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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沙星海）10 月
10日，市医保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费开始缴纳，标准为每人
180元。

今年，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在去年人均
150 元的基础上提高 30 元；财政
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
标准在去年的基础上也提高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450元。其中，
全日制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的个
人年度缴费标准为150元，其他城
乡居民个人年度缴费标准不低于
180 元。我市城乡居民个人缴纳
2018年医疗保险费执行全省最低
标准，即180元。

各县（市、区）根据本地医疗
救助资金筹集情况、基本医疗保
险费标准以及个人承担能力等，
对于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给予相应补助。
新增参保人员需到户口所在

地县（市、区）医保中心登记，待信
息推送至地税部门后，方可缴
费。新生儿出生后，可到户口所
在地县（市、区）医保中心参保。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以
去年缴费信息为准，在各个相应
行政区域内缴费。新华区、卫东
区、湛河区参保人员可分别到新
华区信用联社、卫东区农商行、郊
区信用联社各网点缴费，其他县
（市、区）参保人员则可到各地地
税部门指定地点缴费。全市参保
人员均可通过地税部门纳税服务
大厅窗口、自助办税终端，河南省
地税局网站，“河南地税 APP”缴
费。另外，由于系统参保信息错
误或者重复而无法在各网点缴
费的，请到各地地税局办税大厅
查询并缴费。

市医保中心提醒：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有变

本报讯（记者傅纪元）市招
办10月10日提醒考生，2018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10月
10 日启动，截止时间为 10 月 31
日，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
报名信息。

2018年硕士研究生考试统一
报名网站为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
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
报名时间为10月10日至31日每
天的9:00-22:00。报名过程中，考
生要认真阅读各省市招办、招生单
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由于
违反公告造成无效报名的考生自
行负责；考生要牢记网报系统生成
的报名号，报名号是考生在报考点
现场确认和照相的重要信息，如遗
失，可凭考生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进入网报系统查询。
我省共设71个考研报名点。

市招办提醒，河南城建学院、平顶
山学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应选择
所就读学校报名点办理网上报名
和现场确认手续，在我市工作或
户籍在我市的考生可选择市招办
报名点（市区光明路与姚电大道
交叉口西南角）办理现场确认手
续，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在
11 月 12 日前到各报名点指定的
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
信息。12月14日至25日，考生可
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
载、打印准考证。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初试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3
日至 24 日，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
目在12月25日进行。

10月31日截止

考研网上报名启动

我在基层做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3级，最高
气温17℃，最低气温9℃

“陈书记，这事儿我听你安排，这些年
我实在受够了……”张某信访案另一方当
事人周某在舞钢市武功乡党支部书记陈磊
的办公室里诉说着心里的憋屈。

说起这起信访案，接手过的乡、村干
部直摇头。这是一件邻里纠纷信访积
案，乡、村两级调解过无数次，均因双方
的互不相让而失败。2015 年 4 月 20 日，
张某再次到该市信访局反映其邻居周秀
环家羊圈离他家太近，粪便堆积，严重影
响其生活。接到案件后，陈磊找到曾经
处理过张某信访案件的乡、村两级干部
进行了解，又翻阅了相关案卷，实地查看
了当事双方争议情况。随后他多次到村
里走访群众，了解第三方对这起信访案
的看法，从中寻找问题症结，找准解决问
题的切入点。

“这两家人都太强势了，谁也不让谁，

尤其是张某，更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俺
们没少调解，也没少挨他骂。”村干部提起
这件事就头疼。

“再难，咱也得想办法解决，只要用心，
只要把群众的事儿当成是自己的事儿，办
法总比困难多，问题总能解决的。”面对束
手无策的村干部，陈磊一再地叮嘱宽慰。
他和该乡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一起进村找当
事双方拉家常，了解情况。面对张某的固
执态度，陈磊不厌其烦地讲利害，讲邻里感
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张某的思想工
作：“老张啊，远亲不如近邻，孩子们都不在
身边，有啥事能及时帮把手的还是邻居，还
是村上的老少爷儿们。咱不能只看眼前的
利益，争一时长短，你有怨言，人家同样也
有，大家都让一步，问题就会解决。只要你
同意让步，周某的工作我去做，保证处理得
让双方都满意。”

在多方见证下，双方最终同意先清理
设置在道路上的障碍物，保证道路畅通。
就在清理工作顺利推进时，突生变故——
张某只把竹子做了清理，拒不清理粪池和
自己私建的围墙。周某得知后情绪激动，
认为自己受骗了，随即又把已经清理好的
道路堵上，事情再次陷入僵局。

“不行，咱们得趁热打铁，他们僵持，我
们不能松劲儿。走，再进村。”陈磊带领信
访办的人员，再次找到当事双方进行沟
通。费尽了口舌，磨破了嘴，找张某谈谈，再
找周某说说，反复在两家来回穿梭，终于促
使双方再次坐到一起，接受调解。争吵、沉
默，再争吵、再沉默……最终，双方在司法所
的见证下，达成了调解意见。

调解结束后，陈磊还是不放心，叮嘱村
干部多注意观察两家人的动向，以便随时
掌握情况，随时介入调解。由于是多年积

怨，张某家人出现了“一百口人都当家”现
象，只要一个人有反对意见，他们很快就能
够形成一致意见，推翻原先调解协议，陈磊
的担心并不多余。后来，陈磊和信访办的
工作人员又和张某的妻子和女儿进行了多
次沟通，多年的积案终于尘埃落定。

回想起这起案件的化解，陈磊感慨
地说：“面对信访案件尤其是信访积案，
只要我们抱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公心、不
厌其烦的耐心、敢于担当的责任心、主动
解决问题的热心，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
家的事，他就是一块儿坚冰，我们也能把
他融化了。”

（本报记者 何思远）

抽丝剥茧找症结 春风化雨解民忧
——记舞钢市信访干部陈磊

10月11日，一些市民在市公交IC卡服务中心办理学生公交卡补审业务。
9月份学生公交卡审核月过后，一些未能及时审核的公交卡就不能使用，许多学生家长于近日

扎堆补审公交卡。该中心相关负责人王宇提醒，市区各大邮局和公交车枢纽站均可办理公交卡审
核、补办、续费等业务，市民可前去办理，以节省时间。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扎堆儿补审公交卡

学生资助作为解决贫困家庭学生
上学问题的根本保障，已成为我国扶贫
攻坚的一项重要内容。记者10月11日
从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我市教育
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实现
了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与民办学校全
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学生资助制度日趋完善

多年来，我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
题，不断健全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保
障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享有平等接
受教育的机会。截至目前，我市已建立

“免、奖、助、贷、补”多位一体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覆盖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
和普通高等教育，从制度上保障了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秋季至2017
年春季，全市共资助学前、义教、普高、中
职学段的贫困学生33.8万人次，涉及资金
1.56亿元。其中，开展国家资助5.1万人
次，发放国家助学金0.34亿元；落实中职
免学费政策共2.8万人次，涉及资金0.27
亿元；落实普高免学费、住宿费政策共1.3
万人次，涉及资金690.66万元；落实义务
教育营养餐计划24.6万人次，涉及资金
0.88亿元，其中建档立卡学生3.6万人次，

涉及资金0.13亿元。2017年度，我市累
计发放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1.06亿元，
受益学生16666人。

学生资助管理不断规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政策
性强、涉及面广，资金投入大、受益人
数多，我市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和各类
学校严把政策落实关、资助程序关、受
助学生名单审核关，使受助学生资格
认定和资金发放管理等工作规范有
序，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学生资助工作是一件涉及千家万
户的大事。我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国家中职免学费
政策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办
理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学生资助工作更加精准

近年来，按照国家、我省的教育扶
贫政策要求，我市对普通高中学校建
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等四类学生（建
档立卡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
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实施免学费、住宿费政
策。对学前教育阶段的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发放保教费。全面开展大走访、

大核查活动，建立了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高中阶段教育和在读贫困大学生
（研究生）的数据库，完善并落实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从学前一年到大学毕
业全程精准资助政策。

为落实好我市扶贫攻坚工作的决策
部署，市教育局在鲁山县、叶县两个贫困
县开展“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
活动，对10000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从
生活资助、心理疏导、学业指导、技能培
育等方面实施“一对一”精准关爱帮助，
确保贫困生基本生活有保障、励志向上、
学业有成。

为让服务窗口真正为民服务，各
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通过升级资助硬

件设施、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增强主动
服务意识等措施，全面提升学生资助
工作服务水平和能力。

“通过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切实减
轻困难家庭供应子女上学的经济负
担，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
顺利就读理想学校，保障了每个学生
受教育的权利。”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任程山平表示，“我市各级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学生资助工作
力度，推动教育事业发展，践行‘不让
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
庄严承诺，助力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打赢全市扶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傅纪元）

目前，我省已在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了以国家免学费、国家助学金为
主的较为完善的资助政策体系。

一、国家免学费
资助对象：从2015年秋季学期起，对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常学籍在校学生全部免学费。
资助标准：免学费标准按照市、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准

的学费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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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标准给予补助，学费标准高
出公办学校免学费标准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二、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

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每年每生2000元。
资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一、二年级在校生（扣除涉农

专业学生和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的15%确定。

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

已被普通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培养单位正
式录取的河南籍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
学生）、研究生和预科生，需要通过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
构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 贷款学生 登录https://sls.cdb.com.cn进行实名注册 （9月20日
截止本年度贷款申请）。2. 填写个人和共同借款人信息，在线进行贷款
申请，并导出贷款申请表，到居（村）委会、乡镇（街道）民政部门或毕业高
中学校办理资格认定，审查盖章，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国家开发银
行与借款学生及共同贷款人签订合同，打印合同受理证明。3. 赴高校
报到，高校学生资助中心录入贷款电子回执。4. 国家开发银行审批合
同。5. 通过学生支付宝个人账户划拨贷款，并支付到高校账户。学生
和家长为共同贷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织密学生资助政策网 助力我市教育扶贫攻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建档立卡篇

2016年，我市出台《平顶山市教育脱贫专项方案》，
实施全面覆盖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政策：

●学前教育
按照年生均600元标准补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3-6

岁儿童学前教育保教费，并按照年生均不低于400元的
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

●义务教育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免除学

杂费、教科书费基础上，按照年生均小学生1000元、初中
生1250元标准对寄宿生发放生活补助费。对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每人每年800元
标准发放营养改善计划补助。

●普通高中教育
免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普通高中学费、住宿

费，并按照每生每年25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中等职业教育
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学费，并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学前教育资助篇

政策依据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学前

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通知》
资助对象
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低保户、农村低保户，儿童福利机构

孤儿及社会散居孤儿，父母双残或单残、家庭主要成员长期
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幼儿以及残疾幼儿；因
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因
其他特殊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和残疾幼儿。

资助标准
每生每天不低于2元（一年按200天计算）

义务教育资助篇

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3738199

舞钢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3303188

宝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6130008

郏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5186123

鲁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5966616

叶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3318616

新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2575988

卫东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7267255

湛河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3503009

石龙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7063985

新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375）2224939

学生资助工作
服务热线

为完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加快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切实解决普通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我
市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制定了《平顶
山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
资助制度实施方案》，建立了普通高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一、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
以下学生优先资助
1.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

的学生；2. 因天灾人祸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家庭的学生；3. 父母因重大疾病
丧失劳动能力的学生；4. 父母离异或
丧父、丧母等原因造成经济困难的学
生；5. 南水北调移民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6. 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经济困难
的学生；7. 革命烈士子女；8. 少数民

族家庭子女；9. 艾滋病家庭子女。
同等条件下，独生子女优先。
二、免学费 免住宿费
从 2016 年秋季学期起，我省出

台《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关
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学费和住宿费的实施意
见》，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
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学费
和住宿费。

三、高校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分配我市

若干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润雨计
划”专项资金，用于一次性补助部分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校报到的
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

省内院校录取新生每人500元，
省外院校录取新生每人1000元。

中职教育资助篇

一、义务教育免费教育
根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规定，对凡
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学
费、杂费、借读费，免费提供教科书。

二、寄宿生生活补助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的通知》，对在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
生提供生活费补助。补助标准为
小学生每生每天 4 元，初中生每生
每天 5 元，每学期在校时间按 125
天计算。

普通高中资助篇

（上接第一版）先后深入叶县第二人民医
院、任店镇卫生院、常村镇卫生院、湛河
区姚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
构开展巡诊。截至目前，市二院健康扶
贫巡诊活动共服务群众1134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2815份。

为方便农民群众看病，市二院对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医开通“绿色通
道”，实施“两免五优先”惠民政策，即
免收门诊诊查费、免收救护车接诊费，
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
住院、优先双向转诊。同时对患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儿童先心病房间隔缺
损、儿童先心病室间隔缺损、食管癌、胃
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等9种
大病的贫困患者实行先住院后付费，并
针对贫困人口专门设立 20 余张扶贫床
位。

市二院院长侯激流说，按照市卫
计委的要求，该院组建了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扶贫实施方案，扎实推
进健康扶贫工作，力阻“病根”变“穷
根”。

市二院

扎实推进健康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