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档立卡教育特惠性政策

第1档资助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每年每生1500元

3 高中阶段

学生家庭困难的，可以在每年秋季开学向学校申请普通高中国家助学
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助学金分2档

第2档资助对象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每年每生2500元

●其中：建档立卡扶贫家庭、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低保家庭、家庭成
员长期患重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的学生等可认定为特殊困难情形。

学前教育资助金

学前教育助学券

1 学前教育阶段
发放对象：普惠性幼儿园的孤儿、残疾（家庭）
学生、家庭贫困在园幼儿的群体
平均资助标准：750元/生/学年

发放对象：海口市范围内合法注册幼儿园中具
有海口户籍的3-6岁在园幼儿
资助标准：400元/生/年（补助年限最多3年）

●符合条件者可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向学校申请

普惠性政策
普惠性政策，也就是普遍性的优惠政策，政策涉及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高中、中职和大学新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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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告

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一报”、“一网”、

“两微”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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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3082.33低：3077.96
高：3103.44收：3090.14
成交额：1681亿元
涨跌幅：-0.46%

深
成
指

开：9955.86低：9936.31
高：10045.68收：9974.35
成交额：2295亿元
涨跌幅：-0.56%

沪
综
指

天天钱进 详见16版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6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12注，单注奖金 346元；“排列 5
直选”中0注。

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
7285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6085注，单注奖金 346元；

“排列 5 直选”中 92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涨跌：
-14.30

涨跌：
-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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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对象：上大学前借款人和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在海口
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且家庭贫困者
（可在每年7-9月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

5 大学新生阶段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本科贷款上限为8000元/年 ●研究生贷款上限为12000元/年

“双百爱心助学”活动

资助对象：市属高中学校应届大学新生，具有海口市户籍且家庭贫困
者（可于每年7月向学校申请参加）。

●符合条件者按当年市政府批准标准资助约5000元/人

(另还可申请“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补贴
交通费，资助金额由合作单位确定)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价格
监测中心获悉，4月份，我省蔬菜
价格稳中有降；肉禽蛋、水产品价
格有所下降；工业生产资料价格
有升有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
降为主。

蔬菜价格稳中有降。4 月
份，重点监测的19个主要蔬菜品
种价格走势为“12降6涨1平”，
零售均价每斤3.05元，环比下降
1.93%，同比下降15.75%。降幅
较大的品种有地瓜叶、豆角、空心
菜，零售均价每斤分别为2.55元、
3.60 元、2.74 元，环比分别下降

11.15%、9.55%、8.97%；涨幅较大
的品种有黄瓜、油菜，零售均价每
斤分别为2.84元、3.05元，环比分
别上涨12.25%、8.54%。随着气
温不断升高，本地蔬菜生产开始
步入淡季，预计后期我省蔬菜价
格将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肉禽蛋、水产品价格有所下
降。4月份，我省肉禽价格多数
下降，鸡蛋价格小幅微涨。猪精
瘦肉、猪肋条肉、猪肋排、羊肉零
售均价每斤分别为 17.07 元、
12.62元，23.92元、43.04元，环比
分别下降2.68%、0.47%、0.33%、
0.39%；牛肉、鸡肉零售均价每斤
分别为43.83元、13.68元，均与上

月持平；鸡蛋零售均价每斤5.63
元，环比上涨1.08%。带鱼、草鱼
零售均价每斤分别为 22.51 元、
10.37 元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0.62%、3.62%。进入夏季，肉
类产品消费趋淡，预计后期肉
禽蛋价格将保持稳中略降态
势，水产品价格因伏季休渔期的
到来将有所上涨。

周六琼岛多地有雨
最高气温32℃
□见习记者 吴兴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省气
象台获悉，今日白天：北部多云有小
到中雨，局地大雨，23-30℃；中部多
云间阴天有大雨，局地暴雨，22-
30℃；东部多云有小阵雨，24-31℃；
西部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地暴雨，
23-31℃；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
地暴雨，24-31℃。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
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3-32℃；中
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2-
31℃；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
雨，24-32℃；西部多云有小阵雨，23-
32℃；南部多云有小阵雨，24-32℃。

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北部多
云，23-33℃；中部多云，局地有小阵
雨，22-32℃；东部多云，24-33℃；西
部多云，23-33℃；南部多云，局地有
小阵雨，24-33℃。

这些“教育红包”

可免费领

海口现行
学生资助政策盘点

从幼儿园到大学

本报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建立
起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国家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海口各学

习阶段的学子可以享受哪些教育资助政
策吧！记者林文星

2 义务教育阶段

在义务教育阶段，今年海口的“三免一补”已经实现了统筹城乡的全覆盖。

三免一补: 免学杂费 免课本费 免作业本费 补助寄宿生的寄宿费

●其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免除或减免在校学生学杂费;
●“寄宿生生活补贴”项目面向海口市农村学校贫困家庭在校寄宿生，

需在秋季开学向学校申请;
●“义务教育免除课本费”和“义务教育免除作业本费”覆盖海口市义务

教育所有学校在校生，春秋两季开学免费发放。

4 中职阶段

目前我省所有公办中职学校学费全免。2015年我省将免学费的范围，
从一二三年级扩大到四五六年级，实现了所有的中职学生免除学费。另外，
中职生中涉农专业一二年级全部在校生、其他专业一二年级贫困学生也可
以在每年秋季开学向学校申请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符合条件者会有
2000元/年的资助。

●小学生可获补助2400元/生/年 ●初中生可获补助2900元/生/年
●普通高中在校贫困学生、低保学生、残疾学生、特困救济学生可每年
秋季向学校申请享受免除学杂费政策

为解决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难问题和减轻贫困家庭
负担，海口还出台了相关特惠性政策。

海口针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对在海口公办高中学校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政策条件的学生，
予以免除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作业本费。

对在海口民办高中学校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政策条件的学生，
统一按照标准每生每学期420元给予减免学费。

4月份我省菜价稳中有降

□记者 沈丽焕

本报讯 5月18日是世界博
物馆日，历时4年多修建完成的海
南省博物馆二期工程正式对外开
放。新馆紧密结合海南国际旅游
岛的建设需要，介绍海南省的地理
特征、自然资源、历史人文和民族
风情，为国际旅游岛文化窗口的

建设再添一抹亮色，当日有5000
多位市民慕名而来进行参观。

为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群，二期展览使用现代科技展陈
手段，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观看感
受，市民还可跟展览“互动”，戴上
耳机在排屋模型前听疍家渔歌，
点击屏幕详细了解文物背景资
料，小朋友们还能在馆内通过动

画形式了解神秘的“华光礁I号”。
值得一提的是，“南溟泛舸”

展览首次展出“华光礁I号”出水
船板。为了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文
物考古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该
展厅直接将实验室融入其中，大
家可以通过落地玻璃直接看到工
作人员们对沉船船板、陶瓷器等
文物的修复过程。

省博物馆二期昨日正式对外开放

首日参观人数超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