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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 累计资助学生近
13 亿人次，年资助人次从 2012
年的近 1.2 亿， 增加到 2021 年
的 1.5 亿；全国学生资助金额累
计超过 2 万亿元，其中，财政投
入资金累计达 1.45 万亿元，占
资助资金总额的 72%； 学校和
社会投入资金累计达 0.29 万亿
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 14%。

日前，教育部召开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
事业改革发展成效。 会上，教育
部财务司透露了上述数据。

据介绍， 目前我国学生资
助已形成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
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
上以无偿资助为主、 有偿资助
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
为辅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
系，涵盖 28 个中央政府资助项
目，“奖、助、贷、免、勤、补、减”
多元政策相结合，年资助 1.5 亿
人次， 年资助金额 2600 多亿
元， 为世界提供了学生资助的
中国方案。

一是资助项目更全 ，构建
了符合国情的资助政策体系 。
十年来，国家建立实施学前教
育资助制度，免除普通高中建
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学杂费，新设立中职国家奖学
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启动高
校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出台高
校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
资助办法、直招士官国家资助
政策等，填补了资助领域的多
项空白。 同时，充分考虑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及学生受助需
求变化等实际，陆续对各学段
17 项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进行
了 26 次调整和完善， 确保资
助政策和资金投入向中西部

地区倾斜、 向欠发达地区倾
斜、向民族地区倾斜、向特殊
困难群体倾斜。

二是资助力度更大， 形成
了政府投入为主的资助格局 。
十年来， 全国学生资助金额累
计超过 2 万亿元。其中，财政投
入资金累计达 1.45 万亿元，占
资助资金总额的 72%； 学校和
社会投入资金累计达 0.29 万
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 14%；
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
款 0.27 万亿元，占资助资金总
额近 14%。 年资助金额从 2012
年的 1322 亿元， 增加到 2021
年的 2668 亿元，翻了一番。 财
政投入资金从 2012 年的 1020
亿元， 增加到 2021 年的 2007
亿元，增长 97%。 其中，中央财
政投入资金从 2012 年的 628
亿元， 增加到 2021 年的 1238
亿元，增长 97%。财政支持力度
持续加大， 形成了政府投入为
主、 学校和社会资金为重要补
充的资助格局。

三是资助标准更高， 提升
了受助学生的生活水平。 十年
来，教育部、财政部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和脱贫攻坚要求，
建立资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逐步提高各学段资助标准。 义
务教育阶段， 两次提高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
准， 从每生每天 3 元提高到 5
元，逐步实现从“吃得饱”向“吃
得好”转变。 高中阶段，提高普
通高中、中职国家助学金标准，
从平均每生每年 1500 元提高
到 2000 元。 高等教育阶段，博
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标准提高
了 3000 元；本专科生国家助学
金标准，从平均每生每年 3000
元提高到 3300 元；国家助学贷

款额度， 从每生每年不超过
6000 元提高到本专科生 12000
元，研究生 16000 元，并相应提
高基层就业和应征入伍服兵役
贷款代偿标准。

四是资助范围更广， 实现
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
十年来， 全面实行城乡义务教
育“两免一补”政策，“一补”范
围从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扩大
到非寄宿生， 营养改善计划实
施范围实现原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全覆盖，扩大中职免学费、
高职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
学金覆盖面， 增加本专科生国
家奖学金名额， 完善退役士兵
教育资助政策， 将预科生和科
研院所等各类培养单位的研究
生、 军队院校招收的无军籍地
方全日制学生， 全部纳入高等
教育学生资助政策范围。 十年
来， 累计资助学生近 13 亿人
次，年资助人次从 2012 年的近
1.2 亿， 增加到 2021 年的 1.5
亿， 实现了资助政策“所有学
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全覆盖。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
表示，学生资助是脱贫攻坚的
重要内容，也是脱贫攻坚的重
要阵地。 十年来，学生资助坚
持将建档立卡家庭学生、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
学生、孤儿、残疾学生等特殊
困难群体作为重点保障对象，
结合实际给予较高资助档次，
加快了这些家庭摆脱贫困的
步伐。 学生资助政策减轻了脱
贫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家庭的
经济负担，帮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实现高质
量就业，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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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90.2 万个，比上年增长 0.9％；吸
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1100.0 万
人，比上年增长 3.6％。全年共查
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 8594
起，行政处罚 8024 起。

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
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点
和慈善超市 1.4 万个（其中慈善
超市 4034 个）。全年共有 2227.4
万人 次 在 民政 领 域 提供 了

6507.4 万小时志愿服务。 全国
社会组织捐赠收入 1192.5 亿
元， 比上年增长 12.6%。 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国备案慈善信
托 580 单， 慈善信托合同规模
34.7 亿元。

在专业社会工作方面。 2021
年，全国共有 5.3 万人通过助理
社会工作师考试，1.6 万人通过
社会工作师考试。 截至 2021 年
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73.7万人，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

55.9 万人， 社会工作师 17.7 万
人。

在社区服务方面。 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国共有社区综合服务
机构和设施 56.7万个，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和设施 31.8万个。 城市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100%，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79.5%。

公报中还介绍了老年人福
利、儿童福利、残疾人服务和社
会救助等发展情况。

《202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达 119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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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民政部官网发布了《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 2021年度民政事

业发展综合情况、行政区划、社会工作、成员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等发展情况
进行了介绍。

虚构 QSC 中创联项目，以发展
实体经济为由非法募集资金，
承诺 3 个月返回本钱， 骗取会
员交纳 3000 到三万元不等的
费用参与投资。

据有关资料显示，“东望集
团”传销参与者遍布全国 29 个
省（市、自治区），传销参与人员
达 40 余万人。

博兴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在博兴发现的“东望课
堂”具有隐蔽性强、流窜活动、
规模小、无招牌、不收费、对象
随机、不易识别等特点，这也是
当前很多非法社会组织的共性
特征。该机构所谓工作人员，以
企业身份为掩护，身着“东望集
团”马甲，以奉献爱心、志愿服

务、文娱表演、弘扬传统文化为
幌子，美化宣传传销组织“东望
集团”，其目的是伺机诓骗不明
真相的群众加入， 为实施传销
诈骗“攒人头”。

日前，“东望集团山东博兴
志愿者、东望集团山东滨州博兴
课堂”这一非法社会组织分支机
构已由博兴县民政局公告取缔。

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公
民个人、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机
构参与社会组织活动、 新闻媒
体报道社会组织活动时， 可登
录“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 （http://www.chinanpo.gov.
cn/）”或者关注“中国社会组织
动态”微信公众号，查验其身份
是否合法，避免上当受骗。

（上接 0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