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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研究生资助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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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上海市资助

学校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校内奖助学生等多种形式

有机结合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如遇政策调整，以新政策文件为准执行)。学生通过参

加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后方可享受相关资助。

1. 国家奖学金

奖励对象为我校招收和培养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定为每生每年2万

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

2. 国家助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平均资助标准为每

生每年6000元。

3. 国家助学贷款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在

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可向户籍所

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在入校时通过“绿色通道”报到注册

后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同一学年内，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只能选择申请办理一种类型国家助学

贷款。

4.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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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额，

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货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全日制研究生

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5. 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3年以上(含3年)

的，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不高于8000元。上海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货款代偿参照中

央政策执行。

6. 上海市农村基层涉农单位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毕业后自愿到本市农村基层涉农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3年以上(含3年)的，补

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不超过12000元。

7. 上海市农村学校任教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取得教师资格到本市农村学校任教、服务期达到3年以上(含3年)的，补偿学费

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不超过12000元。

8. 勤工助学

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报和网站等渠道向学生提供校内外勤工助学信息，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

提下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等。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9. 绿色通道

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学校建立了“绿色通道”，即家庭经济困难暂时无法足额缴纳

学费的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办理 缓缴学费手续，注册入学。入学后，学校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困

难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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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奖学金

学校设新生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等，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研究生。

2. 社会奖学金

学校接受社会捐赠设立各类奖学金，如“忠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各类企业奖学金等，用于

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的研究生。

3. 困难补助

每年冬季，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予以实物形式补助；对留沪过年的研究生予以一次性春节慰

问补贴；对遭遇特殊情况的研究生给予一次性临时补助。

校内资助



0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申请须知

参加经济困难认定，研究生需提前准备材料：

1.《认定申请表》；

2. 父母收入证明；

3. 所有家庭同住成员户口本复印件；

4.《认定申请表》中特殊群体证明材料；

5. 其他需要提交的困难证明。

以上材料开学报到一周内递交至辅导员老师处。

特殊群体类型认定部门一览表

扶贫部门认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民政部门认定：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仅上海生源有此项）、低收入困难家庭（仅上

海生源有此项）、孤儿学生；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烈士子女；

残联部门认定：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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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须知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帮助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学习期间所需的学费和住宿费的银行贷款。每年最多可以申请12000元，贷款

年限最长可达22年。

请注意：已申请并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同学，不得同时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需要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请准备以下材料：

1.《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2.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

3. 学生证复印件（无学生证的新生可使用入学通知书复印件并粘贴一张一寸照片）；

4. 户口簿复印件：

（1）户口薄地址联：无地址联的，需另附所属地公安机构开具的户籍证明（此项公安机构证明必须

原件）；

（2）户主联； 

（3）父母及学生户口联，父母存在离异、已故情况只需提供一方户口联；

（4）学生户口已迁出的需提供户口迁移证复印件（可至保卫处办理）；

5. 农行卡复印件（卡号清晰可见，正反面复印，复印件空白处抄写卡号并签名）。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QQ咨询：53730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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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 
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购买告知书

为了使我校学生发生疾病和意外时，能够及时得到经济补偿，我校参加了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为

大学生群体提供与医疗保障制度相配套的上海市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

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费用每人每年120元。高校学生享受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

保”）后有必要再参加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居保仅承担大学生住院医疗费居保范围内的部分费用。中

国人寿大学生保险不仅全额承担(扣除起付线后)居保范围内大学生个人承担部分，还承担居保范围外的大

部分，并包含了疾病身故、意外伤害、住院补贴等保障，极大减轻学生家庭的压力。

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责任一览表

保险名称 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国寿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保险费及交费方式 180元/人/年，每年交费
120元/人/年，每年交费

赔付方式 保险金额

疾病或意外身故保障
无

一次性赔付 10万元

意外伤残保障 根据伤残等级按比例赔付 10万元

住院医

疗费用

保障

居保范围内

扣除起付标准（备注①）后按三

级医院60%、二级医院70%、一

级医院80%比例赔付

每次住院扣除大学生城镇居民基医疗

保险支付部分和免赔额50元以后100%

赔付

20万元

居保范围外 无 按50%赔付，累计金额不超过10万元

大病门诊医疗费用

（备注②）保障
同普通门急诊

对于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

围内发生大病门诊医疗费用，在扣除

居保大病应支付部分后，按100%赔付

特定重大疾病医疗费

（备注③）保障
无 100%赔付

罕见病（备注④）

治疗费用保障
无 100%赔付

10万元

（其中，苯

丙酮尿症

2万元）

住院定额补助保障 无
20元/天，其中大病住院40元/天，最高

赔付180天/年
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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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三级医院300元，二级医院100元，一级医院50元；

2. 本方案所述大病是指：尿毒症、恶性肿瘤、精神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

3.  特定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是指：因患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进行符合规定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肾、肝移植等手术及术后抗排异药物费用，接受肾透析的住院医疗费用；

4. 本方案所述罕见病是指：法布雷病、戈谢氏病、粘多糖病、糖原累积病II病和苯丙酮尿症。

★ 特别说明

在自愿参保的原则下尽可能积极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开学后辅导员将通知统一集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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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学校：           院系：        专业：        年级：     班级：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号码 家庭人口 手机号码

家庭

通讯

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家长手机号码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

（元）
健康状况

特殊

群体

类型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是 □否；（扶贫部门认定）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是 □否；特困供养学生：□是 □否；低收入困难家庭：□是 □否； 

孤儿学生：□是 □否（民政部门认定）

烈士子女：□是 □否；（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

残疾学生：□是 □否; 残疾人子女：□是 □否;（残联部门认定）

影响

家庭

经济

状况

有关

信息

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

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                                            。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家庭欠债情况：                            。

其他情况：                                                              。

个人

承诺

承诺内容：（手写如下：）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

任。”

学生

本人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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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评议

推荐

档次

A.家庭经济一般困难□
陈述理由 评议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B.家庭经济比较困难□

C.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D.家庭经济不困难□

认定

意见

院（系）

意见

经评议小组推荐、本院（系）认真审核，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

 调整为              。

工作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

资助

管理

机构

意见

经院（系）提请，本机构认真核实，□同意工

作组意见。

□不同意工作组意见。调整为：

                  。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校长签字（章）：        

    年  月  日

（加盖学校公章）

备注

1. 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用，可复印。

2. 学校、院系、专业、年级、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

3. 承诺内容需本人手工填写“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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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       系我单位（街道、乡镇）人员，其收入主要来源为 （包括基本工资、奖金、各类

补贴、加班费、年终奖、分红、低保、本地打工、外地打工、个体经商、其他（请说明）     ，

无）。（可多选）

上一年度（自然年）该居民的税后总收入为人民币￥     元

（大写：  万 仟 佰 拾 圆 角 分）。

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收入证明

承 诺 人（公章）  

联系电话：  

经办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