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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求进一步
关心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 ■ 本报记者 王勇

提出八项关心关爱措施

为激励广大城乡社区工作
者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通知》
就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城乡
社区工作者提出八方面措施。

一、对城乡社区工作者适当
发放工作补助。

各地要采取措施，关心关爱
参加疫情防控的社区（村）“两
委”成员、社区（村）专职工作人
员等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 在落
实好城乡社区工作者现有报酬
保障政策基础上，在疫情防控期
间地方可对一线城乡社区工作
者给予适当工作补助，补助标准
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疫情防控
任务指导市县制定，所需资金由
地方财政承担。

二、切实做好城乡社区工作
者职业伤害保障。

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
控期间发生事故伤害或患病，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认定情形的，
应依法认定为工伤，已经参加工
伤保险的，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支付；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
按照法定标准支付，财政补助单
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
予以补助。

对于因履行职责感染新冠
肺炎或病亡的城乡社区工作者，
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因履行
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
保障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可按
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三、改善城乡社区工作者防
护条件。

各地要按规定落实社区防
控工作经费，改善一线城乡社区
工作者防护条件，落实属地原则
强化社区防控工作物资保障，根
据当地疫情防控需要，合理配发
口罩、防护服、消毒水、非接触式
体温计等卫生防护器材和防控
器具。 组织开展面向城乡社区工
作者的医疗卫生知识、疫情防控
知识培训，提高其做好社区防控

工作的能力。
四、切实为城乡社区工作者

减负减压。
严肃查处疫情防控中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制
止多头重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
格，除党中央、国务院已有明确要
求的外， 原则上不得向社区摊派
工作任务， 确因疫情防控工作特
殊需要的， 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 除因社区疫情防控需要出具
的居住证明和居家医学观察期满
证明外， 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要
求城乡社区组织出具其他证明。

进一步充实城乡社区疫情
防控力量，抽调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党员干部下沉支援社区疫情
防控一线，组织和发挥好社区服
务机构、志愿者作用。 加快构建
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支撑体系，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社区防
控工作效能，减轻城乡社区工作
者工作压力。

五、保障城乡社区工作者身
心健康。

各地要协调安排好疫情防
控期间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就
餐、休息场所等生活保障。 在保
证社区防控人员力量的前提下，
合理调度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
区工作者，采取轮休、补休等方
式，保证城乡社区工作者及时得
到必要休整。 对长时间高负荷工
作人员安排强制休息，防止带病
上岗。 疫情结束后，要及时安排
健康体检和心理减压；有条件的
地方，可安排休假疗养。

六、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关
爱慰问。

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
区工作者特别是感染新冠肺炎、
因公受伤、突发疾病城乡社区工
作者和因公死亡城乡社区工作
者的家属的走访慰问工作，最大
限度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对奋
战一线、无法照顾家庭的城乡社
区工作者，要组织社区服务机构
和志愿者对其家属给予更多帮
助关爱。

七、开展城乡社区工作者表
彰褒扬。

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考察

识别城乡社区工作者，对表现突
出的要大力褒奖、 大胆使用，在
招录（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选拔街道（乡镇）干部时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对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进行表彰。

对疫情防控期间因公殉职
的城乡社区工作者追授“全国优
秀城乡社区工作者”。 依照有关
法规做好因疫情防控牺牲殉职
城乡社区工作者的烈士评定和
褒扬工作， 全面做好抚恤优待。
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
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子女，在入学
升学方面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八、加大城乡社区工作者先
进典型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
等新闻媒体和网络新媒体作用，
大力宣传报道在社区防控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城乡社区工作者
的感人事迹， 营造全社会关心、
支持、参与城乡社区疫情防控的
正确舆论导向和良好社会氛围。
疫情结束后，依托“最美城乡社
区工作者”宣传推选活动，发现、
选树和宣传一批城乡社区工作
者先进典型。

民政部： 解决好农村社区
工作者保障待遇

为了切实把《通知》的各项
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民政部提出
了进一步的落实要求。

各地民政部门要根据《通
知》要求，在地方各级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牵头协调
组织、宣传、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 退役军人等部门，按
照职责落实好《通知》确定的八
个方面关心关爱一线城乡社区
工作者政策措施，确保政策措施
落实到位、所需资金保障到位。

各省级民政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抓紧制定报批以省级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印发
的贯彻落实《通知》的政策文件
或方案，做好与本地区已有政策
措施的衔接。 要重点推动明确由
省级人民政府根据疫情防控任
务指导市县制定工作补助标准，
确保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
作者工作补助发放到位。

要协调做好城乡社区工作
者职业伤害保障，特别是要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因公殉职的城乡
社区工作者按照法规政策规定
享受工伤保险相关待遇。

农村社区工作者保障待遇
是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
薄弱环节。 各省级民政部门要加
强同本级组织、财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等部门沟通协调，研究
保障农村社区工作者工作补助、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社区防控
经费等方面的资金来源渠道。

要指导县级民政部门在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实
现以县（市、区、旗）为单位，统一城
乡社区工作者职业伤害保障政策
措施，统筹改善工作防护条件。要
科学测算农村社区防控工作经
费，推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通过
增加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安排奖补
资金等形式，给予适当补助。

各地民政部门要广泛宣传《通
知》出台的重要意义和关心关爱政
策措施， 及时发现疫情防控一线
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典型， 总结
经验、整理事迹、大力宣传报道，
激励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继续发
扬不怕吃苦、顽强拼搏、连续作战
精神， 当好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排头兵。

为更好地保障全国广大志
愿者、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
以及湖北省养老机构工作者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3 月
5 日，民政部、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联合启动“携手同心助战
疫———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
会工作者和湖北省养老机构工
作者关爱保障行动”。 此项行动
将覆盖全国参加到抗疫工作中
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会工
作者以及湖北省养老机构的工
作者，为他们提供关爱保障。 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此项行动
提供资金支持，并联合中国慈善
联合会和腾讯微保共同执行。

该关爱保障行动的具体计

划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
部分为全国因参与疫情防控而
感染或牺牲的志愿者、 社区工
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湖北省养老
机构工作者提供关爱保障金，资
金规模为 5000 万元。 其中，重
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感染者可优
先获得 5 万元的保障金，身故者
家属将获得 25 万元保障金。

第二部分针对全国参加疫
情防控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和湖北省养老机构
工作者提供专项保险保障。 该
保险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
资购买， 全国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会
工作者和湖北省养老机构工作

者均可在线发起自主申请，免费
领取。 领取成功后，若感染新冠
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将获得 5
万元保障， 身故者将获得 25 万
元保障。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 1
月 24 日宣布捐赠 3 亿元人民币
设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控
基金，2 月 7 日宣布将原有的战
疫基金升级到 15 亿元， 用于物
资支援、技术支援、人员关怀、科
研与医疗事业等多个领域。 其
中，3 亿元基金专门用于致敬战
疫人物，包括投身抗疫工作的一
线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和社会工作者、养老机构工作
者等。 （王勇）

� � 2月 21日下午，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纪恒，深入北京市有关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婚姻登记机关，调研民政疫情防控工作，慰问一线社区工作者和民政干部职工

� � 3 月 3 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八项措
施。 《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
实好上述政策措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务实有效的举措，切实关心关
爱城乡社区工作者，为守严守牢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社区防线
提供有力保障。

地方各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调度和督查，确保各项关
心关爱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民政部门要牵头协调落实好关心关爱一线
城乡社区工作者的政策措施，组织、宣传、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退役军人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相
关政策措施和资金保障落实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民政部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切实履行牵头协
调职责，抓紧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解决好农村社区工作者保障待遇，加
强《通知》落实宣传督导。

民政部、腾讯基金会
启动全国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战疫关爱保障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