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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近日，民政部、中国残联
联合下发了《民政部办公厅
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
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关
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
报》），对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
制度建设落实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指出，《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意见》印发后，在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下， 相关部门大力推
动，制度建设创新发展，补贴发
放稳步推进， 受益规模快速增
长，社会效益显著发挥。

一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两项补贴制度基本实现全覆
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出台《意
见》 贯彻落实意见。 其中，24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由省级人民政府名义、3 个省
份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4 个
省份以部门联合发文形式出
台实施意见，残疾人两项补贴
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全面建立。

二是立足增强两项补贴
保障能力，推动政策制度创新
发展。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通过扩大发放范围和提
高补贴标准增强两项补贴的
保障能力。 从生活补贴标准来
看，22 个省份处于每月 50-80
元之间，10个省份达到或超过
每月 100元。 从护理补贴标准
来看，18 个省份处于每月 50-
80 元之间，14 个省份达到或

超过每月 100元。 11个省份将
生活补贴对象扩大到无固定
收入、低保边缘户、低收入家
庭、重残无业、一户多残、老残
一体、依老养残等困难群体；5
个省份将非重度智力和精神
残疾人纳入护理补贴范围。

三是着力保障补贴及时足
额精准发放， 残疾人受益规模
持续增长。 截至 3月 31日，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 补贴发
放实现县（区）全覆盖。 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受益残疾人分别达
到 1031 万人和 1073 万人，比
2016年 11月份分别增长 22.6%
和 23.9%； 发放生活补贴和护理
补贴资金分别达到约 133亿元
和 122亿元。 （据民政部网站）

民政部：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

9 月 5 日， 重庆市在市政协议
政厅举行第二个“中华慈善日”捐赠
活动，72 家企业和机构上台举牌，
捐赠款物共计 5.8 亿元。

重庆市慈善总会坚持把助推脱
贫攻坚作为重要任务， 着力构建慈
善扶贫为主，兼顾助医、助学、安老、
扶孤等济困救助新机制。 2016 年，
市慈善总会本级筹募款物 5.49 亿
元， 全年共支出救助款物 5.42 亿
元，惠及困难群众 10 余万人次。 今
年 1 至 8 月， 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和

争取慈善款物 3.73 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12%， 受惠困难群众近 5 万
人次。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张心国
讲话时表示， 重庆在探索慈善工作
新思路、助推脱贫攻坚、拓展募捐源
头、加强慈善宣传、强化内部管理等
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创造了新业绩，
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为全国
兄弟省市慈善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
鉴。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中华慈善日”活动筹集款物 5.8亿元
近日，《成都市民政局责

令限期改正社会组织名单》出
现于成都市民政局官网。这份
名单公开了成都市民政局登
记在案、且未在规定时间内接
受 2016 年度检查或年度检查
结论为不合格的 121 个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包括
70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51
个社会团体。

公告中，有 20个组织的年
检情况和结论被标注为“不合

格”。 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这类企业出现的问题有
多种，可能包括：一是未配备专
职财会人员或按照规定设立银
行账户；人员不足，在一定时间
内开展活动数量不够； 管理混
乱， 没有按期组织换届或严重
超期未换届等情况。

此外，还有 101 个社会组
织没有在相关期限内提交年
度检查资料，也被列入《成都
市民政局责令限期改正社会

组织名单》中。该负责人表示，
此次公告发布后，这些社会组
织需要在 12 月 4 日之前提交
整改报告。

“审查验收不合格或拒不
接受整改的社会组织，我们就
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
上述负责人透露，相关处罚可
能包括警告、 限期停止活动
等，如果情节严重的，还会撤
销该社会组织的登记内容。

（据《成都商报》）

成都：121个社会组织被要求限期整改

9 月 7 日， 江苏省政府召开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
预计到 2020 年，江苏养老服务市
场全面放开， 社会力量成为养老
服务业发展主体， 将全面建成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深度融合，功能完善、
服务优良、监管到位、覆盖城乡的
养老服务体系。

《实施意见》放宽了行业准入条
件，申请设立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
符合直接登记条件的可以直接向民
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 不再经由业
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允许民办非
营利性养老机构连锁经营；同时，简
化审批流程， 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在
受理养老机构设立申请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让
社会力量申办养老机构将更加便
捷。

《实施意见》强调，加快推进公
办养老机构转制成为企业或开展
公建民营，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独
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
方式， 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到
2020 年社会力量运营的养老床位
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要
超过 70%。

《实施意见》规定，由社会力量
创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创
办的养老机构享有同等的土地使用
政策， 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
或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民办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依法享有与公办养老
机构同等的税费优惠政策。

（据法制网）

江苏：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去年 9 月起，一段主播在大
凉山搞假慈善的视频刷爆网络。
视频中，两名男子在快手直播平
台上直播做慈善，安排凉山州某
村村民站成两排，直播给村民发
钱，而在直播结束后，这些人又
从村民手中把钱拿回来，目的是
为了增加粉丝数和观看量，让

“粉丝多刷礼物”。
9 月 7 日， 凉山州布拖县人

民法院对这起网络诈骗案件进
行一审宣判，涉事主播“快手杰
哥” 杨杰通过直播吸引粉丝，获
得礼物提现 21 万余元， 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获刑三年零八个
月；主播“快手黑叔”刘国彪通过
直播吸引粉丝，获得礼物提现 19
万余元，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获刑三年零六个月。

9 月 8 日， 凉山州中级人民
法院披露了大凉山伪慈善直播
事件的相关情况，公布杨杰及刘
国彪两名主播在凉山“公益作
假”的过程以及量刑依据。

法院审理查明：2016 年 8
月，被告人杨杰在“快手”网络平
台注册成为网络主播，昵称“杰
哥”。 被告人杨杰为了吸引更多
粉丝多收礼物， 获得金钱收益，
2016 年 8 月初，借公益之名义带
领网友先后来到布拖县境内的
山区， 让老人和小孩排成队，每
人发给物资或 200 元至 2000 元

不等的人民币。 摄像和拍照完，
其将钱全部收回、将部分物资收
回，只给其中一二个老人 100 元
或 200 元人民币，给小孩每人 20
元人民币。

杨杰随后将所拍摄的视频、
照片发到“快手”网络平台上，并
在直播间告诉粉丝给他刷礼物
换成钱了就拿去买东西送给那
些需要的人，粉丝刷给他的礼物
他会全部发给当地的贫困人员。
杨杰通过网络直播虚假公益行
为 获 得 粉 丝 60 多 万 ， 提 现
216773.15 元，上传涉及凉山视频
记录共 1499 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杰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互联
网，虚构慈善、公益的事实，隐瞒
假发钱的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
实施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 本案社会影响大，
性质恶劣，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但鉴于被告人在归案后，认罪态
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当
庭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可酌
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杨杰犯诈骗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违
法所得 216773.15 元，予以追缴。

法院审理查明：2016 年 7

月，被告人刘国彪在“快手”网络
平台注册成为快手网络主播，昵
称“黑叔”。 被告人刘国彪在“快
手”网络平台看见杨杰在凉山布
拖县给贫困群众发物的相关视
频， 有很多粉丝关注和刷礼物，
刘国彪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增加
自己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粉丝多
收礼物，并获取金钱收益。

2016 年 9 月初，被告人刘国
彪驾车来到四川省布拖县境内
的山区，借公益之名义召集布拖
县山区贫困的老人和小孩，以给
他们发放物资和少量钱为诱惑，
给贫困老人发放 1000 元人民

币，让老人拿在手中的钱或物高
举进行摄像和拍照，摄像和拍照
完后将钱全部收回，只给 100 元
人民币。 给小孩发烤鸭和炒肉让
他们吃， 让他们排队摄像和拍
照， 并将全过程全部摄像和拍
照。

刘国彪随后将所拍摄的发
钱和发物视频、照片上传至网络

“快手”平台之上，并进行网络直
播。 其还在直播间对粉丝们说：
给他刷礼物换成钱了就拿去买
东西送给那些需要的人，慈善上
有粉丝的一份爱心。 被告人刘国
彪 通 过 网 络 直 播 提 现 金 额
194506.34 元，上传涉及凉山视频
记录共 1197 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国
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
网，虚构慈善、公益的事实，隐瞒
假发钱的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
实施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 本案社会影响大，
性质恶劣，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但鉴于被告人在归案后，认罪态
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当
庭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依法
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国彪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
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
元，违法所得 194506.34 元，予以
追缴。

（据公开报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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