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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将建居家养老巡视探访制度

辽宁：社会组织管理办法 2月起正式实施

� �“北京市将建立居家养老巡
视探访服务制度， 通过电话问
候、上门巡访等多种形式，对独
居、高龄以及其他困境的老年人
开展定期巡视探访。 今年全市拟
巡访老年人数不少于 5 万人。 市
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老龄办将
把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工作
纳入市级年度重点工作进行绩
效考评。 ”

1 月 17 日上午，北京市人民
政府举行“新时代 新气象 新
作为”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系列发布会———以人民
为中心做好首都民政工作新闻
发布会。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新闻
发言人李红兵表示， 北京市将出
台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街乡
养老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建设的意见和建设规划， 将建
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制度。

据李红兵介绍，巡视探访服
务是面向本市有需求的独居、高
龄以及其他困境的老年人，主要
包括 80 岁及以上的独居老年
人、与重度残疾子女共同居住的
老年人、无子女或子女不在本市
的独居老年人、身体状况和精神
状况较差的独居老年人。 各区可
根据本区实际，将服务对象拓展
到失能、失独等有服务需求的老

年人。
据了解，居家养老巡视探访

服务原则上由被巡访老人所在
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
织实施。 各街道、乡镇委托或指
定就近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农
村幸福晚年驿站、街道(乡镇)养
老照料中心作为巡视探访服务
机构开展服务。

巡视探访服务将普遍巡访
和重点巡访相结合，根据老年人
的实际需求， 采取电话问候、上
门巡访等多种方式，至少一周巡
访一次。 巡视探访的内容包括评
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精神状
态、安全情况、卫生环境、居住环
境、询问提醒等方面，并对重点
情况进行记录和汇总。

此外，巡视探访人员主要是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农村幸福晚
年驿站及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的
工作人员。启动巡视探访之后，社
区工作人员将先对辖区内老人进
行摸底并上门“接头”，如果老人
对巡访有需求， 则会协助对接巡
访人员，开展定期巡访。“除了定
期巡访老人的基本情况， 最终目
的是要对接需求， 了解老人在居
家养老方面的需求，依托驿站和
照料中心， 对老人提供精准服
务，让老人在家安心养老。 ”

经抽样调查，本市独自在家

生活的老年人占 9.8%， 约为 30
多万人。 为更好推进这项惠民政
策，今年全市拟巡访的老年人数
不少于 5 万人， 确保高龄独居、
身体精神状况较差、需求强烈的
老年人切实享受到这一惠老政
策。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老龄
办将把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
工作纳入市级年度重点工作进
行绩效考评。

李红兵介绍， 截至 2017 年
底， 全市 16 区区级养老服务指
导中心已建成并运营 6 家，正在
建设中 9 家, 共建设街乡镇养老
照料中心 252 个, 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 380 个, 培育养老服务商超
过 1.5 万家。 为了帮助农村人口
实现居家养老， 预计到 2020 年
全市将建成 458 个农村幸福晚
年驿站。“我们将在平谷、怀柔、
密云等区开展农村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为高龄、独居、空巢、失
能老年人提供代买代缴、寻医送
药、春种秋收等服务，让老人不
出村、不离乡就能解决农村养老
服务等问题。 ”

李红兵强调，北京市鼓励村
民以自有住宅和闲置房兴办农
村幸福晚年驿站,“参照城市驿站
建设支持政策，由政府根据农村
驿站规模大小、 服务能力等因
素， 给予平均 30 万元的一次性

建设支持和设备购置支持。 ”与
此同时，晚年驿站将设置就餐服
务、健康指导、呼叫服务、照料服
务、休闲娱乐五个功能，并将与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立绿色
通道，由医疗机构为驿站内老年
人挂号就诊、综合诊疗、转诊等
提供便利。

2018 年，北京市还将选择一
至两家社会福利机构，开展收住
非急症治疗期的精神、智力类残
疾人试点工作。 试点机构需要植
入康复训练与专业护理项目，对
特殊残疾人开展心理慰藉与情
绪安抚，具备与医院、家庭间的
转诊、转护、转接等“医养结合”

衔接机制。
此外，去年北京市全面启用

了集养老助残服务补贴、金融借
记账户、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北京通———养老
助残卡”, 截至 2017 年底已累计
为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制发北京
通一养老助残卡 253 万张，当前
有效持卡数约 236 万张，其中本
市户籍约 205.5 万张、 常住外埠
老人约 30.5 万张。“下一步，将建
立以卡为中心的老年人政策管
理体系、持卡人社会优待服务体
系、养老大数据应用体系，不断
推进养老服务的科学化、精细化
和精准化。 ”李红兵强调。

针对有网帖称“捐赠机构收
３０ 万元善款‘冰花男孩’仅得 ５００
元， 无法保证把捐款全部用到孩
子手上”等传言，云南省昭通市青
基会、鲁甸县教育局 1 月 １６ 日表
示，“青春暖冬行动” 将帮助更多
寒潮影响较为严重地区的家庭经
济困难青少年、留守儿童，并非为
个人设置的捐助活动， 资金使用
阳光、透明，将向社会公布、接受
各界监督。

日前， 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
转山包小学三年级学生王福满因
满头“冰花”赶去上学感动网络，
社会各界纷纷捐献爱心。 云南省
青基会面向全省各级团组织和广
大团员青年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发出倡议，启动“青春暖冬行动”。

记者从昭通市青基会办公室
获悉，截至 １５ 日 １５ 时，昭通市青
基会收到 ３５７９ 笔善款 ， 共计
５０３０６７．７４ 元，每一笔捐助款项均
在官方微信公号公布。

日前， 共青团云南省委等单
位及志愿者已到转山包小学及附
近高寒山区学校，发放了“青春暖
冬行动”所募集的首批 １０ 万元爱
心捐款。在转山包小学，王福满和
８０ 名小学生一起， 领到了每人
５００ 元的第一批“暖冬补助”。

针对网帖质疑， 昭通市青基
会办公室主任陈宇介绍，“青春暖
冬行动” 帮助对象是云南省受寒
潮影响较为严重地区的家庭经济

困难青少年、 留守儿童，“冰花男
孩”王福满是其中之一。在当前捐
款中， 有备注信息的捐款基本是
备注了捐款人或捐款机构的名
称，捐助对象是困难群体。“在捐
助行动中， 如果捐款有明确指定
信息， 我们将根据捐助人意愿发
放。在行动中，我们既尊重捐赠人
的意愿， 也兼顾高寒贫困山区学
生群体的过冬问题。 ”陈宇说。

鲁甸县教育局局长陈富荣
说，通过“冰花男孩”，昭通高寒贫
困山区的困难学生群体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关注， 社会各界爱心捐
助由昭通市青基会统一接受捐
赠， 资金将根据教育部门实地调
查后的方案发放。

据介绍，鲁甸县海拔 ２０００ 米
以上的“冰凌学校”有 ４５ 所，其中
海拔在 ２６００ 米以上的“冰凌学
校”有 ７ 所、１３００ 多名学生，转山
包就是其中一所。

陈富荣介绍，目前鲁甸民政、
教育等部门正分步骤解决“冰凌
学校”学生的过冬取暖问题。海拔
在 ２６００ 米以上的 ７ 所“冰凌学
校”学生每人将发放一双手套、一
件棉衣、一个帽子、一双冬鞋，首
批物资近日将运抵；下一步，海拔
２０００ 米以上“冰凌学校”的每个
班级都将配备 ２ 个取暖炉等，全
力让以“冰花男孩”为代表的高寒
贫困山区学生温暖过冬。

（据新华社）

云南昭通回应质疑： 爱心捐助行
动将帮助更多“冰花男孩”

新闻发布会现场

� � 2 月起，《辽宁省社会组织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实施。《办法》规定，社会组织
接受捐赠、资助的，要在接受捐
赠、资助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社
会公布接受捐赠、资助的信息，
并且要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使用
捐赠、资助财务的情况。

《办法》明确规定哪些行为
是社会组织不能从事的。 社会
组织不能强迫单位和个人加入
或者限制其退出社会组织，也
不能对组织成员进行财产或者
人身处罚。

社会组织不能强迫单位和
个人捐赠或者强行摊派，也不能

在社会组织成员之外开展涉及
企业的评比、达标、表彰等活动。

对于社会组织举行重大活
动的情况，《办法》要求在活动 10
日之前向登记管理机关书面报
告， 提交活动的内容、 方式、规
模、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经费
等相关内容。 （据《辽沈晚报》）

江苏常州：5000家社会组织仅 10多家办理免税申报
� � 据常州地税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企业只有通过财政部门
和税务部门共同认定， 才能按
照相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数
据显示， 目前我市在民政部门
登记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已近
5000 家， 但通过税务部门免税
资格认定的仅 10 余家———绝
大部分非营利组织根本没有向

税务部门提出免税申请。
据了解， 非营利组织享受

到的 5 项免税收入主要是：一
是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
的收入；二是除《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
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
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
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三是按

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
定收取的会费；四是不征税收
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 五是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非营利组织的其他收入仍应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企
业所得税。

（据《常州日报》）

浙江：每个城乡社区今年至少建 4个社会组织
� � 1 月 19 日， 浙江召开 2018
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 2018 年
浙江民政系统将重点完成慈善
救助、养老服务、减灾救灾、优
抚安置、社区治理、社会组织与
志愿者等 8 大任务。

养老服务方面，今年要对
全省敬老院的布局规划进行
调整， 新增养老床位 2 万张，

进一步扩大养老院内部设立
的医疗机构的数量，全面推行
“公建民营”“转制改企”“服务
外包”。

社区治理和志愿者服务
方面，今年要加快培育社区社
会组织，到年底，全省登记或
备案总数要达到 14.5 万个以
上，确保每一个城市社区至少

13 个、每一个农村社区至少有
4 个社会组织，在养老、助困、
教育等方面发挥作用。 同时，
加快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今年新增持证社工 4000
人， 培训社会工作从业人员 7
万人， 实现社工与志愿者服务
的联动发展。
（据新蓝网·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