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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教育资助体系 

 

一、学前教育阶段： 

项目名称： “三儿”资助项目 

政策依据： 

《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学前

教育“三儿”资助政策和下达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成财

教〔2012〕345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

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资助，按每人

每月 100 元的标准减免保教费。 

申请办法： 

直接向就读幼儿园提出申请，由幼儿园审核评议后报所

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定后实施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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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教育阶段： 

（一）项目名称：宏志助学金 

政策依据： 

《关于落实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重要部署责任分工方

案的通知》（成教计〔2016〕8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在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民政部门认定

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及特困供养人员中的优秀非住宿学生

给予助学补助，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 1000 元，初中每

生每年 1250 元。 

申请办法：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

核评议后报所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定后实施

资助。 

（二）项目名称：营养改善计划 

政策依据：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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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12】21

号）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工作的通知》（成办发【2012】56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在成都市三圈层 8 个县（市）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不含

县城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对受助学生按每人每天 4 元

的标准提供膳食补助。 

申请办法： 

不需学生申请，由各级教育部门组织实施。 

三、普通高中阶段： 

（一）项目名称：国家助学金 

政策依据： 

《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

的实施意见》（成财教【2010】382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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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给予生活补助。从 2015 年春季学期起，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1500 元提高到 2000

元。 

申请办法： 

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定后实施资助。 

（二）项目名称：免学费 

政策依据： 

《关于实施免除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政策

的通知》（成财教【2014】68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我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范围包括

公民办学校，对纳入免费范围的民办普通高中受助学生，按

当地同类公办学校免除学费标准予以补助，经批准的学费标

准高于财政补助额的部分，学校可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申请办法： 

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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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定后实施资助。 

四、职业高中阶段： 

（一）项目名称：免学费 

政策依据：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关于全面实

行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

通知》  （成财教[2012]229号） 

《市财政局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 关于下达省 2014年中

职免学费结算补助资金和提前安排 2015 年中央和省级资金

预算的通知》（成财教[2015]29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

校学生免除学费，其中：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成都籍学生

按照 3000 元每生每年减免学费，学费标准高于财政补助额

的部分，学校可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对在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准的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一、二、三年级符合免学费政策条

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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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标准给予补助（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申请办法： 

不需申请，每学年开学时直接免收。 

（二）项目名称：国家助学金 

政策依据： 

《关于转发<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财

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成财教【2007】73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一、二年

级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一、二年级非涉农专业

学生总人数的 20%确定受助学生人数）实施国家助学金资助，

从 2015 年春季学期起，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原每生每年

1500 元的标准提升至 2000 元。 

申请办法： 

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定后实施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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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名称：免住宿费 

政策依据： 

《市财政局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 关于实施免除中等职

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住宿费政策的通知》(成财教【2014】

83 号) 

《关于落实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重要部署责任分工方

案的通知》(成教计【2016】8号文)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成都市所属公办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年

级成都籍在校所有住宿学生和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和非涉农

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的非成都籍住宿学生免除住宿费。并对民

办中职学校符合免费条件的学生给予住宿费补助，经批准的

住宿费标准高于财政补助额的部分，学校可按规定继续向学

生收取。 

申请办法： 

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定后实施资助。 

（四）项目名称：职业教育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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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关于成都市中等职业教育券发放实施办法》（成教

[2009]72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未能纳入国家中职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的艺术类相

关表演专业一、二年级成都籍学生，继续实行“职业教育券”

资助政策，每人每年给予 1200 元的学费补助。 

申请办法： 

中职学校一年级新生于中考结束后带上中考成绩到校

报名时，由就读学校统一打印和发放教育券，然后在每年的

7 月 1 日至 7月 30 日凭本人户口原件、中等职业教育券和中

考成绩单到户口所在区（市）县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确认户籍并加盖公章，生效后到学校报到注册。 

    中等职业学校二年级学生：由就读的中等职业学校统一

打印和发放第二学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券，学生凭中等职业学

校一年级学习成绩单和本人户口原件，在每年的（7 月 1 日

至 7 月 30 日）回户口所在区（市）县乡（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确认户籍并加盖公章，生效后到学校报到注册。 

    中职教育券收券时间截于每年的 9 月 20 日，过期将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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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等教育阶段： 

（一）项目名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政策依据：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教育厅等 3 部门<四川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行办法>

的通知的通知》（成办函[2009]145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由金融机构向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不需担

保或抵押的信用助学贷款，帮助解决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

用，大专及本科生每学年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8000 元，

研究生每学年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12000 元，学生在校期

间由财政贴息。 

申请办法： 

学生向户籍所在地区（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

请，经区（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经办银行按照程序实

施资助。 

（二）项目名称：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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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关于做好 2012 年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

助项目工作的通知》（ 川助函〔 20 12〕13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高校应届新生，解决从家庭所在地至

录取学校间的路费及入校后短期生活费，省内院校录取的新

生每人资助500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资助1000元。 

申请办法： 

应届高中毕业学生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各区（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实施资助。  

（三）项目名称：求职补贴 

政策依据： 

《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关于转发<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对城乡低

保家庭高校毕业生发放求职补贴的通知>的通知》（成财社

[2013]107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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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年度内高校

毕业生，一次性给予每人 800 元的求职补贴。高校范围包括

四川省境内各级高校。 

申请办法： 

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各级教育部门复审后予以实施。 

六、其他综合性资助项目： 

（一）项目名称：帮困助学 

政策依据：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构建成都市教育资助体系

实施意见的通知》（成府发〔2007〕33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在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许可的幼儿园就读的城乡低

保家庭幼儿、烈士及一级伤残军人且生活困难家庭幼儿、孤

儿和特殊困难家庭幼儿，参照同期同级物价部门审核批准的

公办幼儿园 收费标准免收保育教育等费用（各幼儿园按照

相应收费标准免除）。 

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住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初中



12 

 

每生每年 1250 元、小学每生每年 100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

助。 

对两类高中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免收住宿费、会考费、升

学考试费等费用（各学校按照相应收费标准免除），同时，

按照普通高中每生每年 600 元、职业高中每生每年 360 元的

标准减免课本费。 

申请办法： 

符合资助条件的幼儿家长直接向就读幼儿园提出申请，

由幼儿园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

审定后实施资助。 

在校住宿的义务教育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直接向就读

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及相关部门审定后给予生活补助。 

两类高中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

由学校审核评议后报所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相关部门审

定后实施资助。 

（二）项目名称：价格补贴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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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物价上涨与低收入群

体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成府发 [2012]30

号） 

资助内容及标准： 

将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地方高校和中职学校学生纳入“物

价上涨与低收入群体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覆盖范围，根据 CPI

涨幅情况，不定期地向这部分学生发放临时价格补贴，缓解

其生活压力（补贴标准根据当月 CPI 涨幅情况及全市最低保

障标准确定）。 

申请办法： 

价格补贴不需要申请，对获得国家助学金资助的学生，

由成都市政府根据物价指数升降情况给予临时价格补贴。 

（三）项目名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政策依据：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关于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资助政策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川教函〔2016〕2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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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内容及标准： 

对全省除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以外的其余 132个县的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在园幼儿据实免除保教费。 

从 2016 年秋季学期起，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日

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中职（含技工）学生，在发放中职助学

金的基础上，再给予每生每学期 500 元的生活补助（休学期

间暂停享受资助），按生源地由学生户籍地县（市、区）负

责统计和资助，学生所在学校负责提供就读学籍证明。 

申请办法：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在首次入园、转园时，向所在幼

儿园提出书面申请，经过逐级审核公示后，享受该资助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生活补助采取每学期在线

申请、线上线下审核公示的方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