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03新闻
２０18．2.6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国新办就 2017年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2018年民政部将重点推进十项惠民措施
■ 本报记者 王勇

� � 2 月 1 日，国新办就 2017 年
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举
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黄树
贤，副部长顾朝曦、高晓兵出席
新闻发布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黄树贤
表示，2018 年民政部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点
工作。 他重点介绍了包括发展慈
善事业等十项举措。

2017 年民政事业权威数
据公布

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李
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多次对民
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党中
央、国务院先后对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制定
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加强乡
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等 24 项民
政工作作出部署。

黄树贤表示，民政部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
策部署，民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和新的突破。 目前全国所有县
（市、区）农村低保标准均已达到
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全国城乡
低保平均标准较上年分别增长
9.4%和 14.9%。 全国所有县（市、
区）建立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
制。

大幅提高灾害应急救助、过
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
建和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
的中央补助标准，启动国家救灾
应急响应 17 次， 帮助地方紧急
转移安置 500 余万人，实施冬春
救助 5100 余万人， 有效应对各
种重特大自然灾害， 全面完成
2016 年因洪涝灾害倒损民房恢
复重建任务。

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全面
实施， 分别惠及 1000 多万残疾
人。 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
伴成长” 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帮
助 76 万名无人监护的农村留守
儿童落实监护措施、18 万名无户
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落户、1.6
万名失辍学农村留守儿童返校
复学。 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构建，
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同比增长
7.8%，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和互助
型养老设施同比分别增长 41.3%
和 22.9%。

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专项行动全面启动，4 万余家养
老院得到排查整治，养老服务设
施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

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
能力进一步提升，“村霸”整治工
作扎实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
码工作全面启动，全国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达到 16.4 万个。

全国性社会组织党的组织
和党的工作实现“两个全覆

盖”。 社会组织涉企收费得到清
理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脱钩试点改革任务完成过
半， 引导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
建设和脱贫攻坚中发挥积极作
用。

强力推进退役士兵安置政
策落实，帮助退役士兵解决实际
困难，退役士兵合法权益得到有
力维护。 行政区划调整稳妥推
进，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累计普
查地名 1400 万条。 对全国救助
和托养机构进行全面排查整改，
实施“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全
年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300 多
万人次。

2018 年十项惠民措施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民政
部党组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着重结合民政部职责来贯彻落
实。

在新闻发布会上，黄树贤重
点介绍了 2018 年将实施的十项
惠民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
标准，统筹城乡低保制度，增强
特困人员供养机构的服务保障
能力，提高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
员的集中供养率。

二是高效有序做好重特大
自然灾害的应急救灾工作，推动
从注重应急救灾向日常防灾减
灾转变。

三是推动省级层面全面建
立经济困难的老年人高龄、护
理、服务补贴制度，加快建立农
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营
造全社会孝老爱老良好环境。

四是继续深化养老机构的
“放管服”改革，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 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
要。

五是研究重度残疾人集中
或者是社会化照料护理服务的
政策，缓解家庭照料负担。

六是发展慈善事业，让社会
爱心、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充分
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
力量，要充分地发挥出来，用于
民生事业。

七是加大退役士兵就业工
作的力度，拓展退役士兵就业渠
道，全面落实退役士兵的安置政
策，继续做好双拥工作。

八是创新社区治理，发展社
区协商，扩大居民参与，增强城
乡社区的自治与服务功能。

九是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改革， 规范引导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社会志愿者服
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这
个力量也是很大的，要引导为国
家、为社会、为群众服务。

十是进一步落实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与困境儿童的保
障政策，形成动态管理和监测的
机制。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

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
要三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民政部
肩负着兜底保障的重要作用。 高
晓兵介绍了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方面的举措。

首先，保住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底线。 现在所有县（市、
区）都已经在低保标准上达到了
或者超过了扶贫标准。 同时，对
低保家庭当中的老年人、 残疾
人、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众还
适度地提高了低保金。 仅 2017
年各级财政支出的资金就达到
了 2304 亿元。

第二，做好留守儿童、留守
老人等特殊人群的关爱保护工
作。 做好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
关爱保护，也是党中央、国务院
交给民政部门的一项新任务。 民
政部门报请国务院出台或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农村留守老人关爱保护的相
关政策措施，落实了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积极推进残疾人的社会
救助。

第三，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 在民政部门登记
的社会组织有 76 万， 这当中慈
善组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仅 2017 年，他们接受的
社会捐助在 500 亿元以上，是政
府救助的补充力量，也是脱贫攻
坚的重要兜底力量。 民政部引导
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号召全国性和省级的社会组织
带头，重点参与产业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搬迁等工
作，部署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参与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下一步，民政部将按照中央
的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民政领域
的脱贫攻坚工作，不遗余力助力
打好脱贫攻坚战。

一是聚焦“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更具针对性地加大对
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项目和政
策的支持力度。

二是继续做好社会救助兜
底保障工作， 完善农村低保制
度， 健全低保对象的认定办法，
动态调整农村低保标准。 继续完
善相关制度，努力降低因病致贫
返贫、因灾致贫返贫的几率。

三是继续做好农村留守儿
童和老年人的关爱服务工作，推
动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的建设，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农
村留守老人的动态信息管理、定
期探访制度，推广邻里互助和为
老志愿服务等活动，落实经济困
难老年人的高龄、护理、服务补
贴制度， 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
贴。

四是继续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脱贫攻坚，重点引导全国性的
社会组织和省级社会组织参与

“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
贫攻坚，引导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组织围绕脱贫攻坚开展志愿服
务，加快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服务边远贫困地区的计划。

下一步将出台分级养老院
标准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达到
了 2.41 亿人，养老服务的供需矛
盾还是比较突出的。 高晓兵在回
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民政部门
在这方面的工作。

2017 年 3 月，经过调研和准
备，民政部和公安部等几个部委
一起联合启动了养老院服务质
量专项行动。 这个专项行动计划
开展四年。 2017 年主要工作：

第一， 对全国 41700 多个养
老院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无论是
经过有关部门登记的，还是没有
经过登记的， 都一一进行了排
查，并按照“一地一案、一院一
策”的要求进行整改，共整治隐

患 19.7 万个。 经过一年的整改，
成效是显著的。 2017 年养老院发
生安全问题的情况大幅度下降，
下降了 24.9%。

第二，提供养老服务的产品
进一步得到了丰富。

第三，养老院服务人员的素
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养老问题的供需矛盾还是
非常突出的， 主要表现在供给
方，我们提供的养老服务质量还
不高，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多层次、 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感到在需方，就是
老年人有效的需要还是不足的，
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还是不高
的。 ”高晓兵表示。养老服务的政
策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017 年通过大检查，通过整
改， 出台了养老院基本规范，只
有达到这个规范才能称作为养
老院。 下一步，还要出台分级养
老院标准，引导养老院能够在更
高标准上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好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