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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昆
明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昆教体规〔2022〕1 号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财政局，各省级、国家级开发（度假）

区社会事业局（教育体育局）、财政局，各直属学校：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 号）精神，进

一步规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昆明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附件：《昆明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昆明市财政局

2022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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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以下简称“生活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依据《昆明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

案》（昆政办〔2020〕77 号）和《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活补助”资金，是指由国家统一制

定基础标准，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生活费补

助。

第三条 资金管理遵循“城乡统一、客观公正、规范透明、

注重绩效、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补助范围、对象和标准

第四条 补助范围为昆明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和民办

学校。补助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一）寄宿制学生。主要包括农村脱贫家庭学生（含脱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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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学生、边缘易返贫致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家

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

生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非寄宿制学生。主要包括农村脱贫家庭学生（含脱贫

家庭学生、边缘易返贫致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

学生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8 个人口较少民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

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第五条 补助标准按国家核定的基础标准执行，并根据国家

政策变化适时调整。特殊教育学生按学段和寄宿性质对应补助标

准执行。

对 8 个人口较少民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

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在落实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再按

照 250 元/生˙年的标准给予补助。

第三章 资金分担及拨付

第六条 依据《昆明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实施方案》（昆政办〔2020〕77 号）要求，昆明市城乡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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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和地方按照 5:1:4

的比例共同承担，地方承担资金比例为：一板块（五华区、盘龙

区、西山区、官渡区（含空港经济区）、呈贡区、安宁市、经开

区）所需资金由市级承担 20%，县区承担 80%；二板块（晋宁区、

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县、嵩明县、阳宗海风景区）所需资金由

市级承担 60%，县区承担 40%；三板块（东川区、寻甸县、禄劝

县）所需资金由市级承担 90%，县区承担 10%；市直属学校由市

本级全额承担。

第七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须将上级拨付的

生活补助资金，连同本级应配套的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各相

关学校，确保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家庭经

济困难非寄宿学生能够按时得到生活补助。

第四章 认定、申请、评审与发放

第八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部门和学校须做好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各学校须依据认定结果确定受助对象，各学

校须将确定的受助学生名单须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不得涉及学生隐私及敏感信息，公示无异议，报当地教育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时，各地须将认定结果和受助名单在“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义教子系统”按要求填报认定结果和

受助学生信息，各学校须于每年春季学期 4 月 15 日前、秋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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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1 月 15 日前，完成本学期“生活补助”受助学生的名单确认

工作。

第九条 各学校须依据上级教育体育部门审核通过的受助

学生名单，于每年 6 月 15 日前和 12 月 15 日前，采用转入学生

食堂就餐卡或学生（监护人）银行储蓄卡（存折）的形式发放。

不得以现金发放，不得以任何形式抵顶或扣减生活补助。鼓励有

条件的县（市）区探索县级统一发放模式。同时，学生和监护人

有义务向学校提供能正常使用的学生（监护人）银行储蓄卡（存

折）的开户行和卡号等信息，并由此承担因银行储蓄卡（存折）

的开户行和卡号不正确而造成的资金发放延误的责任。

第十条 “生活补助”资金发放严格实行签领制度。由受助

学生本人签字确认，不得由其他人代签；以就餐卡发放生活补助

的，应在学生离校时进行清理，将未使用完的资金足额及时清退

给学生，清退情况要造册登记并由学生本人签名。

第十一条 “生活补助”资金发放后，学校须将发放金额、

发放时间等信息告知受助学生、家长。

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部门要建立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因转学或其他原因离

校的受助学生，自下一学期起不再享受该校“生活补助”资助。

公示期结束后因有关部门困难学生名单动态调整新纳入补助范

围的学生，自下一学期起发放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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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

第十三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要建立完善资

金使用制度。“生活补助”资金要专账管理，单列明细。“生活补

助”资金要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责任机制，明确

工作职责。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部门是“生活补助”政策

的组织实施者，具体负责“生活补助”政策的组织实施和资金的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负责筹措本级配套资金及

时下达资金，并配合同级教育体育部门对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学校具体负责“生活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评审和资金发放等工作。“生活补助”政策实行校长（法人）

负责制，学校校长是第一责任人。

第十七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部门要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学校要按照《昆明市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办法》要求，切实做好“生

活补助”档案管理工作，确保档案资料的准确与完整。

第十八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部门要做好学生资助政策

宣传。学校要加强“生活补助”政策的宣传，在校内设置专门的

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板报或墙报，长期置于人流量大、醒目的位置

供学生和家长了解资助政策，并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国家的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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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惠民政策，做到家喻户晓。

第十九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监

督检查制度。要密切配合，定期对“生活补助”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进行监督检查。设立并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

督。

第二十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责

任追究制度。严禁将补助经费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支付利

息、对外投资的支出；严禁从补助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

费；严禁用“生活补助”资金发放食堂人员工资；严禁虚列虚支、

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对于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学校领导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要按照全面

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科学

合理设定绩效目标，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

助，确保“生活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确保服务对象满意度

不断提升，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结

果运用，做好信息公开，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各直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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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具体规定“生活补助”

资金发放程序、形式等内容，报上级教育体育、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财政部门须结合实际

和财力状况，新增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事项，

由各地自行承担支出责任，并负责解释和说明。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昆明市教育体育局、昆明市财政局按

职责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4 月 28 日起实施。原《昆明

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昆教

规〔2018〕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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