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起， 我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当年度个人参合（保）缴费确有

困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脱贫攻坚

规划整合相关资金予以资助，确保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合（保）。

需注意的是： 原规定由民政、

卫生计生部门分别资助当年度个

人参合（保）的 11类人群（精准扶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大病患

者；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成员；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计生“两户”家庭成员；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初精减退职老职工；艾滋病

人和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家庭经

济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

精神障碍患者； 低收入家庭中的重

病患者、重度残疾人以及老年人；因

医疗自付费用过高导致家庭无力承

担的患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的其他特殊困难人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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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扶贫办

获悉，今年，我省将开展“教育精准

扶贫” 工作，对在普通高中、中职学

校、普通高校（不含研究生阶段）就

读， 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

和我省户籍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子女，开展“教育精准扶贫资助” 。

根据我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

助项目政策， 上述贫困户子女均可

在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的

基础上， 获得我省教育精准扶贫资

助。 其中， 在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

（一、二年级）就读，符合条件的农

村贫困户子女， 每生每年将获得

1000元的扶贫专项助学金， 并按照

每生每年 400 元的标准免教科书

费， 每生每年 500 元的标准免住宿

费； 普通高校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

户子女，每生每年除享受 1000 元的

扶贫专项助学金外， 还能按照本科

3830 元 / 生年、 专科 （高职）3500

元 /生年的标准，减免学费。

据介绍， 在省内学校就读的已

获得过资助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 入学报到时直接按资助标准免

除国家免学费和贵州省教育精准扶

贫学生资助减免学费、教科书费、住

宿费资助项目的费用。 农村建档立

卡一年级贫困新生凭县级扶贫部门

发放的具有二维码标识的 “贵州省

贫困户登记卡” 和录取通知书，入学

报到时直接按资助标准免除国家减

免学费和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

资助免学费、教科书费、住宿费资助

项目的费用。 扶贫专项助学金资助

项目由学校在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

一个月内，通过学生资助卡发放。

在省外学校就读的已获得过资

助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凭就

读学校盖章的申请表， 农村建档立

卡一年级贫困新生凭县级扶贫部门

发放的具有二维码标识的 “贵州省

贫困户登记卡” 和录取学校盖章的

申请表， 在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一

个月内， 到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通过

涉农补贴“一卡通” 或“一折通” 发

放资助资金。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我省开展“教育精准扶贫”———

农村贫困生 今年有专项助学金

符合条件的高中生、中职生、普通高校生，每生每年助学 1000元

本科生每生每年再减免 3830元学费，专科（高职）生减 3500元

今年， 我省将对贫困发生率

50%以上、50 户以下的自然村寨优

先实施整体搬迁。“十三五”时期，

我省搬迁规模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30万人。

在此期间，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人均住房补助 2万元， 非贫困人口

人均住房补助 1.2万元；签订旧房拆

除协议并按期拆除的，人均奖励 1.5

万元。 鳏寡孤独残（无生活来源、无

劳动能力、 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

“三无人员”） 等特困户先由民政

供养服务机构进行安置， 民政供养

服务机构不能安置的， 再由政府根

据家庭实际人口统一提供相应的安

置房，免费居住，产权归政府所有。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政府补助

以户为单位， 由户主提出申请，申

请人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房屋在城镇规划区外，申请

人是房屋产权所有人，且在此居

住；根据《贵州省农村危房评定

暂行标准》鉴定的危房户；家庭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人均水

平的农村困难家庭。 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能享受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已有安全住房的；住房

困难、拥挤、需要分户的；已实施

过农村危房改造的。

根据今年的补助标准，户主属

扶贫、 民政等部门评定的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

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级

危房户均补助 3.5 万元，二级危房

户均补助 1.5 万元，三级危房户均

补助 1万元。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

地农村人均水平的农村困难户，一

级危房户均补助 0.5 万元，二级危

房户均补助 0.3 万元，三级危房户

均补助 0.2万元。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参合（保）

医疗救助扶贫：

贫困人口人均住房补助 2万

易地搬迁扶贫:

贫困户最高享3.5万元补助

农村危房改造：

扶贫亮点

本报讯 昨日上午，贵阳市省府

路小学副校长郭蓓从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杨萍手中

接过小记者站的牌匾。 至此，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校园记者站———贵阳市

省府路小学小记者站成立。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是在贵阳市文明办和

市教育局的指导下， 为在校中小学

生打造课外实践、 学习的一站式平

台，以“行走的课堂” 为理念开班的

周末课是小记者团特色活动。 2016

年 1 月份，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被贵

阳市文明办和市教育局联合授予

“贵阳市青少年文学艺术培训展示

实践基地”称号。

据悉，小记者团成立两年多来，

晚报小记者分别采访了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 著名作家王蒙等大家和名

人；去年暑假，晚报小记者团作为贵

州省少儿专业媒体代表，参加“中俄

媒体少年营” 外事采访；作为贵州省

唯一的代表队，受邀参加了“我眼中

的 G20” 全国小记者峰会……以新

闻采访的方式为青少年开展一系列

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从中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认识社会的

能力。 同时，作为媒体与学生之间的

纽带， 校园记者站的成立也为小记

者们的专题采访写作课、 校园主题

活动的开展与展示提供了良好平

台。

“贵阳市省府路小学小记者站是

贵阳晚报与省府路小学为孩子连接

社会、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而积

极搭建的社会实践教育平台。 小记

者站的成立， 可有效提升学生对新

闻的热情，推动他们关注社会、关注

国家，鼓舞他们提高表达能力、沟通

能力和思维能力。 ” 郭蓓校长祝贺贵

阳晚报小记者团贵阳市省府路小学

记者站成立。

“我希望我们的小记者能担当

起宣传使者的职责， 通过采访写作

宣传好、 报道好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 向外界展示我们省府路小学学

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 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杨萍

在授牌仪式上表示， 小记者团是贵

阳晚报作为主流媒体深度开展社会

教育传播的具体举措之一， 小记者

站是学生以新闻形式切入社会实践

的平台， 也是学校对外宣传的一个

窗口。 希望通过带领孩子们进行新

闻实践的方式， 为孩子们打开一扇

可以看得到未来的窗户。

据了解， 贵阳市省府路小学小

记者站是继贵阳市市府路小学小记

者站、 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小学

小记者站、 贵阳市实验二小小记者

站、 观山湖区第五中学小记者站之

后，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第 5 个挂牌

的校园小记者站。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晚报小记者站 又添新成员了

省府路小学贵阳晚报小记者团校园记者站昨日挂牌

本报讯 3 月 23 日是第 57

个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世界气

象日主题是 “观云识天” ，以

突出表现云在天气气候预测

和水循环中的巨大作用，本报

特别联合贵阳市气象局开展

一期气象科学主题活动，将邀

请 40 名小记者， 于3 月 25 日

下午实地走访气象局，了解天

气预报背后的那些事儿。

本期活动中， 小记者们将

在气象局里体验温度、 湿度仪

器的采集读取； 在贵阳市气象

台，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知晓

气象数据究竟是如何收集分析

的；在多普勒天气雷达站，工作

人员将利用天气云图， 为孩子

们直观地讲解云团的强度和移

动方向。 在集中观看完有关气

象的科普短片后， 小记者们可

结合参观中不解的内容和自己

感兴趣的话题向气象局工作人

员提问。活动最后，小记者们将

在气象影视中心观看或体验天

气预报视频的录制， 当一回小

小天气预报员。

晚报小记者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行走的课堂” 为理念

开办的周末课是晚报小记者团

的特色活动。 本期活动旨在让

孩子们了解云在天气气候预测

和水循环中的巨大作用； 天气

预报数据是怎么来的； 预测天

气有哪些方式， 需要借助哪些

精密仪器； 灾害天气有怎样的

应急处理方式； 气候变化对我

们的生活有何影响等。 通过参

观、专家讲解和小记者提问，揭

开天气预报背后的秘密。

（石奎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世界气象日来临之际，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邀请40名小记者

当回天气预报员

活动时间：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 14:00 至 16:00，13:30 开

始签到

活动地点：贵阳市气象局

参加人数：小记者 40 名及

40 名陪同家长（每名小记者必

须有一名家长陪同， 履行监护

人职责。 如果家长没有时间的

话， 欢迎参加下一次的小记者

活动）

特别提醒： 请已领到小记

者证和服装的小记者，活动当

天穿上小记者服装，戴小记者

证。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

者” 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小

天气预报员”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话

石奎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如何参与活动？

相关链接

脱贫攻坚

春季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