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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推进民政事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全国民政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 � 风高鹏翼展， 潮涌大江
流。 近年来，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起来的民政部门，精神风貌焕
然一新，学习风气更浓，党建
抓得更紧，工作作风更务实更
接地气;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坚决落实中央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政干
部队伍的誓言掷地有声; 切实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牢固树立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念，大力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创
新， 聚焦最底线的民生保障、
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最基础的
社 会 治 理 和 专 项 行 政 管
理———民政事业的航船劈风
破浪扬帆前行。

最底线的民生保障
托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民政
的老本行，近几年一个显著的
变化是，民生保障体系越来越
完备，方法越来越科学，制度
越来越暖心。

从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编织一张史上最完
备的“8+1” 社会救助制度体
系，到“五个一批”脱贫措施写
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民政部
门承担起艰巨而光荣的脱贫
攻坚兜底保障重任。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所
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均
动态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
准。 全国农村低保对象 3519.7
万人， 平均标准达到 4833元/
人/年，相对于 2012 年的 2068
元，增幅超过 133%。 城市低保
对象 1008万人，平均标准达到
580 元/人/月，相对于 2012 年
的 330元，增幅达 75%。 北京、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不仅实现
了城乡低保一体化， 月低保标
准也都突破了千元。 全国特困
人员 482.3 万人， 全年支出供
养资金 334.6亿元。 2018年，全
国实施临时救助 1074.7 万人
次，支出救助资金 121.6 亿元，
平均救助水平 1131 元/人次。
一分一厘都是雪中送炭， 解的
都是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

全面落实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 惠及 1000 余万困难
残疾人和 1100 余万重度残疾
人。 加强残疾人福利机构建
设，会同有关部门印发《残疾
人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全国
智障与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含
复退军人精神病院） 达到 236
家，床位数 8.8 万张，在院人数
7.2 万人。 发展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 推动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发展，协调有关部门出台
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

所得税优惠政策。 推进残疾人
福利事业“放管服”改革，取消
对福利企业的资格认定和假肢
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
企业资格认定行政审批事项。

针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最需要关爱和保护的现实需
求，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牵头
成立专门的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完成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摸
底排查，实行动态管理，全国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从 2016 年
的 902 万名下降到 697 万名。
联合公安部、教育部等 8 部门
组织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
78 万多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
儿童落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
为 18 万多名无户籍农村留守
儿童登记落户， 帮助 1.8 万多
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基
本杜绝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
护现象。 加强基层儿童工作力
量建设， 推动各地明确乡镇
（街道） 儿童督导员 4.5 万名，
村（居）儿童主任 61.5 万名。孤
弃儿童收留养育工作进一步
规范，共为 32.2 万名孤儿发放
孤儿基本生活费。

2018 年， 全国 1623 个救
助管理机构救助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 146 万人次，帮
助 6600 多名救助对象成功返
家。 各地开展“接送流浪孩子
回家”和“流浪孩子回校园”专
项行动，共帮助 64483 名流浪
未成年人返校复学。

这一时期，慈善事业步入
新阶段。 全国人大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国务院
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政部迅
速跟进，出台相关配套法规政
策，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和信用
监管机制，开展“中华慈善奖”
评选表彰等活动。 各类慈善力
量迅速发展壮大，全国登记认
定慈善组织 5570 个， 给予公
开募捐资格 1507 个， 资产总
计 1400 亿元。 每年全国社会
捐赠 500 亿元以上。

这一时期，福彩事业快速
有序发展，2012 年至 2018 年，
福利彩票累计销售 13831 亿
元，筹集公益金约 3970 亿元，
为促进国家社会福利和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最基本的社会服务
关怀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

婚姻登记、 养老服务、殡
葬服务，在每一个公民都可能
经历的重要节点，民政人都守
候在这里，祝福，见证，关怀。
民政部门通过不断改进管理、
完善服务，让服务对象更多地
感受到尊严与温暖。

婚姻登记服务越来越规

范。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全部实现了婚姻登记全
国联网审查功能， 与税务总
局、公安部、外交部、最高人民
法院等部门建立了婚姻登记
信息共享机制。 全面取消婚姻
登记工本费，修订出台《婚姻
登记工作规范》，出台《婚姻登
记术语》《结婚登记颁证工作
规范》《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行
业标准，以婚姻登记机关规范
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为抓手，
推动各地婚姻登记管理和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 婚姻登记诚
信体系逐步建立，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等 30 个
部门联合签订了《关于对婚姻
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
加快发展。 全国人大修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国务院出台《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国
办出台《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
若干意见》《关于制定和实施
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
等政策文件。 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 14 次会议研究部署提高
养老院服务质量。 民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在加强养老机构管
理、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
改革、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出台 30 多
项具体政策措施; 开展全国养
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等工作。经过多年推动，我国养
老服务模式从针对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补缺型福利服务， 向面
向所有老年人民生服务转变;
服务形式从机构集中照料为
主，向居家、社区、机构多层次
服务体系转变; 发展机制从政
府举办为主向民间资本、 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竞相发展转变。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和设施 16.38 万个 ;
各类养老服务床位 746 万张;
全国养老机构以内设医疗机
构、签约服务等不同形式提供
医疗服务的比例达到 93%;高
龄津贴制度已实现全国省级
层面全覆盖，30 个省份建立了
养老服务补贴制度，29 个省份
建立了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
2680 万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
354 万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补
贴，61 万失能老年人享受护理
补贴，老年人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感日益增强。

殡葬改革工作取得重要
进展。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
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
意见》， 将殡葬改革纳入全面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的重要内容予以推动。 殡葬公

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出台
《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
的指导意见》， 国家相关规划
把基本殡葬服务纳入基本公
共服务清单，中央财政资金专
项支持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相继出
台《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
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
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重大突发事件
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规程》
等政策措施，开展殡葬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 部署在全国
开展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确定 80 个地区（单位）作为试
点地区（单位），鼓励地方先行
先试，殡葬改革、服务、管理同
向发力、统筹推进。

最基础的社会治理
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

社区是社会基本单元，社
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工
程， 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
要内容。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社区建设的“三社联动”以及志
愿服务的深入推进， 共同支撑
起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片天空。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
理全面加强。 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
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办、国
办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
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
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村务
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关
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
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
民政部等部门出台了《村民委
员会选举规程》《关于进一步
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
见》《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
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制
度文件。 全国社区建设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和地方各级城乡
社区治理领导协调机构建立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
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更
加健全，社区减负增效工作深
入推进，“村霸”问题专项整治
活动有序开展，民政领域“扫
黑除恶” 专项斗争深入推进。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出台实施，截
至 2018年底，全国城市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78.2%，农
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43.7%。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如何” 重要指示精神，总
结推广军门社区工作法和开展
优秀社区工作法征集展示活
动。 中宣部、 民政部联合开展

“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宣传推
选活动，推出一批“最美城乡社
区工作者”先进事迹。 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
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乡镇基层
政权建设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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