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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为贫困家庭“顶梁柱”提供专属保障

这个项目让精准扶贫实现“在线触达”
■ 本报记者 皮磊

聚焦贫困家庭主要劳动力

据介绍，顶梁柱公益保险项
目以贫困家庭主要劳动力为受
益主体， 为现行贫困标准下 18-
60 周岁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专
属扶贫公益保险， 降低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发生率。 项目借
助互联网平台优势、运用区块链
技术，保障资金从捐赠到理赔全
透明、全跟踪。

2017 年，跟随哥哥在内蒙古
做小生意的陈红军被查出急性
混合细胞白血病。 陈红军是张家
口市康保县处长地乡大囫囵村
人， 今年 30 岁出头。 为配合治
疗，他先后辗转河北、天津、北京
等多地求医，几年下来花费超过
100 万元。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无力承担的
巨额支出。 为给他治病，哥哥先
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经
营的小生意也因此而受到很大
影响。 而由于负担过重，陈红军
的妻子也离他而去，现在主要依

赖年迈的父母照顾自己的生活
起居。 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整个家
庭蒙上一层阴影。

在闫油坊乡白围子村，因患
有系统性红斑狼疮、 骨股头坏

死、 髋关节脱位等多种疾病，孙
伟欣的家庭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全家老小只能依靠丈夫一人在
工地打工，父母在家帮其照顾年
仅一岁的孩子。

针对这些贫困群体，政府及
社会力量该如何开展精准帮扶？

康保县地处河北坝上地区，
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河
北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该
县医保局在已有国家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三重报销政策的基础上，积
极依靠社会力量，为全县的建档
立卡户对医保目录外无法覆盖
的费用想办法、找出路。

记者了解到， 针对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该县医保
局积极配合顶梁柱健康扶贫公
益保险项目， 组织全县 15 个乡
镇的乡、村干部到建档立卡贫困
户走访，帮助贫困家庭在手机支
付宝上提交资料并发起理赔。 目
前 ， 该县 18 -60 周岁的所有
29421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
现覆盖保障。

今年下半年，陈红军收到了

33075 元的保险理赔款。 与以往
不同，这次“医疗报销”由乡镇村
干部帮他在手机支付宝里申请。
第一次有人在互联网上给自己
上免费保险，且不到三天就能把
报销完的钱打到卡里，首次接触
该项目的陈红军和其他几位村
民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欣喜。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
项目相关负责人谈道，康保县联
合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以“互联
网+精准脱贫” 新模式为农村家
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提供保障，采
用“一个村干部+一个支付宝”的
方式给建档立卡户的住院费用

“做减法”， 简化申请和理赔流
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贫苦
家庭负担，让精准扶贫开启“在
线触达”的高效模式。

精准扶贫开启“在线触达”

据了解，除了康保县，顶梁
柱公益保险项目还为河北省蔚
县、赤城县、沽源县、尚义县、阳
原县共计 171405 位贫困家庭的

“顶梁柱”赠送了保额 10 万元的

住院医疗保险。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实

现全面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坚
中之坚。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
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表示，顶
梁柱公益保险项目重点保障贫
困家庭住院医疗费用负担，是对
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最显著的特点是“全覆
盖”，即对项目县 18-60 周岁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投保， 不区
分病种和医院， 政府保障部分
报销后剩余自付费用均可按比
例申请理赔。 而从筹款到理赔，
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信息的
公开透明。

据介绍， 善款的 90%用于被
保险人的理赔，没有理赔完的保
费将自动结转到下一年进行理
赔，不足的部分将另行募集善款
补充。

此外，在与项目落地县签署
合作协议后，各县需要建立一个
项目管理办公室，在分管县委或
县政府领导下，各县要指定一名
工作人员作为协调员，负责协调
县内各部门的合作分工，以确保
项目能够顺利开展。

四川省平昌县副县长评价
称：“对一些家庭来说，别说几万
块钱，几百块钱都是大事。 能让
贫困家庭多条报销途径，这件事
就做得很有意义。 ”

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 顶梁
柱公益保险项目累计为 12 省 79
县 830.83 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提供保障，项目投入规模累
计 24472.65 万元。 其中，康保县
投入规模累计 268.56 万元，累计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6909 人
次。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已理赔
210 人次， 理赔金额 167.7 万元。
预计到 2020 年， 项目将为 1000
万人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健康保障。

深圳建市 40 年来、 社会工
作机构产生 20 多年来的第一部
社会工作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的本土化总结性著作诞生。 12 月
28 日下午，由深圳市新现代社工
服务中心、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
学院社会学系联合创作的《社区
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与示
范———深圳市新现代社工服务
中心十年探索实录》在深圳南山
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发布。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党委
书记陈亚凯、深圳市民政局慈善
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调研员
肖敏智、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
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侯帼
豪、广西贺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
莉、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办事

处社会管理办公室科长张弛屏、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美好社区
计划办公室主任宋万召、深圳大
学李晓凤教授、深圳市社会工作
者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张
卓华、深圳市健康养老学院院长
倪赤丹等数十位领导、 学者、专
家出席了首发式。

深圳社会工作发展走在全
国前列，在社区治理领域中作了
诸多创新探索和实践，但却缺少
这方面本土化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专著。深圳市新现代社工服
务中心理事长梁燕英联合深圳
大学李晓凤教授， 从 2018 年开
始带领团队总结新现代十年实
践经验，并从学术角度进行了理
论升华。 20 位社工历经 1 年时

间整理，全书 239 页，文字 17 万
字，理论 6 章，案例 7 章，共 13
个章节。书中反映了社会工作通
过解救危难、保障民生、缓解困
难、 促进发展开展服务型治理，
以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
与， 以构建多元主体互动坚定
党委领导，达到“社会办社会”
的社区治理目标， 实现治理中

“社会参与的具体化”， 建构从
“自治”到“善治”的治理格局，并
以新现代社工十年的实践探索
作为生动案例阐述了社会工作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到
实践为何可能、如何可能的路径
和实践示范。

在新书首发式上，社会各界
对该书好评如潮。 深圳市社会组

织总会党委书记陈亚凯评价该
书，“既好看又好吃”，“是深圳社
区社会工作踏石留印的一部‘史
记’”，为深圳社区治理的社工参
与实践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深圳
大学李晓凤教授表示，该书较好
地呈现了深圳社会工作参与社

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为深圳本土
实践提供了借鉴和示范。 新书发
布问世填补了深圳社会工作参
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本土理论
空白，对广大社会工作机构乃至
基层工作人员提供了实践范本。

（高文兴）

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与示范》新书发布

领导嘉宾和新书创作团队合影

2019 年是脱贫攻坚战极为关键的一年。 数据显示，过去
一年精准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386 万人，2019
年农村贫困人口将再减少 1000 万以上。而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在农村仍比较突出。 据媒体报道，目前因病致贫占农村贫
困人口的 40%左右，偏远山区比例更高。

健康脱贫成为精准扶贫工作重要的一环。 如何避免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需要多方力量介入和参与，“互联网+精
准脱贫”成为一种脱贫新思路。

2017 年 7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 、支付宝
公益以及蚂蚁金服保险平台针对精准扶贫战略， 设计并联
合发起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以下简称“顶梁柱公
益保险项目”），聚焦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关注贫困家
庭经济支柱， 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阿里巴巴公益和支付宝
公益两个平台筹款。

康保县医保局及中国扶贫基金会顶梁柱健康扶贫部项目官员了解项目
受助人李素霞（右二）身体恢复情况

在支付宝 APP 搜索 “公益
保险”就能看到项目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