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边州教育资助政策一览表 

序号 项目 资助对象 资助标准 申请时间 申请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1 
普惠性幼儿园

学前资助 

在普惠性幼儿园就读的下列 5类儿童： 

1.建档立卡家庭儿童； 

2.低保家庭儿童； 

3.特困求助供养儿童 

4.孤儿； 

5.残疾儿童。 

每生每年 1500元+中央财政生活

补助（具体数额根据每年中央拨

付资金和受资助学生数计算）。 

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

向就读幼儿园提出申

请。 

1.《学前教育资助申请表》一式 3 份； 

2.幼儿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有效证明（《扶贫手册》或《低保证》或《儿童福利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 

2 
义务教育 

“两免”政策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籍在校学生。 

全部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

书；免费配发 1 本汉语字典。 
自动获得。 无需申请。 

3 

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籍在校学生。 

每生每天资助标准=省级 4元+中

央奖补资金 2 元（各学校按实际

情况修改）。营养改善计划专项

补助资金足额用于学生伙食，不

能以现金形式直接发给学生个

人和家长。 

自动获得。 无需申请。 

4 

义务教育 

困难寄宿生 

生活补助 

建档立卡贫困子女参加中等职业教育（全

日制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

工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全日制普通大

专、高职院校、技师学院等）的。 

小学每生每年 1000 元。 

初中每生每年 1250 元。 

向就读学校提出申

请。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县市财政兜底全部发放寄宿生生活补助的学校可不需要困

难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5 
普通高中 

国家免学杂费 

具有本校正式注册学籍的下列 4 类学生： 

1.建档立卡等家庭学生; 

2.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3.农村低保家庭学生; 

4.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免除其就读高中的学杂费（省首

批办好的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

900 元，省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

700 元，一般普通高中每生每年

500 元）。 

每年 9 月份 

向就读学校提出申

请。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2.《普通高中免学费申请表》； 

3.有效证明（《扶贫手册》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

《低保证》或《农村特困救助供养证明》）复印件。 

6 

朝鲜族普高 

地方政府 

免学费 

具有延边州内朝鲜族普通高中正式学籍的

学生（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免学费的学生不

再享受此项资助）。 

免除其就读高中的学杂费（省首

批办好的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

900 元，省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

700 元，一般普通高中每生每年

500 元）。 

自动获得。 无需申请。 

7 
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 

具有本校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一档：每学期 1500 元； 

二档：每学期 1000 元； 

三档：每学期 500 元。 

每年 9 月份 

向就读学校提出申

请。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2.《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3.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4.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5.不满 16 周岁学生户口本原件。 

8 
普通高中 

“滋蕙计划” 

公办普通高中在籍在校品学兼优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每人 2000 元。 

有滋蕙计划年份（双

数年份）9 月向就读学

校提出申请。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2.《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 

3.学习成绩优异证明材料； 

4.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9 
中职 

国家助学金 

本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

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一档：每学期 1500 元； 

二档：每学期 1000 元； 

三档：每学期 500 元。 

每年 9 月份 

向就读学校提出申

请。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2.《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3.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4.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5.不满 16 周岁学生户口本原件。 

10 
中职 

国家免学杂费 

本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

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每生每学期 1000 元。 

每年 9 月份 

向就读学校提出申

请。 

1.《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免学费申请表》； 

2.延边户籍学生户口本复印件，或延边以外户籍学生县镇及

以下户籍复印件，或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效证明材料。 

11 
职业教育 

“雨露计划” 

建档立卡贫困子女参加中等职业教育（全

日制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

工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全日制普通大

专、高职院校、技师学院等）的。 

每生每年补助标准为 3000 元。 

分春季两次申请，两次发放。 

春季学期：3 月 10 日

至 5 月 10 日； 

秋季学期：9 月 20 日

至 11月 20 日。 

向户籍所在地申请。 

通过手机“雨露百事通”APP 上网申请，或登录国务院扶贫

办雨露计划网站（网址：www.yulujihua.com）实名注册申请。 

具体情况家长可向村委会或驻村干部咨询了解。 

12 
大学新生 

国家入学资助 

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500

元； 

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1000

元。 

每年 118 月份 

向毕业 12学校提出申

请。13 

1.《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 

2.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高中阶段获得过助学金的，

可以用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4.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3 

大学新生 

州政府专项 

助学金 

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中阶段应届毕业生。 

（已享受其他入学资助项目的学生不能享

受此项资助）。 

每人 3000 元。 

每年 8 月份 

向毕业学校提出申

请。 

1.《新考入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州政府专项助学金申请表》 

2.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高中阶段获得过助学金的，

可以用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4.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4 

大学生 

生源地 

助学贷款 

已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

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

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

独立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

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

通知书的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

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

学士学位、高职学生）每人每年

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 元；

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

于 8000 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

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每年 8 月份至 9 月份 

向户籍所在地助学贷

款办理中心（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提出申

请。 

首次贷款学生本人与共同借款人一同携带身份证前去办理。 

续贷只需要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中一人携带身份证前去办理。 

15 
中小学教师 

“励耕计划” 

公办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 
每人 1 万元。 

有资助项目的年份

（通常在双数年份），

向所在学校提出申

请。 

1.《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申请表》； 

2.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16 

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幼儿教师

资助项目 

县城（含县城）以下公办幼儿园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的教师。 
每人 1 万元。 

有资助项目的年份

（通常在双数年份），

向所在学校提出申

请。 

1.《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资助项目申请表》； 

2.有效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