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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积极推进定点扶贫、牵头扶贫、
社会组织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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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政部定点扶贫和牵头罗
霄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如
何？ 在动员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方
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
效？10 月 30 日，民政部举行 2018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对这些进行了介绍。

定点扶贫县
将在 2018 年底脱贫摘帽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牵头
开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
贫攻坚，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中
央单位的重要政治责任和重大
政治任务，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举措，事关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对全社会具有引领
和示范作用。 按照中央总体部
署， 民政部承担了江西省遂川
县、莲花县定点扶贫任务并牵头
开展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

据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副司
长刘健介绍， 在定点扶贫方面，
一是加强领导，尽锐出战。 民政
部成立了由黄树贤部长担任组
长、分管副部长为副组长、各相
关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为成员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把对遂川县、莲花县的定点扶贫
工作纳入民政部扶贫工作全局。
部领导近两年先后 8 次赴两县
调研，协调解决具体困难，督导
检查县委县政府落实脱贫攻坚
主体责任的有关情况。 近两年来
先后选派 3 位优秀年轻干部赴
两县挂职帮扶和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 形成了以挂职干部为纽
带、部领导一线督导、各单位全
力协作、全员投身参与的定点帮
扶良好格局。

二是整合资源， 加大投入。
民政部立足自身职能，深挖资源
潜力， 积极整合民政事业费、彩
票公益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等各类资金，积极争取相关部门
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助力两县
脱贫攻坚工作。 2015—2017 年，
向两县下达各类民政事业经费
7.06 亿元，年平均增长 25.7%。

三是强化政策， 深入指导。
民政部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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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
导意见>的行动方案》, 强力部署
推动，落实工作责任。 为进一步
做好定点扶贫工作，推动两县如
期实现脱贫，2017 年专门制定出
台了《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定
点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 切实
明确各司局、 各直属单位职责，
在顶层设计和业务工作中不断
加强对两县支持指导力度。

四是社会参与，形成合力。脱
贫攻坚要注重发挥好政府、 市场
和社会三方作用。近年来，民政部
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资源众多、方式灵活的优势，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 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中国慈善联合会、中
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中
华慈善总会等部管社会组织多次
赴两县开展“一对一”、“点对点”
等丰富多彩的精准扶贫活动。 仅
2018年, 各类社会组织已在两县
落地资金 5430.9万元。

五是形式多样，全员参与。自
国务院确定 10 月 17 日为全国
“扶贫日”以来，民政部充分依托
“扶贫日”这一重要平台，凝聚全
员力量，赴两县开展生动、多样的
扶贫日活动，用心用情、做实做细
脱贫帮扶工作。 一是连续二年实
施“十百千”行动，利用部机关全
体党员的自愿捐款、 结余党费和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捐资，每
年 100 万元，分别资助 10 个乡中
的 100 个贫困村 1000 户贫困家
庭每户 1000 元，帮助他们解燃眉
之急。 二是持续实施“福康工程”，
通过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具体
实施， 为两县社会福利机构配置
康复辅具， 为贫困肢体残障人员
免费实施手术治疗和假肢矫形器
安装。 三是开展以“陪伴”为主题
的帮扶活动， 机关党委带领青年
党员代表， 深入到两县的农村敬
老院、 小学校， 为老人们打扫卫
生、帮厨喂饭，为贫困学生送去爱
心书包、开展文体活动，送去了温
暖，加深了感情。

截至 2017 年底，遂川县已实
现脱贫 68386 人， 还有 17002 人
未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3.17%；
莲花县已实现脱贫 33065 人，全
县仅剩 6580 人未脱贫，贫困发生
率降至 2.84%， 两县都将在 2018
年底脱贫摘帽。

牵头协调
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

在牵头开展罗霄山片区脱
贫攻坚工作方面， 据刘健介绍，
一是建立机制，高位推进。 制定
印发了《民政部罗霄山片区扶贫
攻坚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中央
要求及时牵头建立罗霄山片区
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部际联系
会议制度。 加强组织领导，由主
要负责同志任片区部际联系会
议组长， 党组成员先后 30 余次
深入片区调研，6 次召开罗霄山
片区部际联系会议和现场推进
会， 沟通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
2016 年底黄树贤部长到部工作
以后， 连续两年主持相关会议、
实地调研， 亲自协调具体项目，
着力解决片区脱贫攻坚中存在
的困难和突出问题，推动成员单
位在政策、项目、资金上对片区
给予倾斜。

二是立足本职， 加大投入。
持续加大片区民政事业经费保
障和支持力度。 2015-2017 年，协
调指导江西、湖南两省共向罗霄
山片区 23 个县下拨各类中央和
省级民政事业费约 84 亿元，年

平均增长 24%；协调国家
有关部门累计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 22489 万元；
累计安排部本级彩票公
益金和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共 4.46 亿元。 这些
资金有力支持了片区社
会福利事业发展和设施
建设，有力提升了片区民
生保障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是加强培训 ，扶
贫扶智。 先后举办了罗
霄山片区民政局局长培
训班、 社会工作专题研
修班及社工、社区、社会
组织等专业人才和儿童
养护、老年护理等技能人才培训
班。 尤其是 2016 年，以“帮助一
名学员就业， 脱贫一个家庭，带
动一个乡村”为目标，在罗霄山
片区实施培养千名养老护理员
行动，共举办 8 期养老护理职业
技能培训班， 有 1003 名片区学
员参加培训，其中近半数是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许多学员培训后
实现就业，并成为养老服务机构
的骨干。

四是发挥优势， 积极引导。
动员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
慈善机构、行业协会商会在片区
实施帮扶项目，鼓励和支持社会
组织通过创立实体经济，扶持发
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吸纳贫困
人口就业等多种方式，助力带动
片区困难群众脱贫，为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脱贫攻坚，实现共
同富裕作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罗霄山片区经济社会
实现了较快发展，贫困人口大幅
减少。 江西省罗霄山片区贫困发
生率由 2015 年底的 9.86%下降
到 2017 年底的 4.36%；湖南省罗
霄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
的 10.15%下降到 2017 年底的
3.65%。

广泛推动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在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方面，据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国介
绍，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积极组织动员，广泛推
动引导。 专题组织了 180 家全国
性社会组织，召开了 5 场社会组
织参与深度脱贫攻坚动员会议，
通过解读政策文件，明确扶贫重
点，号召全国性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通过树典型带动全
面、 抓重点推动整体的工作方
式，引导全国性社会组织充分认
识自身责任，积极参与贫困地区
尤其是“三区三州”的脱贫攻坚
工作。

二是积极配合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切实推动扶贫。 民政部
从登记管理机关职能出发，加强
与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

理部门沟通，充分发挥各部门业
务指导作用，积极推动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在配合国务院扶
贫办方面，与国务院扶贫办建立
了长效沟通机制，加强贫困地区
扶贫需求和社会组织对接，及时
解决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参加

“全国社会组织扶贫现场观摩
暨示范培训班”，参与国务院扶
贫办“关于征集社会扶贫典型
案例”活动。 在专业扶贫方面，
积极配合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开
展形式多样的扶贫引导活动，
比如支持农业部“贫困地区农
产品出村行动”，参加“贫困地
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配合
推动农业产业扶贫活动； 作为
支持单位， 与卫健委联合举办
“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贫优秀
案例征集活动”，参加“社会力
量参与健康扶贫协作论坛”，鼓
励各社会组织积极参加，推动社
会组织参与健康扶贫。

三是鼓励全国性社会组织
发挥优势，多种方式扶贫。 在中
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服务项目中，对参与“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的社
会组织予以倾斜，2017 年、2018
年共立项 298 个， 项目资金共
1.04 亿元。 鼓励全国性社会组织
从自己的业务工作和特点出发，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 比如刘健副司长介绍
的，动员民政部直管的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中国慈善联合会等
48 家社会组织， 参与江西遂川、
莲花两县的定点扶贫工作，目前
已落地资金 5430 万元， 为两县
按照时间节点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是在贫困地区开展培训，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民政部
结合对社会组织培训的工作安
排，将培训地点设在“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在开展业务培
训的同时，引导参加培训的社会
组织与深度贫困地区进行对接，
充分发挥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
织参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的示范带头作用，
将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进
行倾斜，推动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的发展。 前期民政部已经在四川
凉山和新疆和田举办了两期培
训，共引导 150 多家社会组织参
加，并与当地的项目对接，取得
了良好效果，下一步还要在云南
开展扶贫对接活动。

五是推动各地迅速行动，开
展对口帮扶。 民政部召开了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视频会议，专
题部署省级民政部门引导和动
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在昆明、成都两地开展了对省级
民政部门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的培训，介绍扶贫有关政
策、解读扶贫文件、交流扶贫工
作经验等，并要求各省民政部门
要对本省登记的省级社会组织
开展培训，在各省对口支援的基
础上，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
贫攻坚工作，及时了解脱贫攻坚
政策，切实发挥作用。 据不完全
统计，现在很多省份特别是东部
地区的省份，积极参与扶贫的协
作，比如江苏省民政厅，参与了
苏陕的扶贫行动，首批筛选了 40
多个扶贫项目，陕西进行脱贫攻
坚。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民政部
门，以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地区
的 10 个深度贫困县为重点，引
导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投入扶
贫资金超过 4 亿元。 浙江、山东、
广东等地的民政部门，积极引导
本省的社会组织，到对口帮扶的
贫困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扶
贫攻坚工作。

六是广泛宣传引导，营造扶
贫工作氛围。 切实加大对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宣传力
度，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加强与
媒体沟通，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广泛的宣传。 积极
联系有关中央媒体，加强与网络
新媒体的沟通，组织新闻记者赴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深度贫困
地区， 开展关于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的宣传报道。 进一步
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先进事迹、先进人物宣传力度，
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
台，专门对 19 家全国性社会组
织开展脱贫攻坚进行了通报表
扬，并增设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栏目等。 截至目前，共发布各
类信息 2000 余条。

新闻发布会现场（图片据民政部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