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截至 3 月 8 日 24 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
资金约 292.9 亿元，捐赠物资约 5.22 亿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
会累计拨付捐赠资金约 239.78 亿元，拨付捐赠物资约 4.66 亿件。

在 3 月 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
副部长詹成付披露了上述数据。 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民政领域疫
情防控与基本民生保障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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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
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 292.9 亿元

主要做了五方面工作

据詹成付介绍， 疫情发生以
来，民政部积极行动、履职尽责，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当前民政工
作，把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
策部署在民政领域落实落细落
地，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提高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执行力。 民政部党组第一时间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 7
个专项工作组， 对民政服务机
构、城乡社区、慈善捐赠、民政机
关自身等方面的疫情防控专项
部署，压实各种责任。 先后召开
13 次部党组会、部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决
策部署， 制定系列工作指南，指
导各地完善防控措施。

二是全力支持湖北省特别
是武汉市的防控工作。 及时制定
加强慈善捐赠款物使用监管的
有关政策文件，向全国慈善机构
发出公告，引导各类慈善力量将
捐赠重点投向武汉市、投向湖北
省等疫情严重地区，并先后三次
派出工作组赴武汉指导慈善捐
赠和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
作。 协调江苏、安徽、湖南三省组
织 3 支共 118 人的养老服务队
伍驰援武汉养老服务机构，帮助
开展工作。 指导武汉市、湖北省
民政部门开展滞留在汉、在鄂人
员的临时救助工作，加大困难群
众和各类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
保障力度。

三是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参
与疫情防控。 指导全国城乡社区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和
网格化工作体系， 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 构筑群防群治的
严密防线， 协调各方加强对一
线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 积极
引导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
慈善组织、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机构发挥各自优势，依法有序参
与疫情防控。

四是切实抓好各级民政服
务机构、 服务对象的防护工作。
先后出台一系列指南、 指引，指
导各地养老机构、 儿童福利机
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救助管
理机构、殡葬服务机构等开展疫
情防控。 对社会组织登记、婚姻
登记、 福利彩票销售等窗口单
位，及时采取通风消毒、网上预
约、分时段办理、减少人员聚集

性仪式等方式， 严防疫情发生。
还加强机关防控工作，确保了全
国民政系统平稳运转。

五是稳妥有序推进民政系
统复工复产。 指导有条件的地方
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有序开展
接收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入
住机构的服务，指导民政服务窗
口分区分级适时恢复正常服务
工作。 切实加强对孤寡和留守老
年人、困难儿童、重病重残人员
等特殊群体的照料服务，让他们
在疫情阴霾中也能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及时回应困难群众救助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
原来还过得去的群众生活上遇
到了困难，为了使他们能够及时
得到救助，据民政部社会救助司
司长刘喜堂介绍，民政部门主要
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简化了工作流程。 比如
低保，过去是要求必须要入户调
查，开展民主评议，进行张榜公
示。 现在就要求简化，在入户调
查方面，可以采取远距离、非接
触方式，比如电话询问，更多利
用大数据方式，运用各部门之间
信息联网的方式来核查救助申
请人的经济状况。

再比如，对现在已经在保的
一些低保对象，疫情比较严重的
地区暂时不再退出了，等疫情防
控结束之后再退出。 这是简化工
作程序。

二是鼓励各地采取信息化
手段。 部署各地民政部门及时应
对，采取线上全流程办理的方式
来开展社会救助申请。 比如，四
川省很快就开发了一套社会救
助的线上办理系统，不一定非得
上门，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远程
办理。 再比如，还采取了其他一
些措施，比如下放社会救助审批
权限， 对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
允许地方把临时救助的审批权
限直接委托社区来实施，像武汉
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区，社区的
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困
难群众急需救助，社区就可以开
展“先行救助”，等救完之后再补
充情况的说明。

三是要畅通求助热线。 困难
群众家里遇到困难了，现在各地
采取了一些隔离措施，就要有畅
通热线，就是能打电话，能够知
道向谁求助，做到求助有门。 当
然，求助热线可以是联防联控机
制公布的统一热线，还有各地公

布的“12345”求助热线。 要求各
地民政部门公布社会救助方面
的求助热线。 现在以县为单位各
地都有社会救助的求助热线，下
一步准备在民政部网站上公布
出来。

四是加强政策宣传。 从 1 月
29 日到现在，出台了一系列保障
困难群众的措施，这些措施怎么
才能及时传达出去，要加强政策
宣传，鼓励运用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来进行宣传。

除此之外， 刘喜堂表示，要
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对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 要及时按规定给予临时救
助，还要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
加大救助力度。 对于因为救治隔
离的，比如家庭主要劳动力被救
治隔离了，导致这个家庭陷入生
活困境的， 也要给予临时救助。
第一类是对人， 第二类是对家
庭， 第三是对一些病亡人员家
庭，也要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在外来人员救助帮扶方面，据
刘喜堂介绍， 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因为衣食住宿出现困
难的，给予实物救助，及时提供临
时住宿、饮食、御寒衣物等帮扶。
第二种是现金救助， 对一些受疫
情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 家庭又
没法支持， 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
难的可以给予现金救助。 武汉已
经开通了相应的救助渠道， 按照
每天 300元的标准给予现金救助。

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护理员
援助

在疫情发生前，全国的养老
院已经普遍存在养老护理力量
紧缺的问题。 疫情发生以后，春
节期间放假的一些护理员返不
了岗，造成护理员人数更少。 养
老院封闭后，要求护理员都住在
养老院里，这些护理员基本上一
直在岗位上， 造成工作的量、工

作的压力比疫情前更加紧张。
据养老服务司司长俞建良

介绍， 武汉的情况更加突出，武
汉养老机构现在总共有 2 万多
名老人，但是护理人员只有 3000
多名。 再加上有一部分护理人员
受到感染或者是隔离，人手就更
不足，武汉的护理员出现了非常
紧缺的状态。

俞建良表示，民政部采取了
一些措施来缓解全国养老院护
理紧缺的情况，尤其是针对武汉
的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武汉，民政部组织
协调跨区域的护理员的援助。 民
政部协调组织了三个省 118 名
工作人员， 作为跨省际的支援，
湖北省内还组织了 4 个地市 50
名护理员进行对武汉进行对口
支援，总共有 168 名工作人员。

二是养老护理最根本的问
题要解决，还是主要靠养老院自
身力量。 要鼓励已经在家的护理
员在做好自身防疫情况下及时
返岗，还有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
和渠道进行新护理员的招聘、培
训、上岗。

因为武汉疫情比较严重，怎
么做好返岗复工和疫情防控工
作， 民政部专门制定了政策，分
类分级进行指导。 对疫情比较轻
的， 尤其是没有确诊病例的县，
要求在当地政府和防控机制的
统一领导下，在确保防控措施能
够到位的情况下，原来的护理人
员和新录用的人员，在检测符合
标准的情况下可以上岗。 对于中
风险、高风险的地区，要按照相
关的防控标准要求， 做好 14 天
安全隔离，确认没有感染或者是
没有症状的情况下逐步上岗，来
缓解护理员短缺的问题。

慈善组织的运作能力还有
待改善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过程中，社会慈善捐赠受到
大家的高度关注 。 新闻发布
会上， 詹成付进行了回应，他
表示：

第一，这次疫情中，广大人
民群众蕴藏着极高的慈善热
情、慈善情怀。截至 3 月 8 日 24
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
会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 292.9
亿元， 捐赠物资约 5.22 亿件。
全国各级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
累计拨付捐赠资金约 239.78 亿
元 ， 拨付捐赠物资约 4.66 亿
件。 这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慈
善热情。

第二，慈善组织一头联系着
捐赠人，一头联系着受赠者。 疫
情发生以来，各级各类慈善组织
做了大量的工作，汇聚了巨大的
力量，跟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互
联互动，共同形成了抗击疫情的
强大动力。

第三，在这次疫情的应对过
程中，可以看到慈善组织的运作
能力还有待改善和提高。 特别
是前一段时间大家关心的捐赠
资金下拨慢， 捐赠物资拨付不
精准， 信息公开不及时、 不全
面、不透明等问题。 相关情况法
律都有规定， 把法律的规定变
为慈善组织的行动自觉，还有一
段路要走。

第四，这次疫情防控实践表
明，政府监管慈善能力还有待提
高。 事情发生以后，作为慈善监
管机关，民政部及时行动，派出
工作组，制定有关文件，向慈善
组织包括红十字会发出通知，接
受社会监督， 迅速完善有关流
程，扭转了前段时间出现的一些
问题。

“今后，我们还要从这次疫
情中进一步总结经验， 提高政
府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
大灾难性事件的慈善治理能
力。 这是一个大课题，我们一起
共同来完成这个课题的解答。 ”
詹成付强调。

�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上午 10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 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介绍民
政领域疫情防控与基本民生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图为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