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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大学生看过来,入学如何
“
三不愁”

今年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有这些变化
名额由 5 万名增加到 6 万名，增加的 1
万个奖励名额全部用于奖励特别优秀
的全日制高职院校学生， 奖励标准为
每生每年 8000 元。
扩大高职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覆
盖面。 从今年起，将高职院校国家励志
奖学金覆盖面提高 10%， 即由目前的
3%提高到 3.3%，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 元。
扩大高职院校国家助学金覆盖
面、 提高补助标准。 从今年春季学期
起， 将高职院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提
高 10%， 平均补助标准从每生每 年
3000 元提高到 3300 元。 同时，将同步
提高普通本科学生国家助学金补助标
准。

2 入学前不用愁，可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随着高考录取进入尾声，收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
们， 已开始筹备崭新的大学生
活。 为了帮助即将升入大学的贫
困家庭学生全面了解国家资助
政策， 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记者近日采访了四川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负责人，解读今年资
助政策的亮点和变化。
这位负责人表示，本专科教
育阶段是资助政策最完善的学
段， 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不愁”， 即入学前不用愁、入
学时不用愁、入学后不用愁。

1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
面扩大、标准提高
今年， 针对大学本专科新生的利
好消息很多。 早在 3 月，教育部会同四
部门印发文件， 解决了军队院校招收
无军籍地方大学生资助问题， 将军队
招收无军籍地方大学生纳入国家教育
财政拨款及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
补助标准”工作已经落实，体现在三个
方面。
增加高职院校国家奖学金名额。
从今年起，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

“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
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还可以
申请新生入学资助， 获得路费补助和
短期生活费补助。
关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家庭
经济困难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预科生
都可申请办理， 用于解决学费和住宿
费， 本专科学生每生每年不超过 8000
元。 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
补贴， 毕业当年的 9 月 1 日起自付利
息， 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本
利率执行。 还款期限原则上按学制加
13 年确定，最长不超过 20 年，学生可
毕业 3 年后开始还本。 家庭经济困难

别让天价彩礼成为“幸福拦路石”
天价彩礼成阻碍 迎亲不成生纠纷

中经济困难，小强的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

以免小强由于情绪激动出现过激行为。其

的学生，每年 7—9 月可到入学前户籍
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申请办理。
新生入学资助，则按“省内院校录
取新生每人一次性补助 500 元、 省外
院校录取新生每人一次性补助 1000
元”的标准，为省内特别困难的全日制
大学新生提供入学报到的交通费和入
学后短期生活费。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的大学新生， 可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或就读高中学校申请。

3 入学后更不愁，各类奖助
学金项目可申请
据介绍， 大学的新生报到现场都
开通了“绿色通道”，建档立卡、低保、
特困救助供养、孤儿、残疾或者其他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通过“绿
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入学后，高校学生可以按照规定
申请享受国家助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
金、 国家奖学金、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
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特别资助、
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等国家和省资助
项目。
另外， 还有学校资助和地方资助
等辅助措施。 学校设立勤工助学、校内
奖助学金、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利
用事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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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校内资助。 一些市（州）、县（市、区）
还设立了对本专科学生的奖助项目，
具体政策可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
（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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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 日是国际劳动节，也

病， 常年需要住院支付昂贵的治疗费，小

次，鉴于小强家的特殊困难情况，王律师

是小强和她女朋友小翠结婚的大喜日子，

强的父母为给小强办婚事已经四处借债，

代小强向万源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

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且愈发严重，索要高

小强的父母满心欢喜请来了亲朋好友，请
来了城里的歌舞队，高高兴兴杀猪宰羊大

再也拿不出钱来买房，为此小翠家便一直
与小强家闹矛盾。 娶亲那天，小翠父母突

律援助， 并接受指派担任了小强的代理
人。王律师通过走访当地干部群众及找到

价彩礼已经成为阻碍脱贫攻坚进程的突

办宴席，准备迎娶新娘小翠。不料，迎亲的

然提出索要 15 万彩礼， 否则就不答应这

媒人朱大娘调查收集了相关证据，撰写法

队伍一大早来到一河之隔的邻村小翠家，
从早晨 8 点一直僵持到下午两点，只有小

门婚事， 小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彩礼钱，
只好带着迎亲队伍失望而归。 回到家后，

律文书起诉至人民法院给小强讨要说法。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媒人朱大娘

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

强一人带着迎亲队伍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小强思来想去，实在吞不下这口气，认为

的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诉、小强与小翠

原来，小强在半年前通过媒人朱大娘

自己丢了脸， 于是便多次跑到小翠家吵

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认定了小翠收取

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介绍认识了小翠， 两人经过短暂的接触，

闹，并要求归还彩礼钱，小翠也外出打工
避而不见，一时间两家闹得不可开交。

小强 9 万元彩礼的事实，并判决被告小翠
以及小翠父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

法律顾问伸援手 法院判决返彩礼

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
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我们

经过两家人的协商后定下了婚约，随即小
强给了小翠 9 万元现金作为订婚彩礼。订

出社会问题， 影响着家庭和谐和社会稳

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

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

婚后，在达州某火锅店做服务员的小翠提

万般无奈之下，小强找到村里的法律

退还小强彩礼款 9 万元。
援助律师提醒：近年来，受多种因素

出要求小强家里以小强和小翠双方共同
名义在达州市城区购买婚房。可是小强家

顾问求助。该村法律顾问王律师在了解了

的影响，高价彩礼、奢华办婚、相互攀比、

要倡导真心相爱，拒绝高价彩礼。 别让天

大概案情后， 首先对小强作了心理疏导，

以婚谋财等风气愈演愈烈， 因婚致贫、因

价彩礼成为幸福的拦路石。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