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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举措

国家资助政策：

实现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全覆盖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目前，我国基本健全了从学前教育至

大学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制度上基本

保证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起学。

2007年5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

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

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的意见》。 根据这一意见，中央继续

设立国家奖学金；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

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在部属院校

试行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这一新的资助政策惠及约1800所高校的

400万名大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

1600万名学生。

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对中等

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

专业学生实行免费，高校学费补偿、助学

贷款代偿受惠范围进一步扩大。

2010年9月， 国家助学政策惠及学生

群体再度扩大。 一方面，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全面建立，占普通高

中在校生20%左右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

受到国家资助；另一方面，中等职业学校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被纳入到免学

费的政策范围。

2011年9月，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出台，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进一步扩大了高校学费补偿、贷款代偿资

助范围。 同时，教育部、财政部出台《关于

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 从2011

年秋季学期起， 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

儿和残疾儿童入园予以资助。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

“看到资助体系日益完善，

我感到非常欣慰”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2003年到2012年， 全国人大代

表周洪宇提交议案建议200余件，约

70%被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采纳。 翻开

周洪宇代表的议案建议目录，一个议

题曾一度牵引着他关注的目光———

资助贫困生。

2003年， 周洪宇代表建议建立

高中教育 （含中等职业教育） 贫困

生资助体系； 2004年， 建议建立国

家政策性助学贷款担保资金制度；

2009年， 建议实施农村中等职业教

育免费。

谈起当年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议

题， 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的周洪宇仍记忆犹新。 作为恢复高

考之后的首届大学生的他， 毕业后

一直留校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研究所工作。 2001年6月， 刚从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学回来

的周洪宇， 被调任武汉市江岸区做

副区长， 分管民政工作。 “有一次

工作调研对我触动很大。” 周洪宇

说， “我走访了江岸区的一个单亲

贫困家庭， 母亲下岗， 儿子正读小

学， 还有一个女儿在读高中， 按照

当时的政策， 每人最高资助800元，

民政资助额度有限， 孩子面临被迫

辍学的风险， 怎么办？”

周洪宇代表说， 当时， 国家已

实施的义务教育助学工程， 为义务教

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福音，

高校的助学贷款又为考上大学的寒门

学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相对来说， 政

府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和中等职

业教育关注程度尚显不够， 贫困生需

要政府给予更多的帮助与关怀。

于是， 2003年， 刚刚当选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周洪宇， 将 《关于建立

高中教育 （含中等职业教育） 贫困生

资助体系的建议》 连同与之配套的

《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

制的建议》 和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

经费“教育支票制” 的建议》 一并提

交给全国人大。 当年3月6日下午， 他

还将这些建议亲自送到了温家宝总理

手中。 “我给温总理送建议的日子已

经过去9年了， 回想起来， 当时的情形

仍历历在目。”

如今， 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义务教育阶

段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政

策全面落实，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

策顺利推进， 中职国家助学金和免学

费政策受助范围不断扩大， 国家助学

贷款金额屡创新高。

当得知2011年全国累计资助金额

近900亿元， 资助各级各类学生近7600

万人次时，周洪宇代表表示：“作为一名

人大代表，看到自己和代表们的共同努

力没有白费，我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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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体系圆了贫困生上学梦

代表回访

地方做法

议案链接

亲历者说

建立高中教育（含中职）贫困生资助的建议

教育部建立高中教育（含中等职

业教育）贫困生资助体系，让全国的

高中和职校学生不再因贫困失学。

1.

制定长期的解困基金筹措方

案。 政府出资； 动员社会力量捐资；

争取港、 澳、 台胞及国际友人捐助

等多方位开辟多渠道筹资。

2.

确定资助对象。 农村、城市特

困学生和具有低保证的学生。 学生提

交有关证明（低保证、街道或居委会

和村委会出示的特困证明、中小学校

或教师出示的特困证明等等）。

3.

申请程序： 由学生或家庭向

学校提出书面申请， 由学校核查学

生的真实情况后报教育部门审核确

定发放资助资金。

4.

资助金额： 按照普通高中指令

性计划学费标准为基础， 根据各地区

的具体情况确定具体金额。 对特困生

还要资助生活补助费。

5.

资助方法： 学校可采取多种形

式， 在发放基本助学补贴基础上， 设

立政府奖学金， 开展各种奖励形式；

对部分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 建

立优秀奖、 激励奖；

对学习成绩一般的贫困学生实行

鼓励奖或进步奖， 还可设立单项奖学

金， 对某一学科突出的贫困学生进行

单项奖励 ， 引导贫困学生努力学习 ，

勤奋学习。

贵州完善管理机制做实做细资助工作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地处中国西南的贵州省， 由于地理、

历史、 交通、 产业等原因， 许多贫困家

庭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如今，

随着国家助学政策逐步完善， 资助力度

逐渐加大， 因家庭贫困而上不起大学的

现象已成为历史。

近年来， 贵州省资助水平不断提高。

2011年， 全省投入26亿元资助各级各类

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7万人次， 其

中， 全年资助高校学生23万多人次， 资

金逾10亿元， 没有一名大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 “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自2007年国家新资

助政策出台以来， 贵州省委、 省政府高

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 加强机构建设，

我们建立健全了省、 市、 县三级学生资

助管理机构， 配置足够的专职工作人员，

为学生资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 贵州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周亿

江说。

据介绍， 为加强资金监管， 贵州省

在全国率先出台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资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确保国家专项资

金安全。 同时， 做好中职学校国家助学

结余沉淀资金清算回收工作， 几年来共清收

国家助学金2亿多元， 提高了资助资金的使

用效益， 有效地减少违规、 违纪行为。

自2010年秋季学期起， 贵州开始实施

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为了确保

资助工作公开、 公平、 公正， 2011年， 贵

州开通高中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 对全省所有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进行管理， 也为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端口前移到高中阶段提供

了条件和保障。 “2011年， 我省争取到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普通高中‘滋蕙计划’

6487.6万元资助资金， 利用普通高中资助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管理， 获资助的32000多名

学生无一人被投诉。” 周亿江说。

在资助高校学生方面， 贵州以贷款发放

管理为重点， 确保高校学生“应助尽助”。

截至2011年9月底， 贵州全省高校国家奖、

助学金资助人数达101832人， 首次超过10

万人， 资助资金达32975.8万元 。 同时，

2011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审批人数超过

13万人， 贷款金额6.88亿元。

目前， 贵州建立了普通高等教育阶段、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阶

段多元化学生资助制度， 形成了一个比较系

统、 完善的资助体系。

2011

年

12

月

7

日， 河南省灵宝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1

音乐 （

6

） 班

55

名学生领到了印有学生本人姓名的助学金卡。 为保证中职学生助

学金能及时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中， 从

2011

年秋季开始， 中职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发放采取集中发放的方式进行。 根据规定， 在校就读的中

职学生在入学后的前两年， 每年可以领到

1500

元的国家助学金， 资助中心将按月定期存入学生持有的银行卡。 赵华

摄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王志：

从“找米下炊”到“烹制大餐”

1997年， 我大学毕业后， 就开始从

事高校资助工作， 到现在已经15年了。

如果说， 10年前资助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是“找米下炊”， 那么现在就是， 怎么在

众多的原料面前做出丰富可口的“大餐”

了。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几十个

资助文件， 不仅把资助工作提升到民生、

教育公平的高度， 还配套了各种细化政

策。 目前，资助资金充裕了，资助手段多

了，队伍机构也建立起来了。

在我们学校， 做学生资助是一份让

人羡慕的工作， 因为学校支持力度大。

就拿我们资助中心来说， 配备了12个正

式编制， 又外聘了20多人， 帮困资金也

是全力满足需要。 除此之外， 还给予2万

平方米的房源作为资助中心开展工作的

阵地。 现在我们做资助工作非常有底气，

在校内有这样一个口号： “有困难， 找

资助”。

社会在发展， 贫困生的需求也发生

了变化， 以前主要帮助解决学费和生活

费， 现在把就业、 心理情感等都纳入了

帮困范围， 资助理念也在发生变化。 比

如说，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国家奖学金

制度等， 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在帮学生解

决经济困难， 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自立

自强。

我们在设计具体帮困措施的时候，

一方面， 考虑能不能解决学生面临的经

济压力， 同时， 也考虑它是否有利于学

生成长。 就拿发放困难补助来说， 很多

时候安排让学生干点儿活， 将补助以工

资的形式发放， 这让学生感觉是通过自

己劳动换来的。

国家的资助政策不仅仅解决了贫困

生的上学问题， 更让他们得到了全面的

发展。 我们曾作过一个调查， 连续3年跟

踪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去向， 发

现他们继续深造的比例和在重点单位、

艰苦行业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 超过90%

的受助学生在回首4年求学经历时表示，

深刻体会到了政府、 学校对他们的帮助

和温暖。

我们学校外语学院大四学生李洋曾

深有感触地说， 不仅仅是得到了经济上

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更多做人的

道理。 无论生活怎么变化， 都不会忘记

笃行信道、 自强不息的古训和为人师表

的教导。

在高校资助岗位上， 我每天与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打交道， 感觉他们朴实、

自强， 懂得感恩， 普遍具有一种对家庭

强烈责任感的特质。 在我们学校， 很多

学生不仅不向家里要钱， 宁可自己苦点

儿， 通过勤工助学， 每个月还能寄钱给

家里。 还有的学生， 自己虽然很困难，

还一直努力地帮助他人。

记得有一次， 学校从餐饮预警系统

发现有几个学生消费特别少， 在资助中

心找到他们询问原因， 并想给予帮助的

时候， 学生却表示： “老师， 我贷了款

还获得奖学金， 我能行， 您给其他人

吧。” 这让我非常感动。 我想， 这种精神

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吧。

本报记者 万玉凤 整理

2011

年

9

月

1

日， 赣榆县一名家庭困难大学新生展示领到的助学金。 当日， 江苏连云

港举行家庭困难大学生新生助学金集中发放仪式， 赣榆县

109

名家庭困难大学生新生每

人领取了

3000

元的 “爱心助学金”。 司伟 董洪铭

摄

900亿元

2011年,普通高

校国家奖助学

金、 国家助学贷

款、 中职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 普通高

中国家助学金及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

助等国家资助政策资助金额约732亿元,

比2010年增加39亿元,增长5.6%。 加上地

方政府、 学校及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和个人等设立的其他资助项目,全国累计

资助总金额近900亿元,比新资助政策体

系建立之前的2006年增长4.5倍,受助学生

达7600万人次。

1.33亿名

2011年， 全国

共有1.33亿名义

务教育阶段学

生享受国家免费教科书， 受助学生比例

（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 约

87%； 9000万名学生享受地方免费教科

书， 受助学生比例约59%； 共有1568万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享受生活补助，

补助资金超过140亿元。

906万名

2011年， 全国

共有906万名中

职学生享受国家

助学金政策， 资助资金135.9亿元； 共有

395万名学生享受中职免学费政策， 免学

费资金79亿元， 免学费人数约占中等职

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20%。 2011

年， 全国共有480万名学生享受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 资助资金72亿元。

70.28万人

2011年秋季

学期， 全国

通过“绿色

通道” 办理入学手续的新生为70.28万人，

占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41.1%， 占报到新

生总数的10.8%。 通过开学前后的专项检

查， 没有发现高校新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辍学的情况。

168亿元

2011年， 全国普

通 高 校 共 有

49993名学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 奖励资金约4亿元；66.1万

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资金

33.04亿元；443万多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

金，资助资金131亿元，共计168亿多元。

117.8万人

国家助学贷

款新增审批

学生117.8万

人， 比2010年增长3.5%； 新增审批金额

132.8亿元。 加上往年已审批在2011年继

续发放的金额， 当年实际发放金额达到

136.5亿元， 资助242.5万人。

6.65万名

国家对普通高

校毕业生应征

入伍服义务兵

役实行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自2009年政策实施以来， 全国共有6.65万

名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并享

受资助。

2.18万名

国家对中央部

属高校毕业生

赴中西部地区

及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实行学费

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自2007年政

策实施以来， 累计已有2.18万名毕业生到

中西部地区及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并享受资助。

数字

资助项目 金额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资助

事业收入的

3%至5%提取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年生均生活补助

小学1000元

初中1250元

普通高中在校生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1500元

中职国家助学金资助 1500元

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资

助

年生均

3000元

国家奖学金奖励

每生每年

8000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

每生每年

5000元

资助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