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要全面履行好对慈
善组织和慈善捐赠的法
定监管职责，根据疫情防
控需求变化精准引导捐
赠意向和重点，确保每一
笔捐赠款物全部及时用
于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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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要求抓好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每一笔捐赠款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 ■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要求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监管工作

� �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2 月 23
日下午，民政部召开党组会议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 月 21 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统筹推进
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和年度工作
任务落实作出安排部署。 民政部
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上，党组同志联系各自思
想和工作实际，逐一发言，交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体会， 提出下阶段工作打
算。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
议，全面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疫情形势和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确提出
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
大举措，意义十分重大，进一步坚
定了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为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各项工作提供了重
要遵循。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从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出发，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和
各项民政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疫
情防控措施和责任。 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
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
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形势仍十分

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 各级民政部门要保持
高度警惕， 绝不能盲目乐观，绝
不能心存侥幸， 绝不能麻痹大
意，绝不能松口气、歇歇脚，一定
要把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
尽责的要求贯彻到底。 要进一步
加强民政服务机构特别是养老
院、儿童福利院、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和精神
卫生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单位
的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好已经出
台的各项防控措施。 要抓牢社区
防控，进一步完善网格化防控体
系， 着力把社区防控网织密织
牢，指导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尽
量采取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小、
带来不便少的措施。 要全面履行
好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捐赠的法
定监管职责， 根据疫情防控需求
变化精准引导捐赠意向和重点，
确保每一笔捐赠款物全部及时用
于疫情防控。 要指导各地民政部
门力所能及地为奋战在一线的医
务人员家属提供帮助和服务，采
取多种措施关心关爱奋战在基层
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和民政服务机
构干部职工。 要继续加强舆论引
导和正面宣传， 及时处理舆情反
映的突出问题并作出回应。

会议强调，要认真分析疫情
影响，稳步推进民政领域复工复
产工作。 指导各地特别是非疫情
防控重点地区民政部门根据疫
情形势变化，按照当地党委和政
府统一部署，分区分级稳妥做好
民政服务机构复工复产，及时为
各类服务对象提供正常服务。 进
一步发挥城乡社区对复工复产
的支持作用，加强对返程复工人
员的针对性服务。 结合全国分区

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展开，格外
关注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和
留守老年人、困难儿童、重病重
残人员等重点群体，依托村（居）
委会及相关工作力量，动员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采取针对性措施
加强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 要持
续引导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
专业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和志
愿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发挥优
势、对接需求，依法有力有序参

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要进一
步做好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的
社会救助工作， 强化兜底保障，
对不能正常复工导致基本生活
困难的家庭给予社会救助，特别
是充分用好临时救助政策，视情
适当提高价格补贴标准，发挥慈
善力量作用，有效降低疫情对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统筹安排部署，以周密严
实举措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同志要靠前
指挥，攻坚克难，层层压实工作
责任。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注重在抗疫斗争一线考
察识别干部。 要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帮助基层民政干
部和各级民政服务机构解决实
际困难问题，让广大基层干部把

更多精力投入到抓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一线工作之中。 要认
真对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新部署
新安排，对全年工作和当前工作
进行再研究、再梳理、再部署，根
据疫情形势发展变化，主动调整
原有工作计划和安排，灵活采取
网络、书面、视频、电话等替代手
段开展工作，确保各项年度重点
工作持续有序推进，将疫情对民
政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要聚焦
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
群众关切，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
务等职责，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
三五”规划作出积极贡献。

在京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驻
部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 各司局、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 � 2 月 21 日下午，民政部召开
全国民政系统进一步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监管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 进一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特别是
捐赠管理的重要指示精神， 对全
国民政系统充分履行好法定职
责， 做好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监管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民政部
党组成员、 副部长王爱文出席会
议并讲话。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詹成付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疫情牵动人心，也激发了
全国人民的爱心。 广大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和慈善组织等慈善
力量积极行动、多方动员、踊跃
捐赠，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大
量资金物资。 这次慈善捐赠在疫
情防控中的表现，充分显示了我
国慈善事业的巨大潜力，展示了
慈善捐赠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中的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在这次疫情防控

工作中，慈善捐赠既是医疗和生
活物资保障的重要方面，又是社
会各界参与疫情防控的重要方
式。 各级民政部门要进一步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清做好慈
善捐赠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切
实把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的监管
工作抓紧抓实抓好，指导慈善组
织、红十字会进一步做好疫情防
控慈善捐赠工作，切实管好用好

捐赠款物，更好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大局， 助力打赢这场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会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
全面履行好指导监督疫情防控
慈善捐赠的法定职责，进一步补
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升慈善
活动监管水平，着力抓好已经制
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落细
落地，畅通爱心到达的“最后一
公里”。 当前，要重点抓好五方面
工作： 一是进一步规范慈善组
织、 红十字会的公开募捐活动；
二是指导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按
照疫情防控需要加快工作节奏；
三是压实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对
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责任；四是
督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做到公
开透明、回应社会关切；五是加
强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捐赠款物
数据汇总报送工作。

会议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仍然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慈善捐赠工作也不能松劲。 要继

续鼓励更多的单位、个人采取多
种形式奉献爱心，密切关注疫区
需求变化和社会捐赠意愿变化，
引导慈善力量在更多方面积极
发挥作用，坚决防止以慈善之名
搞利益输送。 红十字会、慈善会
等枢纽慈善组织要增强合作开
放意识和互联网思维，与其他民
间慈善力量、 现代物流企业合
作，增强慈善捐赠工作的精准性
和透明度。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民政
部纪检监察组、 民政部有关司
（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民
政厅（局）、 各计划单列市民政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负
责同志参加电视电话会议。 中
国红十字总会、 中国红十字总
会监事会负责同志， 湖北省红
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武汉市
慈善总会、 武汉市红十字会负
责同志在湖北省分会场参加电
视电话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 � 2 月 24 日，湖北省慈善总会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导下，向
全省 17 个市（州）慈善会拨付第八批疫情防控捐款 1.2 亿元

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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