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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全省资助政策落实情况检查的通知
各市 (含 定州、辛集市 )教 育局 ,各 省属学校

:

学生资助政策 落实情况专项检查 ,是 维护受助学生权 益 ,全
面落实各项 资助政策 ,促 进学生资助 工作健康持续开展 的重要保
障。为进 一步落实好 国家 资助政策 ,加 强我省学生资助管理 工作

,

经研 究 ,决 定开展全省各 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 落实情况专项检
查 ,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检查范 围与内容
此次重 点检查 ⒛ 16-⒛ 17年 全省 普通高校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 中、义务 教育、学前教育等各级各类学校 国家资助政策落
实情况 ,主 要 内容包括 :受 资助学 生 申请 、评 审和资助信息审核
等情况 ;国 家奖助 学金发放 、退役士兵 学费资助和高校学 生服兵
役 国家资助等 情况 ;国 家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地 方配套资金
”
落实、结余资金 管理 等情况 ;“ 建档 立 卡 家庭 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落实情况 ;国 家助学贷款 (校 园、生源地 )办 理 情况 ;精 准资

助 、资助育人 工作开展 情况 ;资 助制度建 立和档案管理等情况。
二 、检查工 作安排
此次检查采取 自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省直管县
的抽查 工作 由所在设 区市负责完成。
(一 )自 查 工作安排。各设 区市教育部 门、各省属学校要根

据本通知要求 ,结 合本地实际 ,全 面开展 自查 自纠工作。各市应
对所属 县 、区及省直 管县 自查情况进行重点抽查 ,在 抽查 的基础
上 ,根 据检查 内容 以市为单位撰写 自查报告。请各市、省属学校
于 4月 1O日 前将 自查报告上报我厅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 。
(二

每市选定

)省

抽查 工作安排。省学 生资助管理 中心将 组 成检查 组

2-3个 县

,

(市 、区,含 省直管县 )及 部分省属学校进

行抽查 ,具 体检查 时间另行通知 。检查 的方式和 内容为 :一 是 听
取被检查市 、县 (区 )教 育部 门 自查情况 汇报 ;二 是抽查市、县
资助档案 、相关会计凭证及账 目等 资料 ;三 是实地检查有关学校

,

召开 资助 人 员和学生座谈会。请各市教育局 和省属学校做好相关
的准各 工作。
三 、检查 工 作要求
(一 )各 级教育部 门要高度 重视 、精 心 组 织这次检查 工作。

各设 区市教育财务 、基教 、职教和学生资助管理 部 门要 密切配合

,

组织好本地 区学校 的 自查 自纠工作 ,确 保 工作 落到实处 ;同 时要
采取重点检查 、随机抽查等方式 了解学校 自查情况 ,切 实解决 工
作 中存在 的问题 ,确 保 自查 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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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 级教育部 门对 自查 中发现 的问题 ,要 督促有关部 门

和学校及 时纠正 并整 改到位。同时进 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和 监 督机
制 ,确 保 国家资助资金安全 、有效。
(三 )各 地教育部 门要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 纪行为 ,对 在 自

查 自纠阶段能主动报 告并清退上缴所骗取 、套取和挤 占、滞 留、
挪用资金 的 ,予 以从轻处 理 ;对 不主 动报告、清 退上缴违规资金
的 ,除 追缴违规 资金 外 ,还 将依 纪依法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
关负责人 的责任 ,涉 嫌犯罪的 ,移 交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民办学
校在落实学生资助政策工 作 中存在 严重违规行为的 ,根 据相关法
律 法规进行处罚。省教育厅将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予 以全省通报
批评。
(四 )各 级教育部 门在检查 中,要 多走访师生、多接触群众

,

”
“
总结经验 ,解 决 问题 ,推 动工作 ;要 严格遵守 八项规定 有关
要求 ,严 格控制检查人员数量 ,轻 车简从 ;不 准参加被检查单位
和个人安排的宴请 、娱乐等活动;不 得干扰学校 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 ,不 得增加基层学校负担。

唯 孝

信息公 开形式 :不 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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