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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精准资助概念、理论与实践路径研究文献综述 

 

魏超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资助育人是高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实现教育公平、立德树人的重要保障。随着高校资

助工作改革的推进，提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水平已成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

精准资助是优化资助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梳理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相关研究的百余篇高被引文献，

界定了高校精准资助概念，综述了高校精准资助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研究，分析了高校精准资助的优势以及

当前发展困境，并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提出了实现高校精准资助的工作路径，以对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研

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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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资助工作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

多种资助方式并存的学生资助体系，资助金额与资助人数快速增长，基本实现了“让每一名

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与此同时，高校资助工作临资助资源稀缺、资助人

数和金额规模增长放缓、资助育人成效有待提高等问题。如何从当前资助规模扩张模式转变

为更有效的资助资源配置模式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研究内容。精准资助、精细化管理为高

校资助工作提供了方向。实现精准化资助是提升高校资助育人效率和品质的有效途径，是新

时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
[1]
。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高校日常管理中的应用，高校实施精准资助条件越来越成熟。精

准资助工作的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精准资助成为资助领域学者们的重要关注点。近五年来，

高校精准资助相关研究的文献快速增加，目前学者们对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本文尝试对高校精准资助相关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整理，以期为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研究

提供参考。 

1. 1、高校精准资助概念的提出 

1.1高校资助体系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高校资助体系渐趋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助体系主要经

历了人民助学金阶段、人民助学金和奖学金并存阶段、奖学金与助学贷款并存阶段、多种资

助方式并存的资助体系四个阶段
[2]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目前高校建立了奖（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内奖学金、社会奖学金）、贷（国家助学贷款、校内无息借款、新

生入学“绿色通道”）、助（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社会助学金）、补（基层就业学费补

偿贷款代偿、应征入伍国家资助、师范生公费教育、新生入学资助、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困

难补助、伙食补贴）、减（学费减免）等相结合的完善资助政策体系
[3]
。 

近年来，高校资助人数和金额规模不断增加，但增长速率渐趋平稳。据统计，2006-2019

年，我国高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累计约 5.3亿人次，资助总额累计 9193.66 亿元，资助

规模自 2006年至 2019 年增长了 7.8倍。但同时也应看到，资助规模增长率由前几年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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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逐步稳定在近几年的 10%左右。从资助金额来源来看，目前高校资助金额主要来源于财政

支出，资金来源不均衡，结构有待优化。 

 

图 1 2006-2019高校资助金额规模 

1.2高校精准资助概念的提出 

高校精准资助概念源于国家精准扶贫理念。精准扶贫理念最早出现于 2013 年，由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国家“精准

扶贫”思想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依托现有高校资助政策体系

探索开展高校精准资助工作，不仅是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贯彻实施，也

是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
[4]
。 

学者们结合精准扶贫理念对高校精准资助概念进行了界定。白华、徐英（2017）认为高

校精准资助是指通过一定标准和评估方式精准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根据学生实际经济困

难情况制定精准化帮扶措施，实现资助项目精准安排、资助资金精准使用和资助对象动态管

理
[5]
。杨春萍（2017）认为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运

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资助对象实行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精准管理的学生资助工作方式
[6]
。

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本文认为高校精准资助是通过信息技术等科学方法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以提升资助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资助工作模式。高

校精准资助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科学方法应用于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一种探

索，可以有效提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精准性和高校资助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2. 2、高校精准资助理论与实践研究 

2.1高校精准资助理论研究 

学者们纷纷将精准资助理念应用于高校资助工作。徐君莉（2017）认为高校精准资助工

作应以国家“精准扶贫”理念作为指导方针，丰富资助育人工作体系，不断改革创新资助理

念和资助形式，积极探索建立新时期高校精准资助育人工作体系
[4]
。刘晓杰（2017）指出将

精准扶贫思想引入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有利于提升高校资助育人成效，既是精准扶贫在教育

领域的具体应用，又是解决现阶段高校资助工作困境的有效方式
[7]
。吴海燕(2018)认为高校

精准资助主要有资助对象的精准、资助力度的精准、资助方式的精准和资助管理的精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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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多元化的项目性资助策略，为受助学生搭建成长平

台，变“结果资助”为“过程资助”，变“静态资助”为“动态资助”
[8]
。王成红、张国茹

（2016）指出高校精准化资助要选准资助对象、拓展资助主体，选准资助措施、强化资助保

障
[9]
。 

学者们普遍认为高校精准资助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

准识别，这是精准资助工作开展的前提。通过科学的标准和规范的认定程序，精准识别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信息库，为后续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积累基础数据。二是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精准帮扶。充分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差异化、针对性的帮扶

措施，这是高校精准资助的关键措施。三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管理，制定帮扶措施后

要进行数据动态更新，实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精准动态管理。此外，要做好资助效果评

估，不断修正完善精准资助措施，提高精准资助工作水平。 

学者们对于高校精准资助模式与路径进行了研究。罗丽琳（2018）提出采用大数据技术

从框架设计、制度保障、技术路径和联动机制构建了高校精准资助模式
[10]

。吴朝文（2016）

对大数据技术在高校精准资助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11]

。刘云博、白华（2016）分析

了高校精准资助的五条实现路径：树立资助工作新理念、强化队伍建设、精准识别与精准帮

扶、鼓励社会参与，加强动态管理与责任追究
[1]
。孙瑜（2017）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

准考评和精准监督四个环节出发，分析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的实现路径
[12]

。梁

广东（2017）认为应从提升资助工作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困难学生的信息管理、合理配

置资助资源、营造良好的资助育人环境四个方面，切实提升高校精准资助育人实效
[13]

。 

 

 图 2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理论研究 

2.2高校精准资助实践研究 

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识别环节。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指标

体系设计。陈璟（2014）认为高校资助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分析学生的困难信息、家庭教育支

出、家庭收入等多个因素，建立量化学生经济困难程度的指标体系，统一评定标准，实现精

准认定
[14]

。舒强（2020）提出要严格资助对象的认定条件、评定标准、多渠道了解学生家庭

经济情况、了解学生消费标准，严格执行评审程序，确保资助对象精准
[15]

。吴朝文等（2016）

分析认为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观测学生食堂用餐次数，平均用餐金额，用餐金额波动幅度

等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识别
[11]

。杨春萍（2017）在调研分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征的基础

上，设计了包括学生家庭属性，学生生源信息、学生家庭情况、特殊情况等 6个一级指标和

23个二级分类指标的多层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标体系
[6]
。张远航（2016）指出高校可

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捕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个人消费情况，积极探索精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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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方法，提高精准识别的效果
[16]

。 

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帮扶措施制定环节。高校精准资助措施制定时要“保底

线”“抓主线”“争上线”精准使用资助政策，形成差异化帮扶计划，满足困难学生多层次

发展需求
[17]

。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帮扶、学业帮扶、实践锻炼，公益活动等方式对经济困难

学生进行精准帮扶
[9]
。例如，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的拔尖人才，可采取建立与中国城市

发展相适应的贫困拔尖人才高级资助与培养制度
[18]

。对于存在家庭经济困难和心理困难的学

生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帮扶措施。 

关于资助对象的动态管理与效果评估。白华（2017）提倡构建高效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

体系，树立学生成长发展性资助理念
[5]
。杨晓慧（2016）建议采取实地走访困难学生家庭形

式确保困难学生信息真实有效
[19]

。张远航（2016）从需求层次理论出发，认为在精准资助措

施制定中要注重物资资助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赢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

高层次需求
[16]

。范晓婷（2015）建议制定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科学的评估方式，以推动资

助工作的改进与完善
[20]

。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部分高校积极探索了诸如校园一卡通消费记录核查、班级同学互评

认定核实等方法，以提高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准确性
[16]

。彭益全等（2016）通过家访等形式，

调研了西部和苏北地区44个区县72户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分析当前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探索提升精准资助工作的举措。提出优化制度保障、开展主题教育、强化参与式资助等路径
[21]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要充分利用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加强高校管理中信息网络建设，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系统
[22]

。依托互联网信息化

管理和技术手段，建立精准的资助信息数据平台，建立多维度经济困难评价指标体系，例如：

选用生源地位置、家庭成员组成及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来源、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意外

事件等多维度变量，结合学生校园卡使用记录、银行卡购物清单等信息、探索大数据跟踪分

析与调查摸底、同学评议相结合的资助对象和资助标准识别认定办法，提高资助的效率和准

确度
 [2]

。通过信息挖掘技术，建立健全与经济生相关的诸如家庭收入、个人禀赋、特长、资

助需求等信息数据库，动态跟踪、精准资助、优化管理，有效实施资助对象与资助资源的动

态管理
[23]

。 

3. 3、高校精准资助的优势与困境 

高校精准资助是当前高校资助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高校资助育人的品质

和效率，这一点学者们基本达成了一致。徐君莉（2017）分析认为高校开展学生精准资助育

人工作促进了教育公平，有利于提高资助工作效率，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保障
[4]
。梁

广东等（2017）认为高校精准资助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路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内容、是促进社会稳定的暖心工程、是育人成才的重要保障
[13]

。 

高校精准资助工作面临种种困难，工作量较大，信息技术要求高，部门联动协调较多，

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则会导致精准资助效果打折扣，因此高校精准资助工作要注重队伍建设，

提升资助工作队伍专业水平，努力为精准资助工作的展开创造条件。王静，孙婧（2016）指

出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需要在现有资助育人体系基础上进行

深化拓展，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4]

。徐君莉（2017），刘晓杰（2017）认为当前大学生资

助工作中主要有三大瓶颈：困难群体识别不够精准、帮扶措施不够精准，精神贫困亟待解决
[4,7]

。韩丽丽，李延洲（2018）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 40年以来资助体系改革发展历程，发现

当前高校资助体系主要面临资助资金来源不够合理，资助金额不够均衡、资助后教育引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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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问题。从宏观层面，提出广开来源、优化资金结构、精准资助、强化政策落实等措施
[2]
。 

曹晓晶（2017）结合实践工作指出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存在以下困难，一是困

难学生因心理因素不愿申请认定，二是生源地经济困难材料审核缺乏监督机制，不能完全确

保真实、准确，三是高校在认定过程中，因学生地域差异，情况种类复杂，无法建立统一标

准
[17]

。吴海燕（2018）指出资助对象的精准认定上，存在着“地区差异”与“标准统一”、

“公开透明”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
[8]
。和燕杰（2017）调研发现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环节，作为重要指标的学生所在地开具的家庭经济证明表可信度备受质疑，影响高校资

助的精准识别
[23]

。张博（2013）认为，当前高校精准资助工作中的精准认定方法和标准依赖

于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收入等指标数据
[25]

，而这些配套指标往往难以准确、真实的获取，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国家、社会、家庭层面基础数据的支撑，如高校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完善

的个人税收系统、征信系统等。 

4. 4、总结与展望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建设是必经之路，又是逐渐优化的过程，需要高校资助工作人员

资助理念、学生受助理念等转变等主观因素的逐渐变化，也需要网络信息技术进步与社会征

信体系完善等客观条件逐渐成熟。目前高校精准资助工作开展面临多方面困难，一方面技术

条件、数据不够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信息获取等外部因素制约了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开展。

另一方面高校资助工作理念，资助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限制了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发展。

此外，还存在高校资助资金平衡、部门之间工作协同等困难。结合本文研究，现有文献主要

分析了高校精准资助的基本内容，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梳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本文梳理了

高校精准资助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实施路径，为后续学者们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图 3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实施路径 

 

4.1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来讲，实现高校精准资助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一是加强高校资助工作队

伍建设。通过引进专业资助工作人才、数据分析人才，举办精准资助工作技能培训等方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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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专业化资助工作队伍，树立精准资助工作理念。通过举办系列资助政策讲座，各类政策宣

传等方式改善学生受助理念。二是优化资金结构，拓展资金来源。呼吁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高

校学生资助工作，设立社会资助资金并宣传捐赠渠道，鼓励社会对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捐

赠和帮扶。通过整合校友资源，拓展社会奖助学金资源，优化高校精准资助资金结构。三是

加强部门协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部门协同提供精准信息，并沟通核实，动态掌握受助学

生情况，动态监测预警及时优化帮扶措施。例如，建立高校与当地政府动态信息共享，确保

经济困难学生家庭信息准确无误。政府相关部门向高校提供查询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情况

数据，征信系统数据等权限，促进高校在经济困难认定中增加数据维度，提高认定精准度。

四是建立保障机制。引入信息技术、数据管理平台，优化高校信息管理系统。同时要提升资

助工作队伍应用信息管理技术的能力。  

4.2微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来讲，将精准扶贫理念应用于高校精准资助工作三个过程中。在精准识别环

节，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快速信息收集与处理，要建立科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标

体系和认定程序，实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在精准帮扶环节，要优化资助服务，

加强资助政策宣传，让学生更加了解资助政策，提升学生主动求助意识。要考虑物质资助、

教育引导相结合，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在精准管理环节中，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实时了解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济情况变化，建立动态信息库、实现管理精准化。此外，

要做好资助效率评估，不断反馈修正精准资助措施。畅通资助工作反馈渠道，通过设立资助

反馈信箱、电话、QQ 等联络方式，便于学生受困及时求助，提升学生自主参与度，监督资

助各项政策措施公平公正，强化政策落实，提升资助服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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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nde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moralit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form of college funding work,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recision fund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student funding. Precision fund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funding resources. This paper sorts out more than one hundred 

highly cited papers related to precision funding in universities, defines the concept of precision funding in 

universities,  summarizes relat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s,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precision 

funding for universities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proposes a work path to achieve precision 

funding for universities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college funding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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