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2020年度国家奖助学金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自评得分 95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下拨 757 万元,使用 739.177 万元，执行率 97.6%。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已完成国家奖学金 6.4 万；国家助学金 485 万元，加上 2019 年结

转 27.775 万元，合计 512.775 万元，已完成 510.895 万元；国家励志奖

学金 99.5 万元；服兵役资金 155.712 万元。

3.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国家励志奖学金未完成 3.5 万元，国家奖补资金 4万元。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由于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奖条件相对较严，致使很多贫困学生由于

单科分数未达到条件，丧失了励志奖学金的参评资格，导致国家励志

奖学金示完成绩效目标。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下一步，进一步修改国家奖金和励志奖学金评选条例，力争让更

多的优秀贫困学生能享受到励志奖学金。



二、佐证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0 年我校共收到国家奖助学金拨款总金额 757 万元，上年结

余 33.275 万元，合计 790.275 万元，其中国家奖学金 6.4 万元，国家

励志奖学金 103 万元，国家助学金 485 万元，服兵役资金 158.6 万元，

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 4万元。共计支出 772.452 万元，其中 2020

年春季发放国家助学金 242.55 万元（有学生因学籍异动未予以发

放）秋季发放国家奖学金 6.4 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 99.5 万元，国

家助学金 268.29 万元，服兵役资金 155.712 万元，结余资金 17.823

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工作情况

为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 我校专门制定了《项目资金的使

用规定》,所有项目资金的使用都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规定》

和我校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操作,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把监督审

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严格按照资金发放程序，及时足额发

放资金。各项制度执行落实较好, 资金使用安全规范。

三、项目绩效情况。

我校的奖助学金绩效目标基本完成,总体评价为优。

具体如下:

1、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要求,积极落实资

金发放。

2、通过项目的实施落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求学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实现了国家不让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承

诺。同时，也为学校在资助育人方面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广



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享受国家资助政策带来温暖的同时，安心学

习，自立自强，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努力回报社会。

项目综合评价为:优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1、领导重视，加强资助队伍的建设。

一直以来，我校都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明确了校长、分管

领导、学校资助管理机构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

成立了校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财务处、

纪检等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校的学生

资助开展工作。各学院也成立了以院总支书记为组长，学工干事、辅

导员、班主任为成员的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在具体工作中，

发现问题迅速通报、及时解决。自成立学生资助中心（与学工处合署

办公）以来，中心有 4名工作人员。学工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学生资助

全面工作，另两名工作人员一人全面负责高职学生资助工作，一人负

责中职学生资助工作。为提高业务能力，在部门负责人的领导下，我

们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深刻领会国家政策精神，做到心中有数。每学

年新生开学，提前组织各学院辅导员、班主任开展培训，让每一位老

师都能及时、很好地了解和掌握国家政策，为后期的工作打下基础。

为做好贫困生的认定及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除了组织各学院有

关人员开展学习外，我们还亲临各学院开展指导工作，培养了一批国

家政策熟悉、业务能力强、办事效率高的学生资助队伍。为增强自己

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平时工作中，我们始终要求自己秉承“三

心”去工作：一是要怀着对党和国家惠民政策的感激之心；二是要怀



着对学生和家长经济困难的同情之心；三是要怀着对自己本职工作的

诚挚、热爱之心。学生资助工作事务多，政策性强，关系到学生的切

身利益，为了把国家的温暖惠及到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每一

位前来咨询的学生或家长都做到热情接待，详细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

状况，耐心讲解相关政策和办理程序。真正做到把国家的好事做好，

办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2、进一步完善各项资助制度。

在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正确领导下，我校加强组织领导、建设

资助队伍、落实资金保障，全面落实“奖、贷、助、勤、减、免、补、

绿色通道”等各项资助，构建起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

费补偿贷款代偿、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

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的混合资助体系，并不断加以完

善，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从 2008 年成立高

职院校以来，我校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资助有关政策，根据国家和教

育厅的文件精神，《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

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

【2007】13 号），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成立了专门的资助工作机构，

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制订了相应的资助工作制度；逐步完善了我

院学生资助工作体系，既保证了我院学生资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为我校做好资助工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实施情况分析

1、努力做好贫困生认定工作。贫困生认定工作是学生资助工作

的基础，关系到资助工作的成效。为进一步做好贫困生认定工作，根

据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要求，2020 年 9 月，我校印发了《湖北工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74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7441.htm


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通

知中就工作机制、认定对象、档次、标准、认定办法、认定程序等都

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要求各学院做到前六大类的学生一个都不能漏

掉，对第七类的学生要求学生签订承诺函的同时，还必须结合学生的

平时消费情况，力争使每一个被认定的贫困生家庭情况都能真实地反

映问题，是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为了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的

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经济困难学生贫困等级认定办法，规范认定程

序，坚持班级民主评议、学院初审认定、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

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院校两级公示等评审认定程序，切实增强

认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同时，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

建设，认真核实，适时调整，实行动态管理。2020 年共有学生 7659

人，其中 1661 人提出了贫困生认定申请，1626 人被认定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其中建档立卡 801 人。由于贫困生认定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辅导员在认定工作中不能 全面细致地了解学生情况，所以难免

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2、认真做好奖、助学金评定工作。为做好奖学助金评审，根据

上级文件精神要求，2020年 9月 28日下发了《关于做好我校2019-2020

学年度国家奖学金初评的通知》，2020 年 11 月 10 日起草了《湖北工

程职业学院关于做好 2020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审的通

知》，并制定出结合我校实际的综合测评办法，使奖学金的评审在突

出考察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充分考虑学生的操行表现，助学金的评定

标准突出助学的导向作用，立足真正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困

难。同时举办了国家奖学金答辩会，给学生提供一个各方面充分展示



自己的平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从班级宣传、

奖助学金名额二级分配、评审过程、档案整理等都做了具体详细要求，

要求做到人人知晓资助政策，评审过程公平、公正、公开、过程有记

录、结果要公示。从 2015 年开始，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一步加大

了对各学院评审过程监管的力度，对每个学院重点抽查一到两个班级

现场观摩评审过程，会后组织学生进行座谈，全面了解各学院奖助学

评审工作情况，促使我校的奖助学评审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于

学生反映的问题做到迅速通报，及时解决。2020 年我院共有 1833 人

次获得奖助学金，其中国家奖学金 8人，励志奖学金 199 人，国家助

学金 1626 人。整个评审工作结束，没有接到学生的有效投诉。奖助

学金评审工作结束后我们还结合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了一些有

益活动，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和诚信教育。

3、足额及时发放国家奖助学金。一直以来我院领导对于资助工

作高度重视，对于国家资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严格按照国家要求来执

行，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学院财务处出台了《湖北工程职业学

院专项资助管理办法》，每一笔资金的支出都严格按照发放程序执行，

即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打资金发放的专题报告，领导审批后造表，送

递财务处安排资金发放。所有资金的发放都严格按照国家要求，以打

入学生银行卡形式进行，杜绝以现金形式发放，2020 年秋季国家奖助

学所有资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完毕。

4、加大学校事业收入用于学生资助投入力度。为了更好地落实

国家资助策，在做好国家奖助学评审工作的同时，每一年我们都从事

业收入中提取足额的资金通过发放奖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

免、勤工助学等形式用于资助在校贫困学生，2015 年我们制定了《湖



北工程职业学院校级奖学金及评先评优实施办法》，2019 年重新修订，

2020年全年学校事业收入4223.32万元，其中我们用于学生资助221.42

万元，占事业收入的 5.24%。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随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的出台，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既保证了建档立卡等六大类

的学生完全享受国家资助政策，同时，对第七类学生要求签订承诺函，

既提高了学生提供贫困材料的真实性，又加强了学生的诚信教育。

2、做好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构建从学生学业、心理健康、

感恩诚信教育、综合素质、就业创业指导进行立体式的资助育人的资

助框架，在帮助学生成人成才上做好文章。

(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学校贫困生比例相对较高，助学金指标相对较少。

2、建议省厅在拨付国家奖助学金指标的时候考虑适当往地方院

校倾斜。



2020 年度国家奖助学金项目资金使用自评表

单位名称：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填报日期：2021.3.26

项目名称 高职学生资助项目

主管部门 鄂东职业教育集团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757 739.177 97.6% 19.52

年度

绩效

目标 1

（XX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 国家奖学金 8 8 20

…… 国家励志奖学金 206 199 19.32

…… 国家助学金 1639 1626 19.84

…… 服兵役资金 160 160 20

效益

指标

……

……

……

……

满意

度指

标

……

……

年度

绩效

目标 2

……

总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无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重新修订国家奖金和励志奖学金评选条例，力争让更多的优秀贫困学生能享受

到励志奖学金。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

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

≤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

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

50-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