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胡
可明介绍《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有关情况，并
答记者问。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目
前社工发展同社会需求还很不
适应，社会救助工作是社工发挥
作用的重要领域，专业社工师是
社会救助服务中完善社会功能、
进行心理疏导的重要服务提供
者，所以《办法》在社会参与这一
章中，专门有一条对发挥社工作
用做了规范， 有新的促进意义，
我们也一定要把《办法》规定的
这项任务落实好。

李立国说，《办法》对社会力
量参与做了专章规定， 这也是
《办法》的一大亮点，并且标志着
社会救助工作从资金物资保障转
向资金物资保障、 生活照料服务
和心理疏导相结合， 这也是社会
救助方式新的规范、新的发展。

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工作，《办法》中有三条比较明确
的支持性规定。 依据这些规定，
我们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上要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的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
参与社会救助工作起到鼓励和
引导的作用，使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工作能够享有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等政策。

二是发展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通过委托、
承包、采购等方式，把适合社会
力量提供的社会救助服务转移
给社会力量承担。

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机
构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
作的信息对接、项目发布的工作
联系机制，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
的有机结合。

四是培育承接主体，积极发
展能够参与社会救助工作、提供
社会救助服务事项的社会组织，

提高其承接能力。
李立国指出，关于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参与社
会救助，《办法》明确提出，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发挥社会
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
能力提升和心理疏导等专业服
务。 按照《办法》的规定，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参
与社会救助服务中能够发挥五
个作用。

一是促进社会融入的作用，
帮助社会救助对象调节家庭和
社会关系，消除社会歧视，增强
助人自助能力，帮助其更好地适
应、融入社会环境。

二是帮助救助对象提升能
力，对有劳动能力的要通过教育
培训增强其就业能力，没有劳动
能力的要增强其生活能力和社

会人际关系中共存的能力。
三是发挥心理疏导的作用，

帮助社会救助对象缓解心理压
力、矫正不良行为，建立积极向
上的心态， 乐观地面对生活，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四是资源连接的功能，社会
工作者既可以帮助救助对象了
解和衔接各项社会救助资源，也
可以在基层服务工作中帮助有
关部门做好资源衔接工作。

五是面向社会救助对象还
可以发挥好宣传、 倡导的功能，
宣传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达到
人人知晓，尤其是社会救助对象
和困难群体知晓，帮助其及时地
求助，使符合条件的能够及时得
到救助。 同时也倡导全社会焕发
爱心，给社会救助对象以更多的
关怀、爱护和帮助。

李立国表示，2006 年党的十

六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
要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 这个社会工作人才指的是专
业社会工作人才。 十六届六中全
会以来，在党的人才建设规划中，
把社会工作人才作为六类人才队
伍之一，做出规划，进行部署，所
以我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高校设
置的社工教育专业每年的毕业生
大约在两三万人， 而且还在迅速
增长中。 在全国社工师和助理社
工师的职业水平评价考试中，已
经有十几万人获得了专业社会工
作者的职业资格。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 是我
国第一部统筹各项社会救助制
度的行政法规， 办法共 13 章 70

条，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 、医疗
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
救助和临时救助 8 项制度以及
社会力量参与作为基本内容，确
立了完整清晰的社会救助制度
体系 。 规定社会救助坚持托底
线、救急难、可持续，与其他社会
保障制度相衔接，社会救助水平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
会救助工作遵循公开、 公平、公
正、及时的原则。

据初步统计，2013 年， 我国
救助城市 “三无 ”人员 90 万人 ；
实施医疗救助 1 亿多人次，支出
资金 260 亿元 ； 实施临时救助
3937 万户次 ， 支出资金 93.4 亿
元； 紧急转移受灾群众 1200 万
人次 ， 救助受灾群众 8000 万人
次。

链接

2013 年 11 月 8 日，《国务院
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
定》） 取消了民政部对全国性社
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
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
政审批项目。 为贯彻落实《决定》
的要求，深入推进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制度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民政部于 2 月 26 日下发《民
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
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自行决定 但需符合要求

《通知》明确，自《决定》发布
之日起，民政部不再受理全国性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包括专项基
金管理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的申请，不再换
发上述机构的登记证书，不再出
具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刻制印章
的证明。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
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全国性社
会团体根据本团体章程规定的
宗旨和业务范围自行决定，但应
当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讨

论通过，制作会议纪要，妥善保
存原始资料。

全国性社会团体虽可自行
决定设立分支机构，但不得设立
地域性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
构、 代表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
构、代表机构。 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名称不得以各类法人组织的
名称命名， 不得在名称中使用

“中国”、“中华”、“全国”、“国家”
等字样，开展活动应当使用冠有
所属社会团体名称的规范全称。
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
法人资格， 不得另行制订章程，

在社会团体授权的范围内开展
活动、发展会员，法律责任由设
立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
团体承担。

加强监管 信息公开

《通知》同时要求，社会团
体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
实加强对其分支机构、 代表机
构的监督管理。 社会团体应当
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财务、
账户纳入社会团体统一管理，
不得以设立分支机构、 代表机
构的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

费、赞助费等，不得将上述机构
委托其他组织运营， 确保分支
机构、代表机构依法办事，按章
程开展活动。

年度检查时，社会团体应当
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其分支机
构、代表机构的名称、负责人、住
所、设立程序、开展活动等有关
情况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
管理机关（直接登记的社会团体
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检查，
不得弄虚作假。 同时，应当将上
述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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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
登记等审批事项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社会救助工作是社工工作重要领域
民政部官员详解《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