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麻阳的杨坤今年
以614分的成绩被中国人
民大学录取， 是村里第一
位大学生，但是大学所需
的大笔费用却让这个贫
困家庭高兴不起来。不
过，需要提醒这类家庭的
是，近年来的一系列学生
资助政策能让寒门学子不
再为学费、生活费发愁了。

8月是一年一度的招
生季，家庭贫困生可以通
过哪些途径获得资助或
贷款？8月2日， 本报记者
邀请省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主任金彪对此进行解
读，并梳理了一本“助学
完全手册”。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谷家茹 单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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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大学生资助政策，金
彪说，可以用“奖、贷、助、补、
勤、免”概括，基本上保证全省
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家庭经
济困难而辍学。此外，国家还
会给予特别困难新生入学路
费和入学后短期的生活费，其
中， 考到外省高校的补助1000
元，本省补助500元。

“奖” 有三种：“国家奖学
金”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8000
元；“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
平均约占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在校学生总数的3％， 奖励标
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国家
助学金”分三等，一等每人每
年4000元，二等3000元，三等
2000元，资助面约占全国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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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有校园地国家助学
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我省目前已经全面实行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基本停止了
高校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额度是
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

“补”也分两种：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和退役
士兵教育资助。国家对应征入
伍服义务兵役的高等学校在
校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
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
次性补偿或代偿；对退役后复
学的原高校在校生实行学费
减免，减免金额按实际收取学
费确定，每生每年不高于8000
元。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是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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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学费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退役士兵学生生活费
资助等。

在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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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的
报酬不得低于8元。

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
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无力缴
纳学费的学生，特别是孤残学
生、 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
女、优抚家庭子女等，有关高
校要实行减免学费政策。今年
残疾人学生按专科4000元 /
人、本科5000元/人、硕士及以
上层次6000元/人给予一次性
资助，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
子女均按3000元/人给予一次
性资助。

我省还推出贫困地区基
层单位就业高校毕业生学费
补偿政策。凡省内全日制普通
高校2015年及以后年度应届
毕业的学生（不包括定向、委
培以及在校期间已享受免学
费政策的高校毕业生）， 到全
省52个贫困县乡镇及以下单
位工作的，财政连续补偿三年
学费。

“招生季”别愁，“最全助学手册”出炉
贫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可获哪些资助，记者专访权威专家，一读便知

高中生

国家助学金： 平均每
生每学年2000元

校内资助： 学校事业
收入的3％-5％专项资助
困难学生

社会捐资助学： 社会
团体、 企事业单位及个人
等面向普通高中设立奖学
金、助学金

其他： 残疾学生每人
每学年资助1400元， 贫困
残疾人家庭子女1000元

【中职】
国家助学金、
免学费、顶岗实习等

金彪介绍， 针对农村学生和城
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国家助学
金”， 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国
家免学费” 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
日制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
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
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
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
外）。对在依法批准的民办中职学校
就读的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
生， 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
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

另外， 中职学校三年级学生到
企业等单位顶岗实习， 获得一定报
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此外
还有学校自有资金（中职学校要从
事业收入中提取5%的资金用于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地方政府、
相关行业、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助学
金、特殊困难补助等。

【义务教育】
实行“两免一补”

目前， 我省对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资助政策主要包括免学杂费、免
费教科书、 寄宿生生活补助（简称
“两免一补”）。国家对城乡义务教育
阶段所有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国
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农村学生和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
庭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并实行
部分国家课程教科书循环使用制
度； 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
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
助。

另外， 中央财政还为我省试点
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
养膳食补助， 标准为每生每天4元，
全年按照学生在校时间200天计
算。

【学前教育】
普惠性幼儿园可享政府资助

金彪表示， 对学前教育进行的
“政府资助”， 是对全省公办幼儿园
和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
立的民办普惠性幼儿园中家庭经济
困难的在园幼儿（含孤儿、 残疾儿
童、烈士子女、特困家庭幼儿和家庭
遭受重大灾害或变故的幼儿等）实
行补助金制度， 资助面为普惠性幼
儿园在园幼儿的10%， 资助标准为
每人每年1000元。

同时， 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
取3％～5％比例的资金， 用于减免
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此外，
各地建立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积
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
位及个人等捐资， 帮助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
性学前教育。

助学手册

大学生

奖： 国家奖学金8000
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
元、国家助学金分三等

贷： 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

补： 应征入伍在校学
生学费一次性代偿， 退役
复学减免学费

免： 残疾人学生专科
一次性资助4000元、 本科
5000元、 硕士及以上6000
元， 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
生子女一次性资助3000元

研究生

奖： 博士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每生每年3万元，硕
士研究生2万元；国家助学
金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
（所有研究生可享）； 学业
奖学金博士每年10000元、
硕士8000元

助：研究生助教、助研
和助管岗位津贴

贷： 每人每年不超过
12000元

针对研究生的资助政策，
金彪谈到三个部分，包括“三
奖”、“三助”和“一贷”。

“三奖”分别是：“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是普惠性的，每名在
籍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都享
受， 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不低
于每生每年10000元， 硕士研
究生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
学业成绩特别优秀、 科学研究

成果显著、 社会公益活动表现
突出者，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3万元，
硕士研究生2万元， 我省每年
大约670人获此奖励；“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是中央财政对中
央部门所属高校的全日制研
究生设立的奖学金，按照博士
研究生每生每年10000元、硕
士研究生每生每年8000元的
标准以及在校生人数的一定
比例给予支持， 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标准不得超过同阶段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的60%。

“三助”是指研究生助教、助
研和助管岗位津贴资助制度，按
照教育部规定，高等学校要统筹
利用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
捐助等资金，设置研究生“三助”
岗位，并提供“三助”津贴。

“一贷” 是指国家助学贷
款，程序、条件与普通本专科
生一样，贷款标准为每年不超
过12000元。

【大学生】“奖、贷、助、补、勤、免”

【研究生】“三奖”、“三助”、“一贷”

目前，我省家庭经济困难
的高中生可通过学校、社会和
国家三方资助来完成学业。

国家层面有国家助学金，
资助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平均资助标
准为每生每学年2000元（具体
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1000

元～3000元范围内确定）。
校内资助：普通高中从学校

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5％
的经费，专项用于减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学费、设立校内奖助学
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社会捐资助学： 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面向
普通高中设立奖学金、 助学

金，如各地根据实际开展“九
月八助学日”、“金秋助学”等
社会捐资助学活动。

今年，我省首次对高中阶
段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
庭子女进行资助：残疾学生每
人每学年资助1400元，贫困残
疾人家庭子女每人每学年资
助1000元。

【普通高中】 学校、社会、国家三方资助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