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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67

8通讯员 9:;

"#$日# 记者从海南
省民政厅获悉# 我省将对城乡困难家
庭实施临时教育救助# 救助对象为考
入全日制大专以上院校的城乡低保家
庭子女和孤儿$ 重点救助每年新录取
的考生# 并兼顾已在校就读的困难学
生% 符合救助条件的学生可获得一次
性救助金%&&&至'&&&元$

(月#)日# 海南省民政厅向各市&

县!

<

"民政局下发'关于实施城乡困
难家庭临时教育救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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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城乡困难家庭的子
女就学和完成学业$ '通知(明确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 要求进一步
做好我省城乡困难家庭的临时教育救
助工作$

'通知(指出#对城乡困难家庭实
施临时教育救助的对象为考入全日制
大专以上院校的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
孤儿# 原则上以每年新录取考生救助
为重点# 兼顾已在校就读的困难学生
救助$

其救助程序为# 本人或监护人凭

孤儿证&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
取证以及大专以上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等材料提出申请#村 *

C

+委会调查核
实#乡&镇政府!

DEF

"审核#市&县
!

<

"民政部门复核&审批#救助对象公
示无异议后即可发放救助金$ 据介绍#

目前# 海南省城市低保家庭有,"((-

户#农村有低保家庭.$$""户$ 城乡低
保家庭子女和孤儿# 考上大专以上院
校的请尽快申请办理$

具体救助标准为# 符合条件的申
请者#各市&县!

<

"民政部门可根据具

体情况对其一次性提供%---至'---元
的临时教育救助金$ '通知(要求各地
民政部门在实施生活救助& 发放救助
金时# 可以根据分类施保的原则及其
家庭实际困难和子女就学情况# 对其
家庭适当提高救助水平$ 同时#各地要
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 邻里互
助的传统美德#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
极挖掘民间资源# 鼓励社会力量在资
助城乡困难家庭子女就学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教育救助工作要实行动态管

理$ 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救助范
围# 经济状况好转时要及时退出#切
实做到有进有出$ *海南省民政厅社
会救助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救助管
理方面# 各地民政部门要在认真调
查& 摸清需要救助人员底数的基础
上#制定具体工作实施方案并抓好落
实$ 对于需要临时教育救助的人数#

应建立数据库和救助台账#并将有关
数据和情况要逐级上报#每年$-月底
前将教育救助情况书面报给海南省
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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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孩子收到重点大
学的入学通知# 我的心里很开心#孩
子们个个是那么懂事$ *家住东方市
八所镇的居民符昌山向本报反映#他
的两名子女今年都考上大学#加上前
年毕业的大女儿和目前在读的二儿
子#家里走出了四个大学生#当父母

的很是欣慰#但孩子们的学费#却让
这个家庭感到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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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时许# 记者在符兆达
的引路下#找到了他们位于琼西路的
一间民房$ 走进院子#记者看到平房
里的摆设十分简朴# 除了一台电视

机#家里找不到其他大件的家电$

记者在与符兆达的父亲符昌山
交谈中了解到#他平时在码头做临时
搬运工#月收入$/--元左右#他的风
湿病不时复发影响做工#可码头活多
他仍坚持干工#只为孩子们将来能有
个好出路$ 平时虽很辛苦#一想到家
里"个孩子均考上大学# 大女儿符雅
在长沙航空技术学院毕业#二儿子符
兆伦现就读华北电力大学#今年三女
儿符倩考上海口经济学院# 为此#他
再苦再累也感到欣慰$

)眼下# 兆达又以0)/分的成绩
考入天津财经大学# 每年学费住宿
费就要"0--元% 三女儿考入海口经
济学院#学费)万多元$ .月份#我要
给两个孩子准备约/万元的学费#这
么多钱我真不知怎么筹集# 现为此
发愁$ *符昌山说#他家里仅有/亩多
的农田也撂荒多年# 农业上没有任
何收入% 以前他的妻子赵海珍骑三
轮车载客#挣点家用补贴#可现在三
轮摩托车载客已经被取缔# 赵海珍
只有在家闲着# 他家里唯一的一头
母猪每年靠卖猪仔# 也就收入)---

多元%他年迈((岁的老母亲#每月还
需花上百元看病$

符昌山告诉记者#他希望社会爱
心人士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两个孩
子能顺利迈入大学校门$

XYZZ[\]^_P`

符兆达今年高考取得理科0)/分
的高分#在东方市铁路中学理科考生
中排名第%)名$ 对于符兆达的分数#

他的父母很是欣慰#母亲赵海珍告诉
记者# 符兆达是"个孩子中的排行最
小的#今年)0岁#虽然在家排老四#但
从不任性调皮$

对于母亲的表扬# 符兆达并不
)得意*#他向记者透露#在他心里一
直有个榜样就是哥哥符兆伦!$%%&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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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要努力地接近再超越哥哥$

在收到天津财经大学入学通知
书后#符兆达没有骄傲#他告诉记者#

高考成绩已经是过去了#在今后的大
学学习更要认真对待#毕业后再找个
好工作#报答含辛茹苦培养他们的父
母#感谢社会上各界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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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儋州
市举行/-)/年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明星助学*公益活动#邀请电视剧
'家有儿女( 夏东海的扮演者高亚麟#

'炊事班的故事(班长的扮演者洪剑涛
参加$

在活动中# 高亚麟和洪剑涛现场
演唱了歌曲'同学(#号召大家支持公
益活动#同时鼓励大学新生$

海南宏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
南陆邦天成实业公司共捐助了)/万
元#资助当地贫困的优秀学子$

儋州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铁刚
向爱心捐助的捐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
心感谢$ 他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继
续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扶贫济困#营
造爱心助学新风尚$ 希望受资助学生
要常怀感恩之心#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
资助者&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并且以
后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将爱心接
力棒传递下去$

现场接受捐助的学生王焕英感动
地说-)现在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有
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让我们看到了
希望$*她表示#在今后大学生活中#一
定会好好读书#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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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第二届)海航+宝
岛奖助学金* 颁奖仪式上获悉#今
年我省共有0-余名海南籍高考学
子获得海航奖励资助#总金额近"-

万元#每名学生'---元$其中#获得
奖学金的/-名文理科前十名考生
还获得海航旗下航空公司提供的
免费往返机票$

据了解#)海航+宝岛奖助学金*

是由海航集团于/-))年出资设立的
公益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回报海南
人民#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该项目每
年奖励海南高考文& 理科前十名考
生和被本科高校录取的海南省户籍
且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省教育厅巡视员郑万发说#海
航集团设立)海航+宝岛奖助学金*

推动了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充
分体现了海航集团的社会责任感$

海航集团执行副总裁高荣海表示#

帮助贫困考生走进大学校门更是
海航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了解#多年来#海航通过与
慈航公益基金会合作# 面向全国
高校公开设立精英学子奖学金&

研究生奖学金&新锐社团奖学金#

范围涵盖本科生& 研究生和高校
社团群体#每年支出奖金超过),-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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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三亚市孔光教育
基金捐助仪式在三亚市教育局举
行#林莉玉等/-名今年考上大学的
贫困生分别获得)万元捐助$同时#

三亚市今年文科状元高子壹等"位
分别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分别获得'万
元奖励$

今年#三亚共有"--/名考生参
加高考#目前已有%,''名学生被录
取#一本&二本上线人数比去年增
加了(1$但目前三亚还有许多家庭
困难学生正为上大学学费发愁#为
此#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公司董事
长&总裁邢增平先生决定#个人出
资/---万元# 设立孔光教育基金$

每年将从孔光教育基金中拿出$--

万元#资助贫困学子和奖励优秀学
生$ 凡学生及家长为三亚户籍#高
考成绩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以上&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或领取农村社会救济金
的家庭考生均可申请孔光教育基
金会助学金# 资助标准每人每年$

万元#资助"年$ 孔光教育基金奖学
金奖励标准为一次性每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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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元钱饱含着乡亲对我们的关
爱#我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争
取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和社会$ *昌江
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地村低收入家庭
的张静同学接过助学金后激动地说$

近日#昌江海尾镇沙地村委会举
行了)/-$/年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

共有$%名高考学子获得爱心助学金$

据悉#)爱心助学金*发放标准为本科
第一批学生每人%---元#本科第二批
学生每人/---元#本科第三批学生每
人$---元$

据了解#该村今年共有$%名学生
考上大学#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为
了鼓励和资助这些学生好好读书#沙
地村从限有的办公经费抽出部分资
金并发动村里的爱心人士捐助#共筹
集资金%2/万元# 筹集到的资金将全
部用于爱心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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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口新坡镇新坡村的冯燕&

冯芳两姐妹#今年同时考上大学$ 正
当这个低保户的家庭#为$'---元的
学费发愁时#(月/-日# 两人得到政
府部门发的一次性奖励各'---元$

)谢谢#我们可以上学了$ *略显青涩
的冯燕如是感谢道$

今年/-岁的冯燕和$(岁的冯芳#

是海口市新坡镇新坡村的两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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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勤奋苦读#今年#两姐
妹同时参加高考$ 可喜的是#这对姐
妹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科
技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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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年
)潘先钾&黄玉珍教育基金*奖!助"

学金颁发仪式在海口市外事交流中
心举行# 海口市外侨办及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向%.名考上大学一& 二本
院校的)三侨生!

s侨tJ%s侨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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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眷生和
部分贫困生颁发了奖!

}

"学金$

据不完全统计#自$...年)潘先
钾&黄玉珍教育基金*设立以来#共
向%--多名侨界学子发放了"-多万
元的奖!

}

"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