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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公布 2016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26.3 亿彩票公益金投向四类项目
6 月 30 日， 民政部发布

《2016 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公告》。 公告显示， 民政部 2016
年 彩 票 公 益 金 预 算 额 度 为
263000 万元。

其中民政部彩票公益金本
级项目预算 17104 万元， 用于民
政部本级直接实施或者采取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形式开展
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项目
以及相关公益项目。

财政部、民政部向各地下达
2016 年度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
金 补 助 地 方 项 目 资 金 共 计
245896 万元，分别用于支持老年
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
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项目。

在此之前印发的《民政部彩
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明确规定：彩票公益
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遵循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便民的原则，
谁使用、谁分配、谁管理、谁公
开，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民政部对部本级彩票公益
金应当公开以下信息： 项目名
称、项目单位、资金额度、项目联
络人等；资金管理办法等。

民政部对部补助地方彩票
公益金应当公开以下信息：项目
名称、项目主要内容、资金使用
方向、资金额度等；各省份资金
分配额度；资金管理办法等。

部本级共实施 20 个项目

民政部本级直接实施或者
采取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形
式开展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
利项目以及相关公益项目的资
金预算共 17104 万元，实际使用
11167 万元， 结余上交中央财政
5937 万元。

这些资金投向了老年人福
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
公益四类共 20 个项目。

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2 个，其
中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实施
的“夕阳红”救助服务项目，使用
资金 1000 万元， 主要为身患重
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提供救助
服务、 康复护理服务、“一键通”
呼叫服务及家庭服务等，帮助这
些老年人改善生活处境，提高生
活质量。

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4 个，其
中规模最大的是残障群体示范
性配置康复辅具及手术矫正治
疗(福康工程)，4440 万元，由国家
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负责实施。

一是福利机构辅具配发。 选
取西部及部分中东部贫困地区
具有示范性的福利机构，配发康
复辅具产品 6200 余件（套），提高
福利机构无障碍设施使用水平，
方便残障者生活。

二是完成 1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754 具假肢和 672 具矫
形器装配任务, 提高了残障者的
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改善
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三是完成西部及中东部贫

困地区的肢体畸形矫治手术 556
例， 术后装配矫形器 322 例，术
后康复训练患者 79 名， 提高了
残障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
质量，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儿童福利类项目 6 个，由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实施的大
龄孤儿学历教育项目主要用于
资助大龄孤儿接受高等学历教
育。 通过对孤儿的学历培养及教
育，将社会对孤儿的帮扶由生活
帮扶向智力帮扶延伸，促进孤儿
身心发展，自立自强，回馈社会。
2016 年共资助在校孤儿学生 498
人， 目前受资助的 2016 届学生
233 人都已顺利毕业。

由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
心实施的孤残儿童高等教育助
学工程项目，主要资助生活在福
利机构中的大龄孤残儿童，通过
单独招生、 解决经费的方式，为
他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2016 年“助学工程”共资助孤儿
学生 495 人。

社会公益类项目 8 个，由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实施的社
会福利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训项
目， 按照培训对象的行业及岗
位，划分为养老服务与管理人员
现场培训、养老服务与管理人员
远程培训、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培
训等 6 个培训子项目。 2016 年，
该项目实施现场培训人员 4641
人次，远程培训人员 13300 人次。

由民政部人事司委托或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的社
会福利及相关公益事业科技和
标准化建设项目，主要用于围绕
社会福利及相关公益事业发展
需求，开展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等方面的科技研究；围绕民政职
能定位和民政服务对象需求，开
展社会福利和相关公益事业领
域的标准体系研究、标准研制和
宣传培训，提升社会福利和相关
公益事业领域民政服务机构管
理和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13 亿元用于地方老年人
福利类项目

部本级使用之外，更大量的
资金被用于补助地方项目。 充分
考虑各省份人口数量及结构、地
方财政困难程度、工作任务及成
效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彩票公益
金分配各地，由各地结合实际情
况分配使用。

财政部、民政部已向各地下
达 2016 年度民政部本级彩票公
益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共计
245896 万元，分别用于支持老年
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
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项目。

其中最多的是老年人福利
类项目，131072 万元。 主要用于
新建和改扩建以服务生活困难
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城镇
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城镇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农村五保供养服务
设施、供养孤老优抚对象的光荣
院、对伤病残退役军人供养终身

的优抚医院、城乡社区为老服务
信息网络平台等。

通过项目支持，不断提升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不断
增加护理型养老机构和护理床
位数，提高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覆盖率， 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其次是儿童福利类项目，
59824 万元。 包括：

1. 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建设、
残疾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养
治教康项目 46824 万元。 支持人
口 50 万以上或孤儿较多的县新
建、改建儿童福利机构或社会福
利机构儿童部；适应孤儿基本生
活费制度的建立和儿童福利事
业发展的需要，支持部分地区建
立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加强基层
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支持试
点地区建设“儿童之家”，为“儿
童之家” 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
支持各级民政部门对试点工作
督促指导。 此外，根据儿童福利
机构内的特殊教育和脑瘫康复
训练示范基地工作开展情况，对
机构内涉及儿童养育、 治疗、教
育、康复项目予以资助，同时对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确认的全国艾滋病流行
重点省份予以资助。

2.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
划项目 13000 万元。“明天计划”
主要用于资助福利机构养育的
0-18 岁且具有手术适应症残疾

儿童的手术康复治疗。 同时，将
手术对象范围拓展至社会散居
孤儿， 从手术康复向医疗康复、
脑瘫康复向综合康复拓展。 项目
资金按上年执行情况预拨，以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以及部级定点医院经审
核符合资助对象范围且实际发
生的手术康复费用为拨付依据，
据实结算。

第三是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30000 万元。 主要资助地方开展
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民政康复辅
具机构建设和设备配置、其他民
政直属残疾人服务机构（如工疗
站、盲人按摩机构）等的建设，以
及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精
神卫生社区康复服务等。

为贯彻落实《全国精神卫生
工作规划（2015-2020 年）》和《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
具产业的若干意见》，2016 年补
助地方项目重点支持各地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和省级
康复辅具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第四是社会公益类项目，
25000 万元。 包括：

1.社会捐助体系建设和捐赠
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项目 5000
万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民政部关于加强和创
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意见》， 主要
用于资助慈善超市和经常性社
会捐助站点的软硬件建设，捐赠
物资配送、加工和储存设施设备

建设等。
2.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

设项目 10000 万元。 主要用于资
助市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建设。 重点支持流动人口多、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任务重的地区
和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的地
区。 优先资助开展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和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试点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的地区。

3.殡葬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更
新改造项目 7000 万元。 坚持以
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重点支持
中西部殡仪馆设施设备建设改
造项目，其中，对殡仪馆建设缺
口大、财政困难的地区，结合上
年度殡葬工作综合评估情况，给
予重点资助，着力补齐中西部地
区殡仪馆建设短板，满足群众基
本治丧需求，并以此带动和促进
殡葬改革。

4.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
3000 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地方开
展一批面向特殊困难人群的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示范项目。 每
个项目由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或志愿服务组织承接，
通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
工作“三社联动”以及社会工作
者、志愿者协同服务模式，开展
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
社会融入等关爱型、 专业化、个
性化服务，促进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改善特殊困难人群的生活境
况。

2016 年民政部彩票公益金补助地方资金分省汇总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