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师函〔2022〕43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省直有关单位：

按照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开展 2022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的通知》（教基金会〔2022〕4 号）精

神，2022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由中国教育发展

基金会具体组织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教师。现就做好我省

励耕计划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及条件

（一）励耕计划资助对象为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

中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和特别困难教师（含特岗教

师），重点资助脱贫地区特别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因

遭受自然灾害、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的教师。

（二）申请资助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热爱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工作认真负责，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

（三）以下教师不得作为资助对象：

1. 上年度获得资助的教师不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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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

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3. 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违法违纪行为；

4. 通过课堂、网络等渠道发表、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

散布虚假、不良信息；

5. 不遵守教师职业道德，有违反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行为；

6. 师德师风存在突出问题，严重影响教师群体形象，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

受资助教师出现上述情况的应取消资格并追回资金，并追

究相关报送责任。

二、资助标准及名额分配

（一）2022年中央励耕计划安排我省资助名额为 2250人。

困难教师资助标准为每人 1万元，资助名额 2160 人。特别困

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资助 2-5 万元，资助名额为 90人。（其中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按照 2-3 万元予以资助，因见义勇为

等行为重伤、致残的教师按照 4 万元标准予以资助，牺牲教师

按照 5 万元标准予以资助）。

（二）资助工作重点向脱贫地区特别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倾斜，资助名额在因素法分配的基础上，每个重点帮扶

县资助名额增加 5人。（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
三、工作程序

各市教育局和省直有关单位负责本地、本单位的申报工作。

（一）教师申请。凡符合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相关

要求的教师，由本人填写“励耕计划资助申请表”（附件 2）并

提供必要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如家庭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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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须提供县级民政部门的相关证明材料及受灾图片资料；家

庭遭遇突发事故的困难教师须递交具有实际意义的支撑证明

材料；本人（或家属）患重大疾病的困难教师须提供县级或县

级以上医疗部门出具的医院诊断书和相关医疗资料等）报所在

学校（幼儿园）。

（二）学校初评。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相关学校须

严格对申请教师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经公示无异议后将初

审通过的教师申请材料报县（市、区）教育局进行评审。

（三）县级教育局评审。县（市、区）教育局对励耕计划

困难教师资助项目相关教师上报材料评审后，必须在县（市、

区）教育局和教师所在学校进行为期不少于 10 天的公示。公

示中如有异议，县（市、区）教育局必须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并作出相应处理；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市、区）教育局填

写“励耕计划资助名单表”（附件 3）、“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息

表”（附件 4）、按有关规定报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复核。

（四）复核报送。各市教育局对县（市、区）教育局上报

材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填写“励耕计划市级名单汇总表”
（附件 5）、“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息汇总表”（附件 6）报省教

育厅。

（五）资金发放。省教育厅对各市教育局、省直各单位报

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后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终审，并由中

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确定 终受资助教师名单后的 15 个工作

日内，将资助款直接核拨至有关县（市、区）教育局和省直有

关单位。县（市、区）教育局和省直有关单位收到资助资金后，

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按每人应受资助金额发放到每位受助教

师手中，并组织教师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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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料归档。各市、各县（市、区）教育局和省直有

关单位均要建立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受助教师档案，由

受助教师本人签字的签收单一律要造册登记并保存 3年以上，

以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省教育厅和有关部门核查。

（七）替换审批。在受资助教师名单上报之后，励耕计划

困难教师资助项目拟受资助教师发生离职等情况，相关学校

（幼儿园）按前述规定的程序，重新确定拟受资助教师，并将

拟替换的教师名单以及替换原因逐级报至省教育厅，经省教育

厅报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批准后方可替换。

各市市直学校、省直有关单位参照县级教育局评审工作程

序开展评选工作，省直有关单位直接向省教育厅报送。

四、有关要求

（一）各市教育局、省直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周密制定工作方案，规

范操作程序，因地制宜的分配资助名额，切实加强对评审教师

资格、条件的把关，认真组织评审，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准确。

（二）各地、各单位要通过电视、报纸、广播、新媒体

及校园宣介等方式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及资助范围条件，确保把

党和政府的惠教工程、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各市、县（市、区）

教育局和省直有关单位要注意留存工作各个环节的文字及影

像资料（如项目启动、工作布置、实地走访、评审公示、资金

发放仪式等图片和视频）和典型案例材料，以备检查评估，资

金发放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资料报省教育厅。

（三）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和省直有关单位要建立

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专账，独立核算，加强管理，确保

专款专用，及时发放资助资金。对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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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拖延支付、扣抵奖励资金等行为的，要严肃查处，直至

追回资金，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的取消该校（幼儿园）

或该县（市、区）该项目及以后类似项目的受助资格。

（四）各市教育局、省直各有关单位于 2022 年 7月 20 日
前将相关表格电子版报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邮箱，纸质版盖章

邮寄至省教育与资助保障中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方式：

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 王海郧 0351-3047061、18734898899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李 鹏 0351-7676630。
电子邮箱：jsgzc@sxedc.com
邮寄地址：太原市平阳路 426 号大和昌业 32 层 212室
附件：1. 2022 年励耕计划资助名额分配表

2. 励耕计划资助申请表

3. 励耕计划资助名单表

4. 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息表

5. 励耕计划市级名单汇总表

6. 励耕计划县级部门信息汇总表

山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7 月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mailto:sxsjytjsgzc@126.com


附件 2

励耕计划资助申请表
教师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任教时间 职称

所在学校 学段
担任工作及

职务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

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主要收入来源 家庭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家庭住址
邮编和联系

电话

申 请

彩 票

公益金

项 目

资助款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 校

初 审

意 见

校长签名： 公章

县 级

部 门

评 审

意 见

及公示

结 果
县级部门负责人签名： 公章

填表说明：

1．本表由申请教师本人填写，并上报所在学校初审，学校初审通过后报县级部门评审；

2．“家庭成员情况”一栏须填写家庭所有成员的详细信息；

3．“申请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资助款理由”一栏应详细说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

4．“学校初审意见”和“县级部门评审意见及公示结果”两栏填写应尽可能详细，校长和县级部门负责人

须分别签名（人名章），并加盖学校公章和县级部门公章。



附件 3

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名单表

县级部门名称： （此处加盖公章）

编号 地级市 县（区、市） 学校名称 教师姓名 性别 职称 身份证号 家庭贫困原因简要描述 学段 资助金额（元）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选择一项。

填表说明：

1.本表由县级部门填写，并上报省级部门；

2.“编号”从 1 开始，依次为 2、3……，依此类推，到本县分配的总资助教师名额数为止。

3.“学校名称”一栏应与学校公章一致；

4.“学段”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附件 4

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县级部门信息表

县（区、市）名称： （此处加盖公章）

县级部门名称 资助人数

账户帐号信息 联系人

单位

开户账号

单位

开户名称

资助金额

（元）
开户银行名称 行号（12 位）

用途

(限 11 字)
姓名

联系

电话

（固定）

联系电话

（移动）

填表说明：

1.本表由县级部门填写，上报市级部门。

2.“县级部门名称”与加盖公章一致。

3.“单位开户账号”、“单位开户名称”、“开户银行名称”按照银行《开户许可证》上内容填写或由所在地开户银行、财政局、集中核算部门等提供。

4.“开户银行名称”写明所在省（区、市）、市（州）、县（市、区）名称，具体到支行或分理处。

5.“行号”为开户银行的 12 位支付系统行号（异地跨行汇款）。

6.“用途”填写“xx 县特困教师资助”，限定 11 个字以内。



附件 5

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名单汇总表

市级部门名称： （此处加盖公章）

编号 地级市 县（区、市） 学校名称 教师姓名 性别 职称 身份证号 家庭贫困原因简要描述 学段 资助金额（元）

填表说明：

1.本表由市级部门在核对资助人数、资助金额无误后，负责填写、汇总；

2.“编号”从 1开始，依次为 2、3……，依此类推，到本市分配的总资助教师名额数为止。

3.“学校名称”一栏应与学校公章一致；



附件 6

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项目县级部门信息汇总表

市级部门名称： （此处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学校总数： 资助教师总人数： 资助教师总金额：

编号 地级市
县级部门

名称

资助

人数

账户帐号信息 联系人

单位

开户账号

单位

开户名称

资助金额

（元）

开户银行

名称

行号

（12 位）

用途

(限 11

字)

姓名
联系电话

（固定）

联系电话

（移动）

填表说明：

1.本表由市级部门在核对资助人数、资助金额无误后，负责填写、汇总；

2.“编号”从 1 开始，依次为 2、3……，依此类推，到本市分配的总资助学校名额数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