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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又到秋季开学季。各地大学陆续开学迎新。
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 学费是最大的难

题。记者近日从湖南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
解到，目前，我省在高等教育本专科阶段建立起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退役士兵教育资助、高等学校学生应
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高等学校学生直招士官国
家资助、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勤工助学、“绿色通道”
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
成学业。

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学生， 可走
“绿色通道”先入学

入学前， 有3大资助项目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分忧。

一是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从2012年秋季学期
起，中央财政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设立了普
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用于一次
性补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校报到的交通费
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

2018年， 我省该项目资金集中安排到52个贫
困地区。 重点资助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同时兼顾其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省内院校录
取新生每人500元， 省外院校录取新生每人1000
元。

二是泛海助学行动（2017年-2020年）。资助对
象为具有湖南户籍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且
通过当年全国高考被全日制本科高校录取的，均可

提交资助申请。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
三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对象为家庭经

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读学生。贷款额度为本
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

如果错过3大资助项目的学生，也不用着急。我
省普通高等学校建立了“绿色通道”制度。入学时，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
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绿
色通道”报到，学校先为新生办理入学手续，让新生
先入校学习，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
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7项举措，助入学的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

入学后， 有7项举措可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完成学业。

一是国家助学金。 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
度，资助标准分为每人每年2000元、3000元、4000
元共3个档次。国家助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

二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为了
激励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 努力进取， 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
出资设立的，奖励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国家励
志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

三是国家奖学金。国家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勤奋
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的奖励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学
金。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8000元。国家奖学金每学

年评选一次。
四是勤工助学。 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向

学校提出勤工助学申请，接受必要的勤工助学岗前
培训和安全教育，再由学校统一安排到校内或校外
的岗位上进行勤工助学活动。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应当影响学业，原则上每
周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每月40个工
时的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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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适
当上下浮动。

五是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从
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
役高校学生实施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对退役后复
学的原高校在校学生实施相应的学费资助，对退役
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施行教育资助。

从2015年起， 国家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
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资助标准按学生实际缴纳
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两者金额较高者据
实补偿或代偿。

六是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学费补偿。从2015年起，到我省武陵山、罗霄山
片区县，国家、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民族自治县和
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共52个贫困地区的县级政府
驻地以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3年（含3年）以上的普
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包括普通本专科生、高职生、研
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实行学费补偿，连续补偿
3年。

七是学校资助措施。各高校利用从事业收入提
取的资助资金、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等，设立
奖学金、助学金，用于奖励和资助本校学生。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杨哲 韩雪 ）9月初，
长沙各中小学和幼儿园相继开学。
长沙交警今天发布消息，全面启动
护学勤务， 设置100处护学岗，强
化学校周边道路日常交通管理，确
保校园周边及城区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

据介绍，9月1日起， 长沙交警
在长沙市100所学校（其中城区75
所，长望浏宁25所）全面恢复护学
岗勤务，安排民警、辅警、协警和劝
导员执守， 维持校门口交通秩序，
确保学生交通安全。同时，巡逻民
警在上、放学高峰时段，加大对校
园及周边道路的巡逻力度，及时处
置校园周边交通拥堵。

加强接送学生车辆临时停放
管控，确保校园周边道路畅通。上、
放学时段家长接送学生车辆较多，
短时间集中停放容易造成交通拥
堵，因此接送学生车辆只能按照即
停即走的原则，在学生上下车后立
即驶离。对于不服从交警指挥且影
响交通的车辆，将严格依法处罚。

新学期长沙交警将向全市
400余所中小学校发放1000面护
学旗，联动学校老师、家长和志愿
者开展护学。积极推行“礼让斑马
线”活动，加大校园周边不礼让斑
马线的查处力度， 采取违法曝光、
警示教育等手段，教育广大交通参
与者主动礼让斑马线，主动礼让未
成年人。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邹红珍）我省中小学校
已经陆续开学，湖南省中小学违规
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办公
室近日下发《湖南省中小学学生食
堂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在全省开展中小学
学生食堂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严查
基础教育领域微腐败问题。

《方案》明确，将重点查处通过
虚报、冒领、套取等手段，挤占、挪
用、 贪污学生伙食费或食堂经费；
强制学生搭餐或通过食堂向学生
乱收费；设立“小金库”，直接或采
取弄虚作假方式在食堂经费中列
支学校公共开支或奖金福利、津补
贴、招待费及其他非食堂经营服务
支出费用；以收取管理费、折旧费
等名义从学生食堂牟利、增加食堂
成本； 在食堂管理中为他人谋利、
搞利益输送或以权谋私；在托管中

存在违纪违法问题；学生食堂采购
伪劣食材、 损害学生身心健康；未
按规定使用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
助资金；因疏于管理、失职失责、玩
忽职守，引发重大食品安全责任事
故等9个方面问题。

《方案》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派驻教育行政部门纪检监察组要
坚持挺纪在前，对群众举报和检查发
现的问题线索，及时依纪依法严肃查
处 。 省专项整治办举报电话为
0731-89715592。根据有关要求，全
面整治后，仍然存在学生食堂违纪违
法问题的，一律从严从重处理学校校
长和相关责任人，并追究教育行政部
门主体责任和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
责任；对典型案件，公开通报曝光，发
挥教育警示震慑作用。力争通过一年
半时间的整治，确保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确保学生伙
食价实相符、吃得营养健康。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田卫 ）8月
30日，张家界市永定区举办“以爱
之名·点燃梦想”第6季慈善助学活
动。 现场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高
中生174名，发放助学金82万元。

据了解，“以爱之名·点燃梦
想”爱心助学活动发起于2013年，
是当地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合力

打造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知名公益
品牌， 已成为永定区关注民生、关
心教育、 关爱学子的德政工程，成
为体现爱心、温暖人心、凝聚信心
的民心工程， 成为汇集社会资源、
凝聚社会力量、奉献社会关爱的慈
善品牌工程，6年来共资助贫困学
生900余名， 发放助学金400多万
元。

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贫困新生入学无忧
科教前沿 我省启动

中小学学生食堂问题专项整治

长沙交警启动100处“护学岗”

“以爱之名·点燃梦想”
永定区6年资助900余名贫困学子

先锋护学在行动
9月3日，长沙芙蓉路与南二环交会东北角，雨花区东塘

街道先锋护学队员在交通路口护送学生上学。当天，迎来长
沙市各中小学新学期开学上课第一天，东塘街道设立了7处
示范“先锋护学岗”，组建了党员护学、家长护学、专业护学、
群众护学四支队伍，确保上、放学重点时间段安全有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好人榜样”开学第一课
9月3日，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第三小学，“中国好人”卢瑞雄在与学生互动。当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

天，长沙市文明办和开福区文明委联合开展“好人榜样”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让青少年体验好人生活，品
味好人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