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结束后，同学们陆续收到高校录取

通知书。有不少同学咨询关于资助、贷款等

方面的问题，这里为大家整理了最新、最全的

资助热线和政策，供贫困生们参考。

教育部连续第13年开通高校学生资助

热线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

今年开通时间为7月21日至9月10日，服务

期限由原来的1个月延长至52天。

除此之外，各地各校都有资助热线。如

果学生有问题，可先拨打就读学校热线电话；

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再拨打相关省市

直至教育部热线电话。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有疑问可拨打国

家开发银行热线95593咨询。

资助热线电话结束后，同学们可以继续

通过学校的资助部门咨询政策和反映问题，

也可拨打教育部常年开设的统一监督举报电

话010-66092315、010-66093315。

资助热线介绍完了，赶紧看看2017最新

学生资助政策。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已建

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国家助学贷款、新生入学资助、勤工助学、

学费减免、补偿代偿、“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

并举的混合资助政策体系，确保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三不愁”，即：入学前不用愁、入学时

不用愁、入学后不用愁。

1.国家奖学金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特别优

秀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

士学位）在校生，每年奖励本专科学生5万

名，每生每年8000元。

2.国家励志奖学金

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

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

学位）在校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约为

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

士学位）在校学生总数的3%，每生每年5000

元。同一学年内，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

学金不能同时获得。

3.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

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国家

助学金资助面约为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

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学生总数的

2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可

分设2~3档。

4.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

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不需要担保

或抵押的信用助学贷款，帮助解决在校期间

的学费和住宿费用，每学年贷款金额原则上

不超过8000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0

年。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贷款学

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贴息，毕

业后的利息由学生支付，并按约定偿还本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有两种模式：一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即通

过就读学校向经办银行申请；二是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即通过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

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有的地区直接到

相关金融机构申请）。

5.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对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

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

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3年以上（含3年）

的，实施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补

偿代偿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

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每生

每年不高于8000元。每年补偿或代偿总额

的1/3，分3年补偿代偿完毕。地方高校毕业

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由各地参照中央政策制

定执行。

6.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

偿及学费减免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等学校在校

生及毕业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

家助学贷款实施一次性补偿或代偿，对退役

后复学的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实行学费

减免。补偿代偿金额根据学生在校期间每年

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

定，退役复学学费减免金额按照实际收取学

费确定，每生每年均不高于8000元。

7.直招士官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入

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

偿或对其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补

偿代偿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

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每生

每年不高于8000元。

8.师范生免费教育

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

大学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

费教育。免费教育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

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地方师

范院校师范生资助由各地自行实施。享受师

范生免费教育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

但不能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9.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给予教育资助。

内容：一是学费资助，二是家庭经济困难退役

士兵学生生活费资助，三是其他奖助学金资

助。学费资助标准，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

学费标准，每学年每生最高不超过8000元。

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资助标准，按国家现

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10.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从2012年起，对中西部地区启动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用于解决学生

家庭至录取学校间的路费及入校后短期生活

费，省（区、市）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资助

500元，省（区、市）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资

助1000元。

11.勤工助学

学校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并为学生提

供校外勤工助学机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

先考虑。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原则上每周不超

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劳动报酬原则

上不低于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

资标准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2.校内资助

学校利用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资金

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助资金

等，设立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

补贴、校内无息借款、减免学费等。

13.绿色通道

全日制普通高校建立“绿色通道”，对被录

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

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别

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本报记者朱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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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

今年这些助学政策让你上学无忧

温馨提醒

新郑市观音寺镇

葡萄熟了，等您来摘

7 月 28 日，洛阳市

园林局组织员工到汝阳

县柏树乡枣林村购买贫

困户赵天宝家的西瓜。

柏树乡盛产西瓜，为解

决农民卖西瓜难的问

题，在洛阳市园林局驻

枣林村第一书记齐远平

牵线下，洛阳市园林局

对该村贫困户进行了爱

心帮扶，先后购买了该

村西瓜1.2万余斤，为贫

困户脱贫增收开辟了新

途径。

康红军摄

热！热！热！7月中旬以来，我省多地陷

入持续“蒸烤模式”，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

以上。近期，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

全省组织开展了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

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其中包括用人

单位是否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除了高温津

贴，劳动者还有哪些高温下的权益？

高温津贴怎么发放

根据国家2012年出台的《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

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

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明确了

2017年度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在发放时间

上，多地是在6月至9月之间；在发放周期

上，有的是按月发放，有的按日计算发放。此

外，多数地方的发放标准是每人每月200多

元，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10

元，这一标准从2008年制定至今未作调整。

作息时间如何调整

除了发放津贴，按照《办法》要求，日最高

气温达40℃以上时，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

作业；日最高气温达35℃以上37℃以下时，

用人单位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

者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

动者加班。

对此，郑州市日前出台规定，对环卫工

作业时间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说，日最高气

温达35℃以上不超过37℃时，当天12时至

15时暂停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日最高气温达

37℃以上时，当天11时至16时暂停人工清

扫保洁作业。同时，增加机械化清扫频次，由

每天机扫作业3次调整为机扫作业4次，每

两个小时洒水降尘一次，最大限度减轻环卫

工劳动强度。

中暑工伤怎样认定

户外劳动者虽然有高温津贴，但如果在

高温环境下工作发生中暑，算不算工伤？高

温中暑的工伤认定有讲究。

《办法》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

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例如钢铁工人、建筑工人

和环卫工人等，长期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有高

温接触史，工作中发生中暑，在送诊的同时，

一定要经过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诊断，确认为

“职业性中暑”后，就能向当地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宋敏）

家里老人患有白内障的，请带上身份

证、户口本等到定点医院筛查，符合手术条

件的，可以免费手术了！近日，2017年郑州

市政府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的免费白内

障复明手术项目在郑州全面启动。笔者从

郑州市卫计委了解到，今年共有22家定点

医院参与该公益项目。

作为郑州市政府推出的重点民生实

事，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已在郑州市开展

多年。仅2016年，郑州市就为20105名白

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今年，郑州市

卫计委继续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方

式，在全市范围内确定了22家手术定点医

院。

据了解，凡是郑州户籍的白内障患者，

均可到定点医院进行筛查，确诊为白内障

符合手术者，由定点医院安排免费手术。

参加免费手术的患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

户口本(户主页、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和近

期2寸免冠彩照等材料。笔者了解到，手术

中使用的人工晶体，也是免费的。（魏浩）

进入7月下旬后，河南省大部

分地区夏玉米正处于旺盛的营养

生长到生殖生长转化的关键时

期。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河南省7

月下旬大部分玉米产区将出现持

续35℃以上高温天气，且持续无有

效降雨。这种条件下，高温热害极

易发生。为了防止热害灾害的发

生，近日，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向全省发布夏玉米高温热害预

警和技术指导意见。

据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陈彦惠教授介绍，高温热

害的主要症状是，雌雄分化发育严

重受阻，发育不良，花粉和花丝活

力下降，甚至败育，花粉量少，散粉

和受精时间短，造成授粉结实不

良，果穗秃尖缺粒现象十分突出，

产量严重下降。

如何防止出现高温热害呢？

陈彦惠介绍，高温热害的危害程度

因不同品种、不同播期、不同水肥

管理措施有所不同，因此，防止出

现高温热害，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及时掌握和判断玉米品种

抗高温热害的能力。重点从田间

观察品种雄穗特征入手，即从雄穗

长短、分枝数、颖壳饱满度等方面

判断花粉量的大小。雄穗分枝少，

短小，颖壳不饱满的通常花粉量较

少，散粉周期短，抗高温热害能力

略差。根据去年的经验，郑单958

类品种抗高温热害能力较强。

2. 根据播期和生长情况预测

散粉期。及时到田间观察自己所

种玉米散粉期是否处在了 7 月

24~30日的高温干旱期。如果品

种既是易受高温热害的品种，散粉

期又处在高温干旱期间，就要采取

有效防治措施。

3. 采取灌溉和人工辅助授粉

等必要措施。根据土壤墒情与地

温及时浇水，确保散粉吐丝期玉米

对水分的需求，同时降低田间温

度，维持植株水分在合理的水平

上，有利于授粉受精；没有灌溉条

件的，可以在清晨较为凉爽的时候

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即人为摇晃植

株，使花粉尽快落到花丝上，在花

粉失活前授粉保证果穗受精膨大。

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提

醒广大农民群众，要多到田间观

察，对品种雄穗特性有一定了解，

注意散粉期气温和旱情，采取有效

措施来避免高温热害对产量的影

响。 （东方）

2017年河南省政府计划购买1100个基

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用于吸纳安置

高校毕业生就业，全省集中报名时间为8月

3~5日。

据了解，此次政府计划购买基层公共管

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到乡镇、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村（以下

统称基层单位）的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基层岗位就业。

招募对象为2017年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离校未

就业的2015届、2016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

本次考试实行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8

月3~5日每天8：00~12：00，14：00~18：00，

报名地点为毕业生所报服务地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政府购岗”办公室。有条件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可实行网上报名。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9月23日为全省统

一面试时间。基层岗位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的签订期限一般为1年。合同期满后，根据年

度考核、岗位供求和工作需要，与用人单位协商

一致，经省直管县（市）或市属县（市、区）人社部

门确认，可以续签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待遇方面，月基本工资标准为专科生不

低于1750元、本科生不低于1850元、研究生

不低于1950元，并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

调整。工龄工资标准从“政府购岗”人员在基

层岗位连续工作满1年算起，每增加1年工

作时间，增加100元工龄工资。 （田园）

入伏以来，美味的葡萄已经成

了当季的主打水果。新郑市观音

寺镇闫庄村郭朝仁的葡萄园里藤

连着藤，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散

发着诱人的香气。走进园区内，阡

陌交错，园内连片的葡萄枝繁叶

茂，距离地面不足1米的藤蔓上挂

着一串串如翡翠、如玛瑙的葡萄，

让人一看就欢喜。

葡萄园主人郭朝仁介绍，从7

月25日开始采摘，采摘期可持续

到10月1日。由于今年光照充足，

葡萄更加甘甜。花谢十多天就开

始套袋，成熟后才把袋子取了，绿

色无污染。园里的品种有夏黑、红

巴拉多、玫瑰香、户太八号等，皮

薄、粒大、汁浓，香甜，正是品尝的

最佳时期。园里种植的葡萄不使

用化学农药，每种葡萄都有独特的

味道。园内还种植了西瓜、甜瓜、

猕猴桃等瓜菜水果。周末来临，给

自己和亲朋好友安排一场葡萄采

摘行再合适不过了。如果您想订

购，或者直接来采摘，可以拨打郭

朝仁电话15890088252。

帮忙记者杨青

临颍县王孟镇楼王村党支部

书记王俊德，今年合伙种植了150

亩早春冬瓜，经过几个月来的精心

管理，现在已经成熟大量上市，平

均亩产在万斤以上。

王俊德今年种植的黑皮冬瓜品

种好、个头均匀，单个重量在20~30

斤，其目前的市场价格为每市斤

0.15元，一次购买在万斤以上者，价

格可以再优惠一点。

欢迎全国各地的广大消费者

前来王孟镇楼王村参观、考察、购

买！我们将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

质量、优惠的价格为您服务！保证

让您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如果您想订购可联系楼王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俊 德 ，电 话 ：

13803958935。 （张付庆）

帮您销售

高温天气玉米不结籽
如何预防

我叫曲利乐，男，现年19岁，

住洛宁县小界乡卡村。我们家家

境贫寒，父亲有残疾，我本想自己

早日长大成人，可以挣钱贴补家

用，回报父母，不料天降横祸。今

年4月，突然几天连续发烧，导致牙

龈肿痛，无法进食。

随后到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令全家人都

无法接受，我患的是白血病。后经

病检报告及北京权威部门进一步

诊断，确诊为H4型白血病，需要长

期化疗，然后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目前经洛阳、郑州各大医院治

疗已花费近30万元，据医院讲骨

髓移植及后期治疗花费还需80万

左右，这对一个本不富裕的农村家

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病痛的

折磨，自己还可勉强忍受，每当看

到父母焦急地东奔西跑到处筹钱，

结果是杯水车薪，心里就像刀剜一

样难以忍受。曾一度想放弃治疗，

可又觉得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和亲朋好友的多方关照。在此恳

请社会各界人士能够伸出援助之

手，帮帮我！帮帮我这个家！有机

会，我一定全力回报您，回报社会，

回报国家。

联 系 人 ：曲 保 国 ，电 话 ：

13608460628。

临颍县王孟镇

冬瓜熟了，等您来买

帮您呼吁

洛宁县小界乡曲利乐：

“身患白血病无钱医治
请帮帮我”

郑州市免费白内障
复明手术项目启动

帮您打探

高温天气，室外作业劳动者都有哪些权益？

1100个基层岗位等你来报名

为帮助听力困难儿童听到美妙声音。

7月27日，从河南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传

来福音，针对全省困难家庭聋儿，我省启动

人工耳蜗全覆盖项目，凡是符合条件的聋

儿，均可免费申请该项目。

本次资助对象为年龄0到14周岁，听

力损失为重度聋以上，配戴助听器康复效

果不佳，医学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双侧耳蜗

及内听道结构正常、无蜗后病变，精神、智

力及行为发育正常。

资助标准是提供免费人工耳蜗产品一

套，手术及调机费用将由省级财政按每人

1.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包括术前检查（复

筛）、手术及术后5次调机（含开机）。

康复训练费用方面由省级财政按每人

1.4万元标准对术后一学年（10个月）的康

复训练给予补助。康复训练补助项目包

括：术后康复训练、康复评估、家长培训、康

复教材等。

聋儿家长或监护人可在户口所在地残

联自愿提出申请，如需详细咨询，您可拨打

省残联及项目办公室直通服务电话。省残

联康复部:0371-60856088，项目办公室：

0371-60856185。

帮忙记者杨青

0~14周岁听障儿童
可免费申请人工耳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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