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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要求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

2020 年 7 月份以来，受连续
强降雨影响，安徽省防汛救灾形
势十分复杂严峻。 安徽省民政厅
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动员引
导公益慈善组织依法规范有序参
与防汛救灾。 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及时发出倡议书，动员引导社会
组织有序有力参与抗洪救灾工
作，展现社会组织的责任担当。

7 月 17 日，安徽仁爱公益基

金会将价值 10 万余元的蚊帐、
急救药品等救灾物资，送给桐城
市、 安庆宜秀区受灾群众。 7 月
19 日，安徽省户外运动协会先期
组织 12 人专业救援队伍， 全力
配合巢湖市半汤镇地方政府，帮
助受淹被困群众撤离到安全地
带； 同时要求各救援专委会、江
淮义警认真备勤，随时响应全省
受灾地区救援需求。 安徽省食品

行业协会积极组织会员企业，捐
助无为市、枞阳县抗洪救灾食品
价值近 20 万元。 安徽省电力工
程协会、省小微企业商会等省级
社会组织正在与受众地区民政
部门对接具体的帮扶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19
日 17 时， 省级社会组织向受灾
群众捐款捐物已达 430 余万元。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安徽：社会组织众志成城抗洪魔助救灾

近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学
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通知》，要求扎实做
好民政系统民法典学习宣传贯
彻工作。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具有重要地位， 是一部固根本、
稳预期、 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
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
益、 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不仅集中反映了近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法治建设的最新成果，充分体
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党执政为民
的根本宗旨，更充分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
制度自信。

《通知》强调，民法典作为民
事领域的基础性、 综合性法律，
有大量规定与民政工作密切相
关， 完善了民政领域法律制度，
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民政工作的
法治需求，为做好新时代民政工
作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各级民
政部门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民
法典的重大意义， 以对党负责、
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法治负责的
态度，将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要将民法典作为“十四五”时期
民政系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

要加强对民法典涉及民政
业务重大修订内容的梳理和学
习， 充分掌握条文新旧变化，准
确把握和正确理解民法典的核
心要义和涉及民政工作的主要
制度设计，并组织开展相关专题
培训。

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积
极作用，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对

民政系统特别是基层民政干部
学习贯彻民法典的情况及时进
行报道， 充分展现民政系统贯
彻实施民法典的生动场景、鲜
活画面。

要让民法典的规定与精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
生活，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
成遇事找法的习惯， 全面提升
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学习运
用民法典的能力， 提升依法行
政水平。

《通知》要求，民政部机关
各司（局）和有关直属单位要认
真对照民法典， 抓紧对现行有
效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进
行全面、系统清理，对同民法典
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有关规
定，要及时提出清理意见，该制
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废
止的废止。

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婚姻登记条例》《中国公民收养
子女登记办法》《外国人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等同
民法典相配套、相关联法律法规
的制修订工作。 要围绕民法典以
及即将修订出台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法律涉及民政业务的规
定， 建立健全配套政策措施，全
面落实离婚冷静期、 收养评估、

国家监护等制度。
地方民政部门要结合民法

典规定，抓紧对地方立法、规范
性文件进行清理，确保法制协调
统一。

要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
行政管理、 行政监督的重要标
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得违
背法律法规作出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
义务的决定。

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落实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强化行政执
法人员管理，规范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
政确认等行为。

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
律师等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力量
和基层组织参与相关民事纠纷
调处，帮助民政服务对象实现和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治实践是最生动的法治
宣传教育， 要引导群众认识到
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
典， 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
遵循的规范。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通过的民法典，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民法典要实
施好， 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
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而普法
就是要帮助群众了解熟悉这本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过去，一些地方在普法时存
在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工作
人员摆些展示板、 发些传单，以
为这样就完成了“普法”任务。 周
围的群众常常感到莫名其妙，有
的听不懂拗口的法言法语，有的
觉得法律与自己的生活隔得太
远，没有“代入感”，一阵热闹之
后往往留不下太多印象。

普法是最应该接地气的。
有一次， 晚上与村民们一起看
了一出别开生面的“普法剧”
———当地把农村常见的醉驾案
例写成了剧本，邀请村里人最爱
看的本地剧团出演， 嬉笑怒骂
间，群众牢牢记住了“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 在某南
方城市，不少民营企业家都遇到
了投融资的问题，苦于找不到法
律专家咨询。 为此，当地专门请
来权威专家学者为民营企业家
普及投融资法律知识。 这堂普
法课的报名十分踊跃， 以至于
不得不限制提问人数。

一边是普法工作群众不理
解，一边是群众对法治有需求，

其中的原因在于普法时有没有
考虑用户需求， 有没有把群众
真正放在心里。 如果只是为了
应付，普法就容易流于形式，要
么依样画葫芦照抄照搬法律条
文，要么上街散发传单、回答几
个群众遇到的问题。 如此“普
法”，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相
反， 如果在普法中能够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普法
就不再是单方面的知识灌输，
遵纪守法、 遇事找法就会逐渐
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就是普法重点。尤其是在对
民法典的普法过程中，这样一部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应该
从充满烟火气的百姓生活入手，
找到契合点， 讲百姓听得懂的
话。法治实践是最生动的法治宣
传教育，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见
义勇为，无论是隐私权保护还是
物业服务纠纷，对于无数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案例，不能满足于就
事论事、个案解决，还应抓住时
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
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
必须遵循的规范。

明法于心，守法于行。 法
律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全社会
对法治的真诚信仰。 只有在普
法中真正重视群众的法治需
要，才能让全社会更好养成自
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
的习惯，进而培养起解决问题
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据《人民日报》）

做好民法典宣传普及工作
推动民法典实施

近日，江苏省民政厅联合省
财政厅、省人社厅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全省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培训工作的通知》， 启动养
老服务人才三年培训计划。

《通知》 明确 ，2020 -2022

年， 全省将着力推进养老护理
员、养老机构负责人和专兼职老
年社会工作者培训工作，计划培
训养老护理员 13 万人（含高级
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
级工）， 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6700 人， 所有养老机构负责人
轮训一遍，全面提升养老从业人
员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 认定
40 家省级养老护理员实训基
地，承担具体培训任务。

（据民政部网站）

江苏：启动养老服务人才三年培训计划

今年 4 月，在国务院扶贫办
对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工作
安排部署后，甘肃省东部四市积
极响应号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引导 132 家民营企业和 77 家
社会组织，对纳入国家挂牌督战
的甘肃省贫困发生率高于 10%的

104 个深度贫困村实现新增结对
帮扶全覆盖。

甘肃省企业和社会组织不
等不靠，主动作为，动员省内民
营企业 26 家、社会组织 123 家进
行加持帮扶，实现“双重”结对帮
扶全覆盖。 同时，向全省 395 个

未退出的其他贫困村拓展延伸，
实现“合作”结对帮扶全覆盖。

目前 ， 已到位帮扶资金
4786.79 万元，捐物价值 468.8 万
元，销售农产品 305.5 万元，帮助
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837 人。

（据《甘肃日报》）

甘肃：挂牌督战深度贫困村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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