍高中应届毕业生给予入学路
费和入校后短期的生活费资助，被省内院校录
取的每人补助500元，被省外院校录取的每人
补助1000元。

直招士官国家资助政策全面实施。对直
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为部队士官的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
应（往）届毕业生，及成人高校的普通本专科

（含高职）应（往）届毕业生，纳入全国高等学校
招生统一考试、直接招录或选拔补充为部队士
官的定向生，按照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
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 12000元的标
准进行资助。

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标准提高。普通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每
生每年1500元提高到每生每年2000元。

中职免学费范围不断扩大。至2015年秋
季学期，已实现对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式学籍在校学生全部免除学费。

中职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进一步调整。

资助对象由具有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
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
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调整为具有
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
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我省
26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的全部农
村（不含县城）全日制学生。

学生资助政策已成体系。目前，我省已建
立了覆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
的资助政策体系，实施的资助项目达20多项，
实现了对所有学段的全覆盖、对公办和民办学
校的全覆盖以及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覆
盖，从制度上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资
助的基本权益。

在关注度最高的高等教育阶段，实施了国
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
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
（包括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师范生免费教育、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毕
业生赴基层单位就业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生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直招士官国家
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勤工
助学、学费减免、校内奖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
和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的资助
政策体系。

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普通高中教育阶
段、义务教育阶段、学前教育阶段，也都有相应
的资助政策。⑥7

政策有多给力？ 报告显示：我省已建立了覆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的资助政策体系，实施的资助项目达
20多项，实现了对所有学段的全覆盖、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全覆盖以及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覆盖。

“十二五”期间，我省学生资助投
入持续保持增长势头。我省累计资助
各级各类学生1.69亿人次，资助金额
达427.23亿元（不含义务教育阶段免
杂 费 ，下 同）。 其 中,2015 年 资 助
4174.93 万 人 次 ，较 2011 年 增 长
107.4%；资助经费达 112.36亿元，较
2011年增长88.8%，年递增17.2%。

政府投入占主导地位。“十二五”
期间，各级财政累计安排我省各级各
类学校学生资助资金353.26亿元，占
总投入的 82.7%，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1.63亿人次。其中：2015年，各
级财政累计安排我省各类学生资助资
金 81.95 亿 元 ，较 2011 年 增 长 了
60.4%，年递增12.5%，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4013.93万人次。

国家助学贷款达47.75亿元，逐步
成为高校学生资助的主渠道。2004
年，我省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探索建
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河南模式”，被我省
高校录取的学生实现了“应贷尽贷”。
2013年，我省启动了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工作，解决了河南籍考往省外高校
学生贷款难的问题。2015年，我省全
面实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建立
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与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并行的“双轮驱动”工作模式，实
现了政策“全覆盖”和“应贷尽贷”。

“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发放国
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47.75亿元，占
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总投入的
33.2%，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80.03 万人次，贷款发放量和资助困
难学生数量分别是之前 5 年总和的
1.77倍、1.39倍。其中：2015年，我省
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22.53 亿元，位居
全国第一，占当年高等教育阶段学生
资助总投入的 50.02%，较 2011年增
加了 3.41 倍，资助学生 31.14 万人。
国家助学贷款已成为我省资助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渠道。

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情况良好。至
2015年底，全省贷款毕业生 66.19万
人，贷款金额50.71亿元，欠息率仅为
2.49%，其中到期贷款本金22.63亿元，
本金违约率为2.03%，远低于我省确定
的14%的风险补偿金比例。我省国家
助学贷款工作已实现了良性运行。

学校和社会资助资金26亿元。⑥7

“十二五”期间，全省高等教育至
学前教育各项资助政策得到全面落
实，资助投入持续增长，资助成效显
著。全省累计资助普通高校学生
1010.89 万人次，资助金额 143.9 亿
元；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674.12万
人次，资助金额54.86亿元；资助普通
高中学生359.72万人次，投入资助资
金 29.49 亿元；资助中小学生 1.48 亿
人次、195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
儿 77.34 万人次，投入资助资金 2.69
亿元。此外，中央彩票公益金助学项
目“励耕计划”和“滋惠计划”资助我省
中 职、中 小 学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教 师
12890人、1.29亿元。

我省强力推动市县级和高校资助
工作专门机构和专职队伍建设。目
前，全省 18个省辖市、151个县（市、
区）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分别占市县总数的
100% 和 95.6% ，远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53%、50%的比例。我省已形成了覆
盖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的资助工作体系。

我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和方法，通
过各种媒体，在招生、开学等关键时间
节点开展资助宣传。持续开展“诚信校
园行”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实施了“两节
课”制度和各级各类学校随录取通知书
发放宣传资料制度；在省招办发行的
《招生考试之友》上刊发河南学生资助
政策简介；在省政府、省教育厅官方网
站显著位置开辟学生资助专栏等。

我省助学贷款工作机制不断完
善。在继续做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
基础上，全面实施了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形成了两种贷款模式“双轮驱
动”、相互促进、共同健康发展的新格
局。省教育厅会同省财政厅、国家开
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等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实施意见和管理措施将贷款申
请、审核和贷后管理等各个环节任务
具体到天、明确到人。积极探索贷后
管理新模式，开展了违约贷款集中通
知提醒服务，试点开通了POS机刷卡
还款业务，开展国家助学贷款电子档
案试点等。

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享
受到相应的资助权利，省教育厅会同
省财政厅等部门以制度监督建设为重
点，针对各项资助资金制定了管理办
法，细化操作规程，明确管理责任，规
范资金管理，将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
况作为监督检查重点列入年度工作计
划，设立举报投诉电话号码，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对虚报受助学生人数套取
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的，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取消相关
县（市、区）和学校省级以上专项资金
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有关方面
先进评选。⑥7

资金从哪里来？ 报告显示：各级财政累计安排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资助资金
350多亿元，占总投入的八成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63亿人次。

落实得怎么样？ 报告显示：全省高等教育至学前教育各项资助政策得到全
面落实，资助投入持续增长，资助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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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咱河南点赞！比较负责任和人性化！让

读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静看风云起

除了上学不愁，还要人生出彩！寒门学子

加油！

——网友雅俗共赏

愿每名学生、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人生出

彩机会。

——网友云淡风轻

爹娘不再为我的学费操心了。努力，希望

将来能助别人一臂之力。

——网友半瓶神仙醋

依靠。温暖。动力。

——网友山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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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答谢广大彩民对福彩
“快 3”游戏的关心与支持，河南福彩
中心于9月 5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快 3”游戏 1000 万元大派奖活动。
9月 5日一大早，平顶山福彩各站点
喜讯频传。

“一大早就中了 130 元，心情特
别 好 。”昨 日 中 午 ，在 市 区 园 林 园
41040047 号福彩站网，工作人员曹
先生说，当天是“快 3”派奖第一天，
关注的人比较多，早上一开门就有彩
民进店直奔“快 3”玩法而来。说起
摘得头彩的彩民，曹先生说，由于 9
月 4 日晚最后一个号出的是豹子号
3、3、3,根据经验，第二天第一个号

是“拖拉机”的概率比较大，所以中奖
彩民第一号选的是4、5、6包号，结果
真的中了奖。虽然 130 元的奖金并
不是很多，但一大早就中奖，一天的
心情都是好的。“我这个站还不算多，
我们‘快 3’微信群里才热闹呢，一大
早大家都在晒中奖票，几百元的、几
千元的还有上万元的，彩民都是瞅准
派送机会，收获都不少。”曹先生一边
拿着手机一边兴奋地说。

早在上个周末，平顶山市区各福
彩站点早早地就把“快 3”派奖活动
的宣传海报给贴了出来。41040052
号福彩站点的工作人员说，派奖的海
报刚张贴出来，就有彩民开始咨询

了，在派奖活动后，关注“快 3”的彩
民会更多。

“5 天送 1000 万元，所有玩法都
派奖，彩民选择的空间更大了。”投注
站销售员高兴地说，此次也是河南福
彩“快3”首次全玩法派奖活动。派送
活动从 2016年 9月 5日开始，共 5天
时间。如果 5天内 1000万元提前派
完，活动提前结束；如果 5天内 1000
万元没有派完，则活动将继续进行，直
到1000万元派完为止。

派奖期间，“和值4”奖金由 80元
加奖至 100元；“和值 5”奖金由 40元
加奖至50元；“二同号复选”奖金由15
元加奖至20元；“二同号单选”奖金由
80元加奖至100元；“三不同号”奖金
由 40元加奖至 50元；“二不同号”奖
金由8元加奖至10元；“三连号通选”
奖金由10元加奖至13元等。

“快 3”游戏自 2014 年 9月 22 日
在我省上市以来，深受广大彩民的喜
爱。有着趣味性强、返奖率高、中奖容
易、奖金固定、快速开奖等优点，此次
1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是一次实实在
在的回馈。不同投注方法增加不同的
固定奖金，派奖后的奖金在原中奖金
额的基础上增加，真正得到实惠的非
彩民莫属。

福彩“快3”1000万派奖开启
平顶山彩民第一期喜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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