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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金财教专 匚⒛ 19)⒛ 号

宝鸡市金台区财政局 宝鸡市金台区教育体育局
关于下达 ⒛⒚ 年春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
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 中等职业学校

:

根据 《宝鸡市财政局 宝鸡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19年 春季学
期 中等职业学校 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宝 市财办教 匚2019〕
15号 )文 件 ,现 下达各校 ⒛ 19年 春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
补助资金预算 3019000元 。为切实做好 中职学生免学费工作 ,加
强资金管理 ,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免学费对象:全 日制正 式学籍一、二 、三年级在校 生 中
所有农村 (含 县镇 )学 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 困难学
生免除学费 (艺 术类相关表演专 业学生除外

)。

涉农专业和城市

家庭经济 困难学 生范围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 费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陕 财办教 匚⒛ 14彐 12号 )有 关规定执行 ,根 据 《国务院办
公室 印发关于支持戏 曲穿传承发展若 干政策 的通知 》(国 办发
匚⒛ 15〕 5号 )中 “
对中等职业教育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实行免学

”
费 精神 ,对 戏 曲表演专业学生实习免学费。
二 、免学费标准:按 照价格 主管部门在 ⒛ 12年 6月 30日 前
批准的学费标准确定 。对公 办学校 ,因 免除学费导致学校收入减
少的部分 ,第 一、二学年 由财政按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
学费标准补助学校 ;第 三学年原则上 由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和顶杆
实习等方式获取的收入予以弥补 ,不 足部分 由同级财政给予适 当
补助。对 民办学校 ,第 一、二学年中等职业学校实际收取的学费
低于价格 主管部门核定标准的,按 照学校实际收取的学费标准给
予补助。对在省市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批准的民办中等职
业学校就读的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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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中
等职业学校经批准的学费标准 高于补助的部分 ,学 校可以按规定
继续向学生收取 。
三、免学费补助资金通过中、省 、市 、县共同分担的方式解
决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免除学生学费后 ,中 省财政按照每生每年
1ω 0元 的标准补助,高 出部分按照学校隶属关系 ,由 同级财政负

担 。中等职业学校实际收取的学费低于主管部门核定标准的,按
学校实际收取的学费标准给予补助。
四、几点要求:1、 各 中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实行“一把手”
校长负责制。学校填报的学生信 .憝 ,经 校长审查签字后 ,方 可提
交上报 。
2、

各 中职学校对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的省 内合作办学或

者跨省合作办学的 中职学生,由 学生就读学校 申请和发放免学费
资金 ,不 得两地重复 申报 。认真做好学生异动情况登记和系统维
护工作 ,对 因转学 、退学 、死亡等原因流失的学生。及 时在“中
¨2…

职系统”中注销学籍并取消资助资格 ,停 止发放 免学费资金 。
3、

各学校与不具有独立法人 资质的联合办学机构所招的学

生不得再 以学校名义 申请免学费补助资金 ,与 具有独立法人 资质
的联合办学机构所招的学 生按财政隶属关系或按属地化管理的
原则 ,由 联办机构 向当地财政 、教育部门申请免学费补助资金 。
各校要加强学生信息管理工作 ,建 立和完善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信 息管理系统 ,实 行 电子注册制度 ,加 强对“一牌 两校”、
“
” “
联合招 生 、 学籍异动”等情况的监管 ,坚 决杜绝“
双重学籍”
现
4、

象 ,做 好免学费对象的认定工作 ,保 证学生基本信息的完整 、准
确和真实。
5、

各学校要按照公 平 、公 开 、公正 的原则 ,认 真组织农村

及城市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的认定评 审工作 ,并 将初审结呆在学校
内进行不少于 5个 工作 日的公 示,确 保将免学费政策落实到位 。
6、

各 中等职业学校要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坚 决杜绝截 留、

挪用 、侵 占、滞留。对虚报学生人 数 ,骗 取国家补助资金等违规
行为 ,按 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

追究责任 。
附件 :金 台区 ⒛ 19年 春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
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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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⒛”年春季学期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学校名称

允 学 费人 数
(人 )

允 学 费标准

允学费资金

(元 )

(元 )

宝鸡市金台区职业教育 中心

486

I000

486000

陕西振华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

572

1000

572000

陕酉亚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55

1000

255000

陕西 工 贸职 业 中等专业 学校

I706

1000

1706000

3019

1000

3019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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