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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 摄影报道冤 7月 15日袁由
共青团海南省委尧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
基金会共同举办的 野2019年海南省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冶正式启动遥
启动仪式上袁来自全省的 33家单

位和个人踊跃捐款 1358万元支持圆
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项目遥据了解袁今
年圆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项目还得到
了三亚市人民政府尧 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等 9个市县渊区冤政府财政拨
款支持遥 此外袁团省委还对在 2018年
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遥
据悉袁今年的圆梦行动以野2000名

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资助计划冶 为重点

工作任务遥 资助对
象必须是我省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的学生袁各市县一定要严格
审查把关袁确保公平尧公正尧公开遥各
市县团委要在 10万+建档立卡家庭学
生资助计划数据管理平台上传受助学
生的申请资料等信息数据和受助学生
在受助期间的动态信息袁 并对上传的
信息数据真实性负责遥

据了解袁野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冶 已连续开展 16年遥 截止至 2018
年袁 已累计筹集善款 2.3亿元袁 帮助
45498名学生顺利进入大学袁筹款额和
资助学生人数两项指标连续八年位列
全国希望工程系统前茅遥
爱心企业及个人可登录海南助学

网渊http://www.hizx.org.cn冤选择资助

优秀高考贫困生袁 也可
以直接到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
室洽谈捐款资助事宜遥今年成绩优
秀的高考生渊军校尧师范及委培等免
费生除外冤因家庭经济困难袁正为筹集
上大学的费用而发愁袁 可登录海南助
学网渊http://hizx.org.cn冤申请资助遥

大学费用还没筹集咋办
1358万元善款助力圆梦
野2019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冶启动

1. 续贷申请材料及要求
提交叶贷款申请表曳原件 1份遥 现

场出示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身份证
原件遥 渊可以在现场帮助打印冤
2. 首贷申请材料及要求

渊1冤提交叶贷款申请表曳原件 1份袁
申请表中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尧完
整尧有效曰申请表签字处由借款学生
亲笔签字确认遥

渊2冤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需提交
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曳原
件 1份遥

渊3冤a. 首贷学生为大学在校生袁
提供叶学生证曳原件和复印件袁要求注
册到 2018-2019年度渊如果学生证丢
失袁需学校出具在校证明原件或者提
供中国高等教育信息网下载的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冤曰

b. 首贷学生为高中应届生需提
供叶录取通知书曳原件和复印件袁原件
当场核对后退回遥

渊4冤提供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
身份证原件和正反两面复印件袁身份
证需在签合同之日截止有效袁原件扫

描后退回遥
渊5冤户口本袁提供借款人和共同

借款人户口本原件审查后退还袁不留
复印件遥

渊6冤学生所在的村渊居冤委会渊单
位名称附后冤袁 如果去年有学生逾期
违约现象袁则需提交叶海口市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诚信证明曳遥

渊7冤 共同借款人为非学生父母
时袁需填写叶共同借款人为非父母申
请登记表曳遥

渊一冤续贷受理时间院
7月 23日-8月 9日(14天)
按错峰办理要求袁 将续贷学

生名单和时间安排同时在 野海口
资助的博客 冶尧 野海口助学贷款
QQ群冶尧野海口助学微信公众号冶
公布袁 贷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按
公布时间到海口市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服务窗口办理遥
渊二冤首贷受理时间院

1. 接收材料审核时间院
7月 29日开始袁9月 6日截止
2. 签合同时间院 8月 9日-9

月 6日遥 符合贷款条件学生名单
和时间安排同时在野海口资助的
博客冶尧野海口助学贷款 QQ群冶尧
野海口助学微信公众号冶 公布袁
请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按公
布时间到海口市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服务窗口办理遥如果提前
上学袁可以将情况说明申请提前
办理遥
渊三冤高校录入回执接收截止时间院

10月 10日
请贷款学生携带贷款证明到

高校录入回执遥

1. 续贷申请流程
渊1冤在野海口资助的博客冶上

链接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袁
https://sls.cdb.com.cn/袁 新 增
2019-2020 学年度申请信息袁提
交申请后导出并打印申请表遥

渊2冤学生或共同借款人渊只需
一个人冤携带叶贷款申请表曳和身
份证原件袁 按公布的时间安排到
海口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
窗口签订借款合同遥
2. 新贷申请流程

渊1冤在野海口资助的博客冶上
链接访问学生在线系统 https://
sls.cdb.com.cn/袁注册用户曰录入申
请信息进行在线申请袁 提交申请
后导出并打印叶贷款申请表曳曰

渊2冤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需

填写 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
请表曳遥

渊3冤如果学生所在村渊居冤委
会渊单位名称附后冤袁去年有逾期
违约学生袁则需附加叶海口市申请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诚信证
明曳遥

渊4冤贷款学生将叶贷款申请
表曳尧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
请表曳 和所需申请材料到海口市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窗口提
交书面申请遥

渊5冤材料审核通过后袁贷款学
生和共同借款人 渊需两人同时到
场冤按野海口资助的博客冶野海口助
学微信公众号冶 公布的时间到海
口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窗
口签订借款合同遥

被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尧高等职
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渊含民办高校
和独立学院冤尧科研院所尧党校尧行政

学院尧会计学院正式录取袁取得真实尧
合法尧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
生渊含预科生冤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

学生尧研究生渊硕士或博士冤和第二学
士学生遥

贷款对象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曰
2. 诚实守信袁遵纪守法曰
3. 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尧共同借

款人户籍均在本市曰

4. 家庭经济困难袁本人及其家庭
的经济收入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
习尧生活基本支出曰

5. 当年没有获得开发银行高校

助学贷款或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
家助学贷款遥

贷款条件

1. 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父母渊选
择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和会写字签
名者袁主张选择父亲袁如果父亲有其
他原因可以为母亲冤袁不限制年龄曰

2. 如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尧患
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动能力或民事
行为能力的袁可由借款学生其他近亲
属作为共同借款人曰

3. 如借款学生为孤儿袁共同借款
人则为其他法定监护人袁或是自愿与
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曰

4. 共同借款人户籍与学生本人
入学前户籍均在本市曰

5. 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借款学生
父母时袁 其年龄原则上在 25 周岁

渊含冤以上袁60周岁渊含冤以下曰
6. 未结清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渊或高校助学贷款冤的借款
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生的共同
借款人遥

7. 所选共同借款人在银行征信
系统必须没有不良记录遥

共同借款人条件

据了解 袁海
口市教育综合服
务中心学生资助
管理科具体负责
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各项工作 遥
教育综合服务中
心在美兰区海甸
三西路 15 -6 号
设立助学贷款服
务窗口袁 办理助
学贷款业务遥
电话院66296899

有问题
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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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茹冤 近日袁2019年海口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工作方案公布袁 首贷受理接收材料审核时间为 7月 29
日-9月 6日袁续贷受理时间为 7月 23日-8月 9日遥 据悉袁
贷款人数测算为 4000人袁 其中袁 续贷人数 2560人袁 首贷人数
1440人遥 贷款年限根据野剩余在校学年+13年冶计算袁但不低于 6
年遥 具体由学生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确定贷款年限自愿确定遥
对于不符合贷款条件的申请学生谢绝贷款申请遥 全日制
普通本专科学生年度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元遥 全

日制研究生年度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元遥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攻略来了
寒门学子怎么申请钥 需要哪些材料钥 快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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