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性别 录取学校 家庭住址

马玉龙 男 青岛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陈胡同行政村

刘 帅 女 山东农业大学 邹城市朝阳街北二巷

马 宁 女 山东农业大学 济宁市梁山县水泊中路139号

高思维 女 曲阜师范大学 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107号

王慧杰 女 山东政法学院 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办事处东营365号

刘乐存 男 延边大学 淄博市沂源县大张庄镇赤坂村

李 娴 女 天津师范大学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李营村

宋 哲 女 青岛大学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石岗村

贾庆媛 女 齐鲁工业大学 莱芜市莱城区辛庄镇朱家沟

张 顺 男 云南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处小桥行政村

朱 琳 女 曲阜师范大学 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南陈家沟村

邵广庆 男 山东大学（威海） 枣庄市市中区垎塔埠街道杨河社区

任跃东 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临沂市费县南张庄乡龙岗村

李艳芳 女 山东科技大学 莱阳市谭格庄镇李庄村

孙自强 男 大连外国语大学 邹城市千泉街道办事处小张庄村

胡秀娟 女 山东师范大学 临沂市沂南县张庄镇辉山村

王晓帆 女 青岛科技大学 淄博市临淄区炼油厂石槐生活区

张笑程 女 济南大学 济南市济阳县济阳街道办事处何家村

刘广钰 男 德州学院 肥城市桃源镇桃园社区居委会

徐亚洋 男 济南大学 德州市夏津县郑保屯镇杨中村

白琳琳 女 齐鲁工业大学 泰安市岱岳区上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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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贷助补减免”政策调整，近半在校大学生将获资助

我我省省新新设设55000000万万励励志志奖奖学学金金

利利群群阳阳光光助助学学金金2244日日发发放放
仪式将在省科技馆举行，想聆听学子奋斗历程可报名参加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21日，2014年利群阳光助学

行动最后一批阳光学子确定。助学金发
放仪式将于8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科技
馆进行，100名阳光学子将现场参加发放
仪式。

21日，经过三个多月的报名申请和
审核工作，2014年利群阳光助学行动资
助名单最后一批学子公布。自首批阳光
学子名单公布后，不少社会爱心人士打
来电话，希望资助贫困家庭的品学兼优
的孩子。

根据整体工作计划，今年的利群阳光
助学金的发放仪式将于8月24日（本周日）
上午在山东省科技馆举行。为此，本报通
过电话对已经公布的学子一一进行了通
知确认，要求阳光学子带着身份证和录取
通知书原件现场领取助学金。

在电话通知中，有阳光学子已经筹
集到足够的学费，自愿放弃受资助的名
额。为此，本报将递增白琳琳为利群阳光
学子。

您可以拨打0531-85193757报名，带
着家人前来参加，聆听寒门学子们的心
路历程，给自己一次精神的洗礼，让自己
的孩子学习他们直面困难的勇气，见证
他们的圆梦时刻。

省纪委公布利津县

巡视整改情况

368名科级以上干部

腾退办公房2 . 8万平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记者 高
扩）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13年11
月14日至12月13日，省委第三巡视
组对利津县进行了巡视并反馈了巡
视意见。8月21日，省纪委官方网站
公布了利津县的巡视整改情况。

今年以来，利津全县纪检监察
组织共立案28件，结案26件，处分党
员干部27人，涉及科级干部4人，移
送司法机关2件3人。积极推进“三公
经费预算公开试点”，今年1—5月份
全县“三公”经费支出1169万元，同
比下降15 . 8%。

对在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
兼职（任职）人员进行了清理整顿，
13名相关人员辞去了兼职职务。对
作用发挥不明显、长期不开展活动
的社团取消登记，全县有领导干部
兼职的社团由原来的43个减少为29
个，兼职干部由120人减少到86人。
老年人体育协会、创业促进会、旅游
文化研究会3个社团配备的3部车辆
进行了拍卖，借用的3名司机已返回
主管部门工作；对有经费来源的11
个社团，都安排了专人负责经费财
务管理，确保了财务收支规范；对4
个社团的办公用房进行了全面规
范，其他社团均未设立专门办公和
活动场所，大都依托主管部门开展
活动。

今年以来，组织开展明察暗访9
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庸懒散奢”问题15起15人，并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
人。党员干部举办婚丧喜庆活动的，
必须填写《利津县党员干部婚丧喜
庆事宜报告单》。

全县共有368名科级以上干部
腾退了办公用房，腾退面积2 . 8万
平方米。后予以销号。目前，全县138
个后进村已全部整顿完成。

部分省份高校学费涨价后，还上得起学吗?

记者刚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介
绍，总体来看，目前的高校收费水平基本在城乡
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

该负责人介绍，从已经调整高校学费标准
的9个省份来看，调整后的学费标准，一般专业
在4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专业在7000-12000

元之间。
新的学费标准占高校所在省份城镇居民家

庭户均收入的比例均低于8%;占农村家庭户均
收入的比例，最高的是湖北和广西，为21%。

据统计，2012年，国家关于稳定学校收费标
准的政策“到期”后，已有天津、江苏、宁夏等9个
省份调整了普通高校收费标准，另有浙江、广
东、安徽等6个省份正在启动调整收费标准的相
关程序。

总体来看，相关省份学费涨幅多在20%-
35%之间。 据新京报

新新学学费费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可可承承受受

增设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每年奖励万人，含民办高校及独立学院

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我省设立
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奖学金由省财政
每年投入5000万，每年奖励10000人，
每人5000元。奖学金名额根据高校本
专科学生人数的一定比例分配，对有
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学
科专业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

我省所有普通高校均在该奖学金
申请范围内，包括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
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
学院）。

同一学年内，获得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
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
得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和国家
励志奖学金。

研究生奖助政策调整>>

硕士生每人每年发6000元助学金

今年是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的第
一年，为了资助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
业，自2014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对研
究生奖学金、助学金政策进行了调整。

自2014年秋季学期开始，现有的
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
助学金。由中央和省政府共同出资，用
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范围覆
盖计划内招收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
(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资助标准
为博士每生每年12000元，硕士每生每

年6000元。
此外，2014年秋季学期起入学的

研究生，将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所
需资金由高等学校结合财政资金、学
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负责落实。省
财政按照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10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8000元的标
准及在校生人数的一定比例给予支
持。具体资助比例和金额由学校自行
制定，上限为博士每人每年10000元，
硕士每人每年8000元。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

本专科涨2000元，研究生涨6000元

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和
住宿费问题，自2014年7月起，国家助学
贷款资助额度有了不同程度提高。

根据要求，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
每年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额度
由6000元提高至8000元，研究生每人

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提高由6000元至
12000元。

同时，教育厅表示，本专科8000
元、研究生12000元的助学贷款额度是
最高额度，具体的贷款额度将按照学
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省委巡视组

向公安厅反馈意见

本报济南8月21日讯（记者 高
扩）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14年5
月5日至7月5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对
省公安厅进行了巡视。8月15日，省
委第一巡视组组长钟少林，副组长、
巡视专员刘志青向省公安厅厅长、
党委书记徐珠宝反馈了巡视情况。
同日，钟少林代表巡视组向省公安
厅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徐珠宝主
持会议并作了表态发言。

钟少林指出，巡视中干部群众
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厅党委
落实主体责任尚有差距，厅纪委落
实监督责任不够到位，查处内部腐
败案件力度不够；在执法办案和公
安行政管理过程中，有些重点部门、
关键环节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

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
正“四风”方面，改进会风文风不到
位，会议、文件仍然偏多，考核过多；
公车使用、公务消费仍存在违规现
象；化解信访问题工作力度不够，一
些积案、陈案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
基层单位清理超标准办公用房工作
不力。

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厅机关
干部轮岗交流力度不够，发挥和调
动非领导职务干部积极性的机制有
待改进；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偏少，特
殊专业高端人才缺乏；市级以下干
警提前离岗人员多，协勤管理不规
范。根据巡视组的建议，省公安厅已
就车辆无信息套牌、特殊号段及特
殊牌号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要进一步巩固成果，防止“反弹”。

各高校从奖助经费中安排专项资金，专门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
科技创新等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项目，不断
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职业
技能。今年全省高校共拓展新的助学项目131项。

例如，山东农业大学每年拿出60余万元，以
“项目式”资助模式对学生实施发展性资助。主要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通过学生自主
设定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学校给予学生一定经
费支持与指导；山东建筑大学根据自身优势，提供
给家庭困难学生到乡村和县城回访古建筑的机
会；同时，还有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多年来坚持为
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免费学习驾照的机会，得到大
家的认可。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王光营

2014年大学新生开学在即，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我省提出多项面向家庭困难
大学生的资助新政，在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基金、特别困难学生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多方面加大资助力
度。

根据省教育厅计算，各项新政策实施后，近半在校大学生将获不同程度资助。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王光营

第四批阳光学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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