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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大学望而却步， 现梳
理四川省 2020 年高等教育
资助政策， 不让一个学生因
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我省最新高等教育
资助政策来了

国家奖学金

高等教育资助政策本专科生教育阶段
国家奖学金
对象
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二
年级及以上全日制本专科 (含
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
标准
每生每年 8000 元，全国每
年奖励本专科学生 6 万人。

国家励志奖学金
对象
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
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及以
上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
学士学位)在校生。
标准
每生每年 5000 元。
注：同一学年内，申请国
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
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
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对象
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
士学位)在校生和预科生。
标准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
年 3300 元，我省分设为 4500
元、3300 元和 2100 元三个档
次。

国家助学贷款
对象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
主导，金融机构向家庭经济困
难全日制学生(含本专科学生、
预科生、研究生)提供的不需要
担保或抵押的信用助学贷款。
标准
本专科学生、预科生每生
每 年 申 请 贷 款 不 超 过 8000
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
全额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学
生和家长 (或其他法定监护标
准人) 负担， 并按约定偿还本
金。 还本宽限期为 5 年。 贷款
期限为学制加 15 年， 最长不
超过 22 年。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新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贷
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 减 30 个
基点执行。
办理方式
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
一申请办理，一是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 即通过户籍地县
(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提出申请；二是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即通过就读学校
申请。

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研究生教育阶段

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
对象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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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学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
生 (含高校新生) 实行学费减
免。
标准
补偿或代偿金额按学生实
际缴纳的学费获得的国家助学
贷款确定， 退役复学学费减免
金额按学校实际收取的学费金
额执行，本专科学生(含高职、
第二学士学位) 每生每年不超
过 800 元。

直招士官国家资助
对象
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普通
高校全日制学生在校期间缴纳
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
实行一次性补偿或代偿。
标准
补偿或代偿金额， 按学生
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
助学贷款确定，本专科学生(含
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生每年
不超过 8000 元。

退役士兵学费减免
对象
对退役一年以上， 自主就
业， 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
单招考入高等学校并到校报到
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标准
本专科学生(含高职)每生
每年不超过 8000 元。

基层就业学费奖补
对象
四川省省属高校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 自愿到艰苦边远地
区基层单位就业、 连续服务满
3 年及以上的， 对其实施学费
奖补。
标准
奖补金额根据毕业生在
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
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每生
每年不超过 6000 元， 奖补年
限以毕业生最后学历的实际
学制为准。 奖补款项一次性发
放。
申请方式
部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
国家资助向就读高校申请，市
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奖

补由各地参照省政策 制 定 执
行。 外省高校毕业生到我省艰
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由
就业所在地县(市、区)自行制定
政策执行。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特别资助
对象
2016 年及以后新入学的
四川户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
日制本专科学生(含高职)。
标准
按每生每年 4000 元的标
准给予学费和生活费补助，直
到毕业。

师范生公费定向培养
公费师范生免缴学费和住
宿费， 并享受在校期间每学年
10 个月的生活补助 (600 元 /
生·月)。
公费师范生可以申请国家
奖学金， 但不能申请国家励志
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新生入学资助
对象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
制大学新生， 可向毕业高中学
校或户籍地县(市、区)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新
生入学资助。
标准
省内院校录取新生每生一
次性补助 500 元，省外院校录
取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 1000
元。 我省 2020 年资助人数约为
1.3 万人。

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
制大学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
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时，
通过高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先
办理入学手续。 入学后，高校资
助部门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采取不同
措施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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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无息借款、学费
减免等， 用于奖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勤工助学
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设置和提供校内外项 目 及 机
会， 帮助其利用课余时间通过
劳动取得合法报酬， 用于改善
其学习和生活条件。

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 (全脱产)研
究生。 全国每年奖励 4.5 万人，其中硕士生 3.5
万人、每生每年 2 万元，博士生 1 万人、每生
每年 3 万元。 我省 2020 年奖励名额约 800
人，各校具体名额每年 9 月由财政厅、教育厅
下达。

学业奖学金
我省省属高校学业奖学金资助面为全日
制在校博士研究生的 70%、 硕士研究生的
40%，2020 年奖励名额约 1.7 万人，各校具体
名额每年 5 月由财政厅、教育厅下达。
奖励标准各分三档， 博士每生每年一等
1.2 万元、二等 1 万元、三等 0.8 万元，硕士每
生每年一等 1 万元、 二等 0.8 万元、 三等 0.6
万元。 市属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政策由市
级财政、 教育部门参照省属高校政策制定执
行。

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
有全日制研究生 (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的
基本生活支出。 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 6000 元，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
年 13000 元。

国家助学贷款
研究生每生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 贷款政策与申请方式与上述本专
科生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申请方式一致。

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
补偿或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
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 退役复学学费
减免金额按学校实际收取的学费金额执行，
研究生每生每年不超过 12000 元。

直招士官国家资助
补偿或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
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 研究生每生每
年不超过 12000 元。

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对退役一年以上，自主就业，考入普通高
校纳入全国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并到校报
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研究生每生每
年不超过 12000 元。 已经享受应征入伍服兵
役国家资助的学生， 不再享受退役士兵学费
资助。

“三助”岗位津贴
高等学校利用教育拨款、科研经费、学费
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设置研究生“三助”(助
研、助教、助管)岗位，并提供“三助”津贴。 
（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

2020 年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电话开通
近日， 教育部正式开通全国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电话， 启动今年的高校学生资助
工作。 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010-660
97980；010-66096590。
全国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时间从 7
月 15 日至 9 月 18 日， 每天早 8 点至 20
点。 开通时间比 2019 年延长了一周，是历
年来最长的一年。 今年，不仅教育部开通全
国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各省（区、市）教
育行政部门、中央高校、地方高校均开通了
（新华网）
学生资助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