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
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
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
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
款。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
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贷
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不低于1000元；年
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
贷款额度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

定；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高于8000
元的，按照8000元确定。

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申请贷款额度上限为12000元，其他
规定同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一样。

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
当年不再继续攻读学位的，在3年还本宽
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毕业第四年开始偿
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特殊情况除外）。毕业
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及时向县
级资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书面证明，审
核通过后，可继续享受贴息和3年还本宽
限期，但贷款期限不延长。

贷款期限按学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
20年、最短6年确定。

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不上浮。每年
12月21日根据最新基准利率调整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
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
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1 每年最高可贷多少？

新闻追问
问助学

2 申请贷款应符合哪些条件？

申请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
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
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
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
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
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
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
第二学士学生；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
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县(市、区)；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所能获得的
收入不足以支持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基
本费用；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

共同借款人应符合条件：原则上应为

借款学生父母(无年龄限制)，如果借款学
生父母由于残疾、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
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借款学生
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款人；如借款学生
为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他法定监护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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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借款人户籍与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
均在本县(市、区)。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借
款学生父母时，其年龄原则上在25周岁
以上，60周岁以下；续贷时，如未更换共同
借款人，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未结清国
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高校
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
学生的共同借款人。

3 贷款审批流程有哪些？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
批和发放。

首次申请办理流程：首先，登录学生
在线服务系统，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
同借款人基本信息，提出贷款申请，打印
《申请表》并签字。

系统提示通过预申请的，打印《申请
表》并签字后，按系统提示上传申贷材料。

未进行预申请的，但确因家庭经济困
难需申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可
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预申请或依据《教
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
号)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办法，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申请表》，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
据申办贷款。

其次，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携带
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1

份、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
件 1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原件1份，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手
续。

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同
一本户口簿上，需携带双方户口簿原件。

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的学生，可以直接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
理申贷手续，无需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
定。

最后，借款学生持县级资助中心《受
理证明》前往高校报到，并请高校资助中
心老师于当年10月10日前录入电子回
执。

首次贷款的时候，借款学生和共同借
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双方户籍所在县级资
助中心办理。续贷的时候，借款学生或共
同借款人任何一方持相关材料到原县级
资助中心办理即可。

近日，记者从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续贷已于23日开始
办理，新贷办理时间为8月12日-9月6日。

什么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流程是怎样的？

如何申请助学贷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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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圻办事处

蒲圻办事处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蒲圻办事处党委从严从

实抓好征兵工作，每年的兵员
输送量，始终踞赤壁市前列。

2018 年，武汉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大二学生袁运发，与
同学一起参加体检，那位同学
现在在武汉某武警部队服役，
他却没有如愿。之后，他时刻
关注军事栏目，憧憬着部队生
活。还有高中生王祯，毕业后
参加体检，因身体原因没能如
愿，之后在咸宁军分区军事化
体能训练了一年。

2019 年，办事处武装部
长刘继辉，注重抓好大学生征
兵宣传，到蒲圻师范给1300
余名学生做征兵宣传，将国防
教育和征兵宣传传递给高校
适龄青年。今年7月23日，蒲
圻办事处辖区内34名大学毕
业生、在校大学生、应届高中
毕业生，他们怀揣梦想和激
情，迎接新挑战，再次前来体
检应征。

在办事处检查征兵工作

时，赤壁市人武部政委高兴地
说：“大学生当兵是时代的要
求，大学生积极投身祖国的国
防建设事业，不仅能培养勇敢
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不
怕困难的优秀品质，还能提高
自身素质，实现人生价值。”随
后，与应征体检大学生亲切交
谈，询问他们的年龄，学历和参
军意愿等。也要求了蒲圻办
事处负责征兵工作人员要切
实履行好职责，坚持公开、公
正、公平的原则，严格遵守体检
各项规定，认真执行体检标准，
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与此同时，办事处党委副
书记、主任余进说：“下阶段的
征兵工作中，我们将杜绝征兵
工作中的‘微腐败'，突出征兵
政策宣传，更积极更努力地做
好2019年的征兵工作。”

（何浩 周象明）

建行咸宁分行营业部：8257555
建行咸宁桂泉支行：8132887
建行咸宁开发区支行：8269093
建行咸宁潜山支行：8260837
建行咸安支行：8323281
建行永安支行：8323573

建行赤壁支行营业部：5223189
建行赤壁建设支行：5223941
建行赤壁龙翔支行：5883698
建行崇阳支行营业部：3395151
建行崇阳财富广场支行：3398038
建行嘉鱼支行营业部：6327796

建行嘉鱼开发区支行：6669858
建行通城支行营业部：4322371
建行通城银山支行：4321202
建行通山支行营业部：2880000
建行通山新南支行：2374028
建行通山羊城支行：2886670

这个夏天建行

让您惊喜不停！

足不出户免费办理全国高速ETC，线
下、线上签约畅享“八重大礼，八折优惠”。
关注“建行ETC智行”微信小程序，线上轻
松搞定，ETC设备免费送到家；或就近选
择建行网点办理，为您省钱省心省时间。
建行ETC，车主的福音！活动详情敬请关
注建行湖北分行微信公众号-微福利-高速

ETC，或拨打市建行各家网点
电话。

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分行 给全市车主送福利啦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分行 给全市车主送福利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国务院第682号《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文件的要
求，咸宁市闽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公司”）委托湖北星瑞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咸宁市闽都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废旧轮胎资源再生利
用产品化环保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我公司现将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征求意见稿向
公众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我公司拟投资1880万元在咸宁

市咸安区向阳湖镇祝垴村建设废旧轮
胎资源再生利用产品化环保项目，项
目租用咸宁市三和盛电子有限公司空
地，年处理废旧轮胎2万吨。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见
http://sthjj.xianning.gov.cn/

gsgg/zhlgs/201907/
P020190715666209218098.pdf。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请联系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参与。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直接通过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
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
年第48号)获得，具体网址：http://
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下载的公众意见表填写好

之后，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电
话联系建设单位上门取件等方式提交
我公司。

邮寄或自送地址：咸宁市咸安区
向阳湖镇向阳湖砖瓦厂

电子邮箱：804597970@qq.com
联系人：镇先生
联系电话：13971818536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开时间自公示日起10

个工作日。

咸宁市闽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旧轮胎资源再生利用
产品化环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崇阳国强基电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农业

银行崇阳县天城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 ：J5365000265202，账 号 ：
17705301040002586，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佳嘉物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鱼开发区支行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3000470701，账号：
42050169004500000401，特声明作废。

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限公司赤壁河北
大道分店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

支 行 新 城 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2000333301， 账 号 ：
1818050309200028821，特声明作废。

云庆珍遗失位于咸安区向阳湖镇祝垴村七
组 的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证 号 ：
421202101221070007J，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香吾山公园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咸宁
市分行营业部营业室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 ：J5360000185701，账 号 ：
1818000209200023501，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
督促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山 水 人 家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0MA4BYQ7C3M)：

你(单位)因环保问题，我局于2018
年10月28日对你(单位)作出罚款20万
元整的行政处罚，你单位自收到行政处
罚决定书六十日内未向咸安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在接到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向咸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现已到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义
务期限，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我局（咸宁市高新区管委会）
领取《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逾期视为
送达。我局将依法申请咸安区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7月23日

近年来，许多保险公司在官网上售卖保
险产品，其便捷的操作方式和实惠的价格获
得了人们青睐。“在网上购买保险方便快捷，
鼠标一点便可直接购买。”18日，市民张先
生登陆某保险公司官方网站，轻松地为爱车
购买了保险。

但是，网购保险，存在一定的风险。保
险业内人士建议，广大消费者网购保险，应
在官方网站投保，且仔细阅读相关条款，避
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咸宁人保财险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保险公司官网可销售之外，有不少第三方
网站在出售保险产品，但也有一些是不法分

子用来进行诈骗的非法网站。
此外，网上所销售的保险种类繁多，除

了传统的车险、养老保险、意外险等，还有
“难产险”等特殊险种。

另外，在网上购买保险多为“自助式”，
保险公司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保险内容、免
责条例等，而是需要投保人在买保险之前，
主动、全面地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该保险的条
款内容。

“相同的产品，在官网购买比在营业大
厅购买便宜。以这样的投保方式，为消费者
提供便利，增加客源。”咸宁人保财险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网上投保也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陷阱”，尤其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以低价来
吸引消费者。

在网购保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方
面的问题呢？

保险业内人士表示，在官方网站投保的
安全性是最高的，产品说明也最全面。在非
官方网站购买保险，虽可以货比三家，但风
险高。同时要留心辨别山寨网站。

业内人士建议，市民若网购保险，应通
过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检验保单真伪。投
保人在收到电子保单等信息之后，可以通过
对保单号码、险种名称、保单生效时间、保险
期限、保险金额、被保险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等关键信息进行确认。
后续理赔也是网购保险需要考虑的一

个重要问题。咸宁新华保险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网购保险的所属公司在投保人居住地
没有分支机构，需要理赔时，可能出现无法
及时进行核定的情况，由此导致超出法定理
赔期限而无法获赔。因此，尽量购买本地有
网点的保险公司产品。

另外，特别要注意的是，消费者在投保
前，应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赔偿处理等直接影响日后理赔的
项目。此外还需注意，网购保险后要保留投
保凭证，避免出险后得不到赔偿。

怎样规避网购保险“陷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问保险

思贤亭环境有点差
部门：正跟进整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城区思贤亭存在廊
柱油漆脱落、粘附物多等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重
视并处理。

针对网友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高度
重视，迅速安排园林管理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
看。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思贤亭确实存
在廊柱油漆脱落、粘附物多、顶中灰尘、蛛网遍
布等问题，影响城市形象，为居民生活带来不
便。

目前该处养护工作已实行市场化运作外包
给专业公司管理，园林局已对管理单位下达了
整改通知，要求对思贤亭进行全面的保洁。涉
及到廊柱油漆脱落问题，将在下一步纳入专项
整治的范畴。

后期市城管执法委将及时跟踪做好监管工
作，确保营造一个干净整洁公共环境，保证市民
的正常生活。

107国道拓宽后限速未更改
部门：工程尚未完工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107国道拓宽后
限速未更改。

该网民称，107国道赤壁中伙至官塘路段拓
宽改造，由两车道变为了四车道。原来限速是小
车70公里/小时，为什么现在限速还是70公里/
小时，想问公路限速标准是什么?

对此，赤壁市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原
107国道中伙至官塘路段因曾发生多起亡人交通
事故，被交管部门确定为事故多发路段，各级交管
部门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在该路段设立了车辆行
驶限速70公里/小时的标准。

现107国道正在实施整体拓宽改造，工程
尚未完工，配套交通设施未完善，且没有通过
有关部门验收，故限速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待 107 国道改造完毕，配套交通设施配齐，通
过验收后，我们将按照公路设计部门设计时速
限速。

申请公积金贷款需哪些条件
部门：提供相关证明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户口在老家河南
省，现在咸宁工作，公积金已缴存近两年。想要买
房，请问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吗，还是需要先转户
口再申请？

对此，市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根
据《咸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借款
人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时需连续正常缴存住
房公积金六个月以上，借款人（共同借款人）个人
征信无不良记录；能提供二年以内合法有效的购
买自住住房的有关证明材料及首付款增值税发
票；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
力；有合法、足额的担保；在购买自住住房时符合
贷款条件的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