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 1 月 23 日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因病致贫是脱贫攻坚中最
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

解决因病致贫是脱贫攻坚的重点方向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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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致贫占现在农村贫困
人口，就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40%左右。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
在 1 月 23 日举办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强调。

宫蒲光表示，因病致贫现在
在整个脱贫攻坚中属于一个老
大难问题，也是攻坚中的重点方
向。 民政部是重要参与部门，在
解决因病致贫这个链条上，民政
部是兜底的。

在吹风会上，宫蒲光等详细
介绍了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有关情况。

全国 93%的地方实现医疗
救助“一站式”结算

当前农村的困难群众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比较突出。医
疗救助这项业务是民政部负责，
宫蒲光强调， 医疗救助在因病致
贫中的兜底保障作用非常重要。
因病致贫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
一块硬骨头。 为了在这方面做好
工作， 国务院专门制定了健康脱
贫发展规划，由卫生计生委牵头，
民政部是重要参与部门， 在解决
因病致贫这个链条上， 民政部把
它作为配合兜底保障、 兜底脱贫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的。

据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
刘喜堂介绍，去年以来，民政部
在这方面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
工作：

第一方面，推动落实全面开
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按照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门进一步
把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范围
扩大到了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
人口，同时聚焦困难人群的重病
和大病，提高救助水平，提高封
顶线、最高救助限额和提高报销
比例等。

第二方面， 加强制度衔接。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
助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
接的通知》， 指导各地在医疗救
助和大病保险这两个制度在对
象范围、支付政策、经办服务、监
督管理等方面实现有效衔接，从
而提高制度可及性和精准性，形
成托底保障的合力。

文件重申了大病保险对困
难人群要实行倾斜性支付政策，
既“一降一提一扩”。“一降”就是

降低起伏线；“一提”是提高报销
比例，救助水平；“一扩”是扩大
报销的合规用药目录范围。

第三方面， 加大了资金的保
障。2016年，中央财政补助的医疗
救助资金达到了 155 亿， 和上年
相比增加了 14 亿， 增幅达到了
10%。 省级财政在 2016年医疗救
助资金投入和上年相比增加了
31%。为了帮助地方更好地做好医
疗救助工作， 今年民政部会同财
政部已经预拨了 2017 年的医疗
救助补助资金 81.7亿元。

第四方面， 提高救助的效益
或者是实效性， 推进医疗救助和
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衔接。 大力推
动“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全国
开展“一站式”服务的地方、县市
区已经达到 93%。“一站式”服务
就是困难群众在看病之后， 直接
在医院把他应当获得的保险报销
费用和医疗救助费用直接结清，
困难群众只负担自己应付的这部
分费用就可以离开，叫做“随来随
治，随结随走”。2016年 1~9月份，
医疗救助实施有 5145.5 万人次，
支出资金 189 亿元。 现在大多数
地区重点对象， 在年度救助范围
内的医疗救助报销比例都能达到
70%，效果比较明显。

全国平均农村低保标准
3611 元/人·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要
求， 要实行农村低保兜底的脱
贫。 据宫蒲光介绍，民政和扶贫
部门切实加大了工作力度，推动
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
的衔接工作，低保兜底脱贫成效
政策逐步显现。

一是完善了政策措施。 去年
9 月，民政部、扶贫办等六部门报
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做
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
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指导意
见》，要求各地从政策、对象、标
准、 管理等方面加强制度衔接，
强化兜底脱贫。 民政部印发了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的通知》， 指导全国民政系统抓
好脱贫攻坚相关工作。 截至目
前，全国有扶贫任务的省份基本
都出台了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
衔接的配套政策措施。

二是提高低保标准。 一方面

加大财政资金力度，去年中央财
政安排低保补助资金较上年增
加 6%左右， 使中央财政安排的
低保补助资金达到了 1242.4 亿
元。 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标准持
续提高，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国
平均农村低保标准达到了 3611
元/人·年，同比增长 17.8%。 全国
农村低保标准低于国家扶贫标
准的县（市、区）数，已经从 2015
年底的 1521 个减少到 502 个。

三是强化对象认定。 在加强
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社区评议、
张榜公示等传统手段的同时，进
一步完善了社会救助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制，使低保对象的认
定更加准确。 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 97.9%的地市级、
83.6%的县级建立了社会救助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查实了一
些隐瞒收入财产、 提供虚假证
明、 不如实申报经济状况等情
况，大幅减少了骗保、错保等问
题的发生。

“逢进必核， 这也是我们的
一条工作原则。 凡是申请进入低
保的家庭和个人，都必须要经过
审核机制。 通过对救助申请人及
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真实性、完整
性的核对，较好防止了隐瞒收入
财产、提供虚假证明的现象。 ”宫
蒲光强调。

去年以来，民政部指导各地
通过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畅通举
报渠道、加强公开公示、开展第
三方评估等办法，加快完善社会
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 据了
解，目前全国 99.6%的县（市、区）
设立了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热线，
99.5%的县（市、区）建立了低保经
办人员和近亲属申请低保备案
制度，98.9%的县（市、区）建立了
低保经办人员责任追究机制。

四是加强兜底保障。 按照
“应保尽保”的要求，在低保对象
认定中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作
为重点，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纳入
农村低保， 实施政策性兜底保
障。 据统计，截至去年 11 月底，

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一共是 4562.6
万人，其中 1914.4 万人属于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较 2015 年底的
1782 万人增加了 132.4 万人。 1~
11 月，全国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884.8 亿元，同比增加 81.9 亿元。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农村低保人员只是困难群
众的一部分，宫蒲光还详细介绍
了 2016 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的进展。

在受灾群众救助方面，全国
受灾人口近 1.9 亿人次， 启动国
家救灾预警响应 5 次，四级以上
国家救灾应急响应 22 次， 紧急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910.1 万人
次， 累计下拨 79.06 亿元中央自
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帮助地方
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方面， 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6053.4 万人， 城乡特困人员 574
万人。 去年民政部报请国务院出
台了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政策措施。
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同比增
长 10.8%、17.8%。 农村特困人员
年人均集中供养标准、分散供养
标 准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1.9% 和
14.6%。 实施临时救助 694 万人
次，同比提高 15.5%。

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现在全国有
902 万人， 去年民政部报请国务
院出台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困
境儿童保障政策，完成了农村留
守儿童摸底排查，开展“合力监
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中央财
政共安排孤儿基本生活救助补
助资金 19.43 亿元， 惠及 50.2 万
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在残疾人保障方面，全国现
有重度残疾人 1305 万人， 全面
实施了生活困难残疾人和重度
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共惠及困
难残疾人 841 万和重度残疾人
866 万。

在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方面，部署了“寒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工作，共救助各类困难
群众 72.3 万人次。

为保障好冬春困难群众生
活，中央财政已预拨 917.8 亿元，
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 目前，
所有省份均已将中央冬春救灾
资金下拨至市县，80%的资金已
发放到户，其余的也将在近期发
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全面建立 3190.4799 万
残疾人补贴制度

残疾人在我国是一个非常
困难的群体，民政部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俞建良在
吹风会上详细介绍了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在 2016 年的实施情况。

据俞建良介绍，我们国家是
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根
据中国残联残疾人口数据库的
实时数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
日，全国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
残疾人口数达到 31904799 人。

2015 年 9 月 23 日， 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的意见》， 在国家层面建立
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 2016 年
是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
度的第一年，也是制度建设最关
键的一年。

民政部会同中国残联出台
残疾人两项补贴与其他社会福
利和救助政策的衔接办法，进一
步明确了政策衔接的基本原则，
细化了与养老、离休等全国性补
贴的衔接办法。

截至 2016 年 9 月底，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出台了具体
实施意见，建立了补贴制度。 截
止到去年 11 月底，总共有 841 万
生活困难的残疾人领到了生活
补贴，有 866 万重度残疾人领到
了护理补贴。青岛市通过“一站式结算系统”结算民政救（补）助的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