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补助地方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项目 5204 万元 ，
主要用于补助各地开展一
批面向老年人、 残疾人、儿
童和困难群众的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项目，帮助其修
复和发展社会功能、建立社
会关爱与支持系统、改善生
活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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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民政部 2019 年度彩
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对外发
布。《公告》显示，经财政部核准，
民政部 2019 年彩票公益金预算
额度为 386900 万元，专项用于民
政社会福利及相关公益事业。

民政部遵循福彩公益金“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的使用宗
旨和彩票公益金使用有关规定，
资金主要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
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四
个方面。

99.6%的资金补助地方项目

《公告》显示，财政部、民政
部向各地下达 2019 年度民政部
本级彩票公益金补助地方项目
资金共计 38.5301 亿元， 占民政
部 2019 年彩票公益金总额度的
99.6%，分别用于支持老年人福利
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
和社会公益类项目，具体如下：

第一， 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计 19.3556 亿元。

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和改扩
建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
老年人为主的城镇老年社会福
利机构、 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 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
施、城乡社区为老服务信息网络
平台建设等。

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
和帮助养老机构（包括民办养老
机构）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针对
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整改。

支持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
改造工程，对纳入特困供养、建档
立卡范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
人家庭， 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实施
适老化改造。 支持培育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组织和机构， 提高城
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
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保障。

支持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
建设， 对养老护理员培养培训、
技能水平鉴定等予以补贴激励。

第二， 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计 5.2063 亿元。 包括：

1.残疾人福利机构建设及购
买服务项目 43142 万元。 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开展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机构建设及购买服务；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民政直
属康复辅具机构建设和设施设
备配置；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
区租赁服务试点。

2.残障群体示范性配置康复

辅具及手术矫正治疗（福康工
程）项目 8921 万元。 资金主要用
于补助有深度贫困地区（含深度
贫困村）的省（区）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由省级民政部门为有意
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家庭
和特困人员中的残疾人配置假
肢、矫形器和轮椅、拐杖、助行
器、 护理床等康复辅助器具，从
中筛选具有手术适应症的肢体
（脊柱除外） 畸形患者进行手术
矫治，并进行康复训练。

第三， 儿童福利类项目，计
7.8659 亿元。 包括：

1.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 39063 万元。 资金主要用于为
现有儿童福利机构配备相应设
施设备；加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
体系建设，为儿童之家配备相应
的设施设备；支持儿童福利机构
特殊教育和脑瘫康复训练示范
基地开展工作； 资助孤儿养育、
医疗、教育、康复项目；资助各级
民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支持开展儿童福利工作；资助国
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确认的全国艾滋病流行重
点省份艾滋病防治工作。

2.“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
划项目”13000万元。 资金主要用

于资助 0—18周岁孤儿和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校就读孤儿的诊疗费
用、康复费用等相关医疗费用。

3.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 26596
万元。 资金主要用于对考入全日
制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的
成年孤儿在校期间生活、学习等
方面予以补助，激励引导成年孤
儿继续接受教育。

第四， 社会公益类项目，计
2.6023 亿元。 包括：

1.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功
能建设及购买服务项目 9109 万
元。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流动人口
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任务重的
地区和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数量较多的地区建立相对独立、
设施较为齐全的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提高县级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覆盖率。 为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配备相应的设施
设备，以救助保护机构为平台构
建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体系
和网络。 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基
层工作人员能力建设，对乡镇儿
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开展
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针对无人
监护、遭受监护侵害等困境未成
年人，开展动态管理、线索收集、
家庭监护情况评估、 定期随访、

监护指导、心理疏导、干预帮扶
等救助和关爱保护服务。

2.殡葬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更
新改造项目 11710 万元。 资金主
要用于中西部地区殡葬基础设
施设备（包括殡仪馆设施设备、
公益性安放（葬）设施、民族地区
殡仪设施设备） 建设和改造，其
中， 对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缺口
大、 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重点资
助，着力补齐中西部地区殡葬基
础设施建设短板，强化对殡葬改
革方向的正向引导，并以此带动
和促进全国殡葬改革发展。

3.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
5204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各
地开展一批面向老年人、 残疾
人、儿童和困难群众的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项目，帮助其修复和
发展社会功能、建立社会关爱与
支持系统、改善生活境况。 通过
项目开展，促进各地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发挥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力量在脱贫攻坚、
保障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中
的积极作用。

第五，“三区三州”等专项倾
斜资金，计 3.5 亿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专项倾斜支持“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资金 35000 万
元，资金按“老年人福利类、残疾
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
益类”项目要求，由相关省（区）
民政厅结合实际分配使用。

民政部项目 6 个

《公告》显示，2019 年，财政
部批复民政部彩票公益金民政
部项目 6 个， 预算金额 1599 万
元，占民政部 2019 年彩票公益金
总额度（386900 万元）的 0.4%。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

第一，“福康工程”指导、服务
和评估项目，100 万元，由社会事
务司实施。 主要是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通过现场技术指导、 产品
质量抽检、技术培训、问卷调查、
电话回访、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
对各地实施“福康工程”项目情况
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和成效评估。
通过项目实施， 保障了“福康工
程”项目在各地规范有效实施。

第二，涉外送养儿童寻根回
访及中国文化教育项目 ，252 万
元，由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实施。 主要是资助涉外送养儿童
来华寻根回访，通过组织其回访
福利院、 参加系列文化讲座、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等，帮助他们了
解中国，加深对祖国的认同和热
爱。 2019 年共资助 254 名涉外送
养儿童来华寻根回访。

第三，“明天计划” 监督管理
服务项目，49 万元， 由儿童福利
司实施。主要用于对“孤儿医疗康
复明天计划” 相关政策进行宣传
解读，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审计
检查和绩效考评，举办全国“孤儿
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培训班。

第四，助学工程管理服务项
目，44 万元，由儿童福利司实施。
主要用于对“福彩圆梦·孤儿助
学工程” 相关政策进行宣传解
读，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审计检
查和绩效考评，举办全国“福彩
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培训班。

第五，“夕阳红” 救助服务项
目，1000 万元，由国管局财务管理
司负责实施。 主要为身患重病、抚
养残障子女等困难老年人、失能半
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提供救助服务、
康复护理服务、“一键通”紧急救助
呼叫服务等，帮助这些老年人改善
生活处境、提高生活质量。 全年共
为 249名困难老年人提供救助资
金，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康复
护理服务 49779 人次， 为 635 名
75岁以上高龄老年人购买“一键
通”呼叫服务，实现了“一键紧急呼
叫，一键生活服务”的功能。

第六，彩票公益金第三方绩
效评价、评审和审计项目，154 万
元，由规划财务司实施。 主要用
于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民政部彩
票公益金项目和补助地方项目
开展审计监督，对补助地方彩票
公益金项目开展实地督查、评估
和评价。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
提升彩票公益金规范管理水平
和资金使用效益。

民政部 2019年支出彩票公益金38.69 亿元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项目为孤儿发放助学金

在明天计划的支持下，脑瘫患儿接受了康复训练。 新华社发（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