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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6年来资助学生 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 8864亿元

中国学生资助志愿者服务联盟成立
9 月 6 日， 教育部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国
学生资助工作。 据教育部财务司
副司长赵建军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 6 年间，全国共资助学生
达到 5.2 亿人次， 资助经费总投
入达到 8864 亿元。

为了帮助落实资助政策，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了“中
国学生资助志愿者服务联盟”。

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任田祖荫在发布会上介绍，联
盟将主要做四件事：家访、宣传、
服务、传递。

建成全覆盖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6 年
间， 我国新出台资助政策 6 项，
完善资助政策 13 项。 ” 赵建军

说，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
国已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
究生教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

据介绍，我国的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覆盖广泛：

在学前教育阶段，按照“地
方先行、中央补助”的原则，各地
因地制宜完善了学前教育资助
政策；

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实施营
养改善计划；

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建立
了国家助学金制度，实施了建档
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政策等；

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建立
了国家助学金制度，实施了国家

免学费等政策；
在本专科生教育阶段，建立

了国家奖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
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
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新生入
学资助、“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
资助政策体系；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建立了
国家奖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

“三助”岗位津贴等制度。
“这些资助政策，使我国的

学生资助工作基本做到了各个
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
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
盖，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的目
标。 ”赵建军说。

引入大学生志愿者

为了落实这些资助政策，政

府部门需要做很多事情。“学生
资助面对的是全国所有的学生，
从学前教育开始， 义务教育、高
中阶段、高等学校，还面临着各
个环节， 经济困难学生先要调
查，然后要认定，要帮扶，要跟
踪、宣传，要干的事情非常多，
需要的人也非常多。 ”田祖荫强
调。

为了发挥志愿者作用 ，共
同做好这些工作， 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成立了“中国学生
资助志愿者服务联盟”。“8 月
16 日我们开了一个成立大会，
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来发动大学
生们参与到我们活动里头来。 ”
田祖荫表示。

据田祖荫介绍， 主要希望
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做四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家访。 每
个学生考上大学以后，他是什么

情况，需要一对一进行家访。 希
望大学生们参与进来，对每一个
考上大学的学生，先了解他们的
具体情况，有没有问题，有没有
困难，需要什么帮助。

第二件事情，就是宣传。 希
望大学生们参与进来，把国家资
助政策送下去。 大学生们能够现
身说法，效果会非常好。

第三件事情， 做服务工作。
大学生可以帮助新的学弟学妹
们办理资助的各种事情，他们清
楚流程、清楚规矩、清楚后面要
注意什么问题。

第四件事情，就是传递。 大
学生们参与志愿者联盟之后，
能参与公益项目、 在公益社团
当骨干，传递公益情怀。 自己得
到资助，成长成才之外，要帮助
其他的学弟学妹们一起成长成
才。

用 3D 技术为残疾人制造义
肢；养殖蚯蚓，改良土壤；改变村
落格局，促进村民就业；建设驿
站促进社区儿童健康管理；以诗
歌温暖留守儿童心灵；用专业心
理学课程推动青少年品格成长；
在社区、学校开展食育，以食物
链接世界；为心智障碍人群提供
保险产品……

这些领域各异、风格各异的
项目，原本毫无关系，却在 9 月 1
日的上海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将他们汇聚到一起的，是由上海
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安徽李
恩三慈善基金会、易才集团共同
主办的首届明日益才·海派青年
社会创新大赛。

这些项目的实施者既有企
业，也有社会组织（民非），也不
乏没有注册的团队。“根本的问
题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希望
发掘的是能解决社会问题的青
年和模式。 我们并不介意你是公
益的人、商业的人，或者什么组
织都没有的人。 ”安徽李恩三慈
善基金会创始人、易才集团创始
人兼董事长李浩强调。

海纳百川的社会创新大赛

2018 年 3 月， 明日益才·海
派青年社会创新大赛正式启动。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旨在推动社
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构建良好的
社会机制。 打造未来社创领袖，
助力对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有
思考并愿意付诸行动的青年创
新创业者们。

大赛虽然冠名“海派”，但参
赛对象并不限制地域。 据明日中
国基金会理事长廖立远介绍，之
所以要强调“海派”，体现的是海
纳百川、 兼容并蓄与踏实勤奋、
讲求实效的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大赛对参赛
者并没有提出年限、资质、获奖
情况等方面的门槛。“只要是解
决社会问题，能提供有效的解决
方案就可以，而且社会问题是由
选手来定义的。 ”廖立远强调。

“从未来培养来说，真正优
秀的项目在不同的阶段可能组
织形态是不一样的。 早期可能什
么结构都没有，发展到一个阶段
可能要注册一个公益组织，再做
着可能又会发现有一部分可以
商业化。 ”李浩表示。

海纳百川的理念吸引了众
多致力于社会创新的青年和项
目。 大赛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
广东、四川、河南等 30 余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报名申请，最
终有近 120 个项目参赛角逐赛
事的各项大奖。

参赛项目涉及教育、 环保、
社区发展、扶贫、弱势人群关爱、
文化艺术等十几个领域。 据李浩
观察，这些项目有用新技术解决
问题的，有从产品和内容上创新
的， 有填补理论运用空白的，还
有跨界运用的，充分显示出创新
的特色。

参赛青年既有大学生、留学
生，也有教师、创业者、公益人
等。“他们有情怀，能身体力行，
还能够有影响力。 ” 李浩表示，
“比我预期的要好。 ”

创新人才培养的陪伴式服务

经过项目海选， 最终 16 个
项目进入复赛通关营。 与一般的
项目大赛不同，在复赛通关营参
赛选手需要脱离自己原有的项
目，开创新的模拟项目，完成创
业历程。

主办方表示，其目的在于考
察、训练选手的创新思维和领导

力、协调力、学习和融汇贯通以
及现场资源的整合能力等。

“项目是需要的，因为评判
得用载体，但比项目更重要的是
人。 我觉得大赛的第一意义是发
现真正优秀的人。 ”李浩强调。

最终 8 位选手站上了 9 月 1
日决赛的舞台上。 决赛的设置同
样考验选手的能力。 面对由著名
VC投资人组成的投资委员会，以
及由学术和社会创新领袖组成的
专家联合组成的“龙潭虎穴”，他
们有 5分钟时间向专家展示自己
的项目， 然后在 10 分钟之内，现
场和投资人谈判投资意向。

每个项目现场获得的投资意
向总金额， 和社创专家评估的社
会价值加总， 成为 8 强选手是否
再进一步的依据。 最终大赛评选
出社创项目金奖 1 名、银奖 1 名、
铜奖 2名、优胜奖 4 名、通关营最
佳人气奖 1名，共计 9个奖项。

这些项目不仅可以获得相
应的奖金，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获
得持续性的陪伴式服务，包括：

陪伴式服务之人力资源服
务。 易才集团将为所有报名参赛
的选手提供人力资源相关的公
益陪伴式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
机构员工办理社保统筹管理和
薪酬管理服务、提供国家人事劳
动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咨询服务、
提供各地社保政策变动的相关
信息。

陪伴式服务之师徒制计划。
易才将网罗活跃在商界、公益领
域、创投界、高校及商学院、人力
资源行业及金融财务管理等各
领域和行业的大咖专家担任参
赛选手的导师。

陪伴式服务之“明日执行
长”计划。 公益慈善类的优胜获
奖的社创项目将加入“明日执行
长”计划，并获得来自“明日中

国”的全方位服务。
安徽李恩三慈善基金会与

明日中国未来还将共同发起设
立“社创青年公益创投专项基
金”，提供全方位培训、资源互通
的陪伴式服务。

商业与公益的跨界融合

由于参赛选手的项目和团队
状态各不相同， 最终主办方提供
的陪伴式服务分为商业和公益两
个维度。“可以走公益的路，也可
以走商业的路， 对于不同的路我
们都会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的机制
和不同阶段的陪伴解决方案。 ”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大
赛的主办方本身就来自于商业
和公益。

主办方之一，易才集团是国
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而
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李浩在大
学期间就发起了环保公益社团，
并且在 2013 年发起成立安徽李
恩三慈善基金会，逐渐将公益与
商业相结合。

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发展，尤
其是公益人的发展自然成为李

浩关注的重点。“中国公益事业
真正缺少的是有能力的公益创
业人。 ”李浩强调。

因此，李浩希望能够让更多
的公益创业人成长起来。“搞人
力资源、 专业培训是我们的专
长， 我们可以把这些共享出来，
免费支持公益创业者。 这对我们
自己也是有示范意义的，我们希
望和公益组织一起成长。 ”

与此同时，大赛的另一家主
办方，上海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明日中国），则始终以“打造
卓有成效的现代公益领导人”为
使命，在明日伙伴、明日执行长
等人才支持项目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群
社创人，能发现某个社会问题并
愿意去解决，同时证明自己可以
通过怎样的创新方式来解决。 ”
廖立远强调。

大赛各主办方的共同努力最
终呈现为“明日益才·海派青年社
会创新大赛”。这一做法本身无疑
也是一种社会创新， 最终会产出
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待观察。

“明年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
况去调整。 ”李浩强调。

首届明日益才·海派青年社会创新大赛落幕

打造青年社会创新创业者的成长摇篮

安徽李恩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易才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李浩表
示：“大赛的第一意义是发现真正优秀的人。 ”（图片由文中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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