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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政事业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和成就

民政事业十大进展

黄树贤表示，改革开放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事业取
得了历史性发展和成就。

一是社会救济从临时性措
施发展到制度化保障，建立了以
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社会救
助体系，实现了与扶贫开发的有
效衔接， 每年保障 6000 万左右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织密兜牢了
基本民生网底。

二是养老服务从面向困难
老年人逐步拓展到全体老年人，
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中
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各类养老
机构和设施 17.33 万个， 床位
735.3 万张。 城乡统筹的特困人
员供养制度已经全面建立。

三是儿童福利从孤儿向所
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延伸，每年服务保
障 1400 多万儿童。 残疾人两项
补贴惠及 1006 万困难残疾人和
1193 万重度残疾人。

四是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从强制性收容遣送转变
为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平均每
年救助近 200 万人次。

五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被
确立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
78.8%和 45.7%。 专业社会工作人
才总量已经突破百万，注册志愿
者人数已经超过 1.2 亿人。

六是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各
类社会组织达到 83.5 万个。慈善
事业从自发分散向法治化、组织
化、 规范化转变，2018 年全国社
会捐赠总额超过 900 亿元。

七是行政区划结构体系不
断优化，界线勘界和两轮全国地
名普查圆满完成。

八是婚姻登记管理不断规
范，近年来平均每年办理婚姻登
记 1400 万对左右。

九是殡葬改革持续深化，全
国火化率达到 50.5%， 惠民殡葬
制度普遍建立。

十是党对民政工作的领导
不断加强，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中央批准民政部新设了养
老服务司、儿童福利司、慈善事
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民政部门
的职能得到了强化。 民政系统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并加以
巩固。

养老服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据黄树贤介绍，新中国成立
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实现了历
史性变革和跨越式发展，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
系逐步形成。 我们建立了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
务体系，特别是近年来，针对老
年人居家养老需求比较强烈的
情况，不断地扩大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的改革试点，针对老年人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放开养老
服务市场，扩大市场和社会力量
参与，优化了养老服务供给。 截
至 2019 年 6 月底，全国各类养老
机构 2.99 万个，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和设施 14.34 万个， 养老服务
床位合计 735.3 万张。其中，超过
50%的养老机构和近 40%的养老
床位由社会力量举办，实现了从
政府为主向政府、社会共同发展
养老服务的重要转变。

二是中国特色养老服务制
度基本建立。 国家颁布实施了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连续多年将养
老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纲要，列入了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清单。 中央层面先后出台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推进医养结合等多
项政策性文件，今年国务院还专
门出台了解决养老服务发展堵
点痛点问题、 扩大养老服务供
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等政策性
措施，着力破除制约养老服务发
展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 我们
还将符合条件的 1500 万和 400
万困难老年人分别纳入了最低
保障的范围和政府供养范围。 高
龄津贴制度和经济困难老年人
的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的护理
补贴制度基本实现了省级全覆

盖， 已经惠及了近 3600 万老年
人。 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加快建立，就医、公共交通、教
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照顾服务
措施也广泛实施。

三是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
平不断提升。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
质量的重要指示精神，连续四年
开展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的专
项行动， 持续加大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投入的力度， 全面整治
各种养老服务风险隐患， 努力
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生活得安
心、静心、舒心。先后颁布了《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
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等多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用制
度和标准保障养老服务质量。
我们还大力发展面向失能老年
人的康复辅具产业，加强养老服
务人才培养。

黄树贤表示，下一步，民政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
政策措施，主要是要进一步放开
养老服务市场，鼓励发展养老事
业，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据黄树贤介绍，这个体系就
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居家为基础”就是居家是
养老的重点。“社区为依托”是指
社区是老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也
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

“机构为补充”，因为到机构里面
去的， 一方面是有些特困老人、
困难老人， 另一方面是有些失
能、半失能老人，还有一些愿意
到养老机构养老的老人。 所以一
定要把机构建设好、管理好。“医
养相结合”， 主要是老年人相对
来说，生病的多一点，有的病重
一些，医养结合十分重要。

民政部还将通过健全养老
服务体系， 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目前养老服务的供给还不能完
全顺应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所以，还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
样化的养老服务。 还要进一步提
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养老服务
安全、可靠。

10 月 11 日，全国性社会组
织评估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
员会议在京召开，对第三方机
构实施的 2018 年度全国性社
会组织评估的初评结论进行
审核终评。 民政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
委员会主任詹成付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上，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
估委员会办公室汇报了 2018
年度评估工作总体情况， 中国
慈善联合会作为第三方评估机
构代表汇报了工作情况， 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 国家能源集
团公益基金会、 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氯
碱工业协会等参评社会组织做
了汇报并现场回答了委员提
问。 出席的评估委员对参评社
会组织的初评结论进行了充分
讨论交流， 并以投票表决方式
确定了终评结果。 会议责成评
估委员会办公室尽快将终评结
果按程序公示。

詹成付对 2018 年度评估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

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要
管好人、管好活动、管好资金，
需要构建一套健全的制度体
系，除了年检、执法、抽查等日
常监管手段以外，现在看来，评
估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组织监
督管理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关
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见》、《慈善法》对社会组织评估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正在研
究制定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条例》 也对评估做了进一步安
排。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评估在
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丰富社会组织监管方式、 引导
社会组织发挥作用、 优化社会
组织结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效。他表示，社会组织评估仍是
一项创新工作， 还有一些规律
性的东西没有掌握， 无论是评
估委员会办公室、 还是第三方
机构、专家队伍都要不断学习，
加强调查研究， 推动建立更加
系统、科学、有效的社会组织评
估体系。

詹成付要求， 社会组织负

责人要加强对《慈善法》等法律
法规的学习，熟记于心，认真把
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下去， 结合
法律法规创造性开展工作。 他
强调， 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
习，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出发，引
导社会组织持续发挥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
行业的积极作用， 最大程度地
引导其发挥正能量， 为中国特
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贡献力
量。会上，詹成付为评估委员颁
发了荣誉证书。

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全国性社会组织评
估委员会副主任刘忠祥主持
会议。 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国资委、中国科协等有关
部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研究机构和中国对外承包工
程商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
社会组织的 18 名评估委员参
加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

9 月 26 日下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
举行“满足人民新期待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政事业发
展情况。

黄树贤表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70 年来，民政部门围
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在社会建
设中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有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民政部门狠抓农村灾荒救济；对城市的残
老孤幼、贫民给予生活救济，对游民乞丐进行收容改造 ；优抚烈士和
军人家属，做好复员转业军人安置 ；指导基层政权建设 。 做好宣传
《婚姻法 》、人口调查 、民工动员 、行政区划 、社团登记 、殡葬管理等
工作，民政工作在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 、稳固新生政权、推
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黄树贤介绍，目前，我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 83.5 万个。慈善事业
从自发分散向法治化、组织化、规范化转变，2018 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额
超过 90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