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 月 25 日， 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意见》。

《意见》提出，要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
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建立健全分
层分类的救助制度体系。

社会力量参与方面，《意见》提出，要发展慈善事业；
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促进社会救助领
域志愿服务发展；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8 月 26 日，民政部官网以‘守住底线突出重点 构建
社会救助新格局’为题，对《意见》进行了解读，明确指出：

在社会救助方式上，《意见》提出积极发展服务类社
会救助，要求创新形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 鼓励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访视、 照料服
务。 加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帮助救助对象构建家庭和
社会支持网络。

8 月 27 日，贯彻落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的意见》视频会暨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社会救
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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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构建社会救助新格局

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
障底线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贯彻落
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的意见》视频会暨全国社会救助
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 8 月 27
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社会救
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
出：社会救助是扶危济困、救急
救难的兜底性制度安排，是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
重要内容，关系困难群众衣食冷
暖，体现着一个社会的爱心和温
度。 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扛起人民
至上的责任担当，用心用情抓好
社会救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及
时了解困难群众的需求和难处，
畅通救助渠道，设身处地、实心
实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当前特
别要针对疫情和洪涝灾害等影
响，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力度，做好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
保障的相关工作。 要进一步动员
方方面面力量，全社会形成救助
合力，切实做到弱有所扶、难有
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把困
难群众的民生底线兜住兜牢，努
力为人民谋幸福，努力为民族谋
复兴。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并
讲话。 他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求，坚持人民至上，扎实履职尽
责，切实抓好《关于改革完善社
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的贯彻实
施，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

王勇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深入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
革创新， 着力构建综合救助格
局，健全完善分层分类、城乡统
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 要
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强化兜
底保障，加强困难群众基本民生
救助，扎实做好受疫情和洪涝灾
害等影响困难群众的生活救助，
创新发展急难社会救助，支持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基层救助
服务能力， 努力实现精准救助、
高效救助、温暖救助、智慧救助。
要坚持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全
面领导， 强化部门协调配合，加
强基层基础建设，做好经验总结
和政策宣传，以实际工作成效不
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的顶层
设计

《意见》围绕守住基本民生
底线， 实现社会救助高质量发
展，对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进
行了顶层设计。

一是在社会救助发展目标
上， 首次提出两个阶段和具体
目标。 即用 2 年左右时间，健全
分层分类、 城乡统筹的中国特
色社会救助体系， 在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
效。 社会救助法制健全完备，体
制机制高效顺畅， 服务管理便
民惠民， 兜底保障功能有效发
挥， 城乡困难群众都能得到及
时救助。 到 2035 年，实现社会
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 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
众， 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密实
牢靠， 总体适应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二是在社会救助体系结构
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体系。《意见》根据救助
对象的困难程度和致贫原因划
分为三个救助圈层，分别给予相
应的基本生活救助、 专项救助、
急难社会救助，形成多层次的分
类救助体系。

三是在社会救助方式上，
《意见》 提出积极发展服务类社
会救助，要求创新形成“物质+服
务”的救助方式。 鼓励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
访视、照料服务。 加强专业社会
工作服务，帮助救助对象构建家
庭和社会支持网络。

四是在社会救助发展上，突
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这个重点，
要求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均
等化。 加大农村社会救助投入，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五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在五
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一是救助对象范围有新拓
展。 在原有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
基础上，将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
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
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
人员， 纳入到基本生活保障范
围。 对进入城市务工人员，即符
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相
应救助帮扶。 积极总结在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临时救助实
施的经验， 提出逐步取消户籍
地、居住地申请限制，探索由急
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

二是救助项目有新内容。
《意见》 在巩固专项救助制度基
础上，要求加强法律援助，积极
开展司法救助、取暖救助，做好
身故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推
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等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延伸至低收
入家庭。

三是救助对象认定方法有
新调整。《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
方可按程序将低保、特困等社会
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
（街道）。 立足便民利民，取消可
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
台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是救助管理有新要求。 将
走访、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
列为村（社区）组织重要工作内
容，建立多主体多方面的主动发
现报告机制，并要求建立全国统
一的社会救助服务热线。 对特困
人员、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
的低保家庭， 每年核查一次；为
减少基层人员的工作量，对收入
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
力的低保家庭， 每半年核查一
次；复核期内救助对象家庭经济
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不再调整
救助水平。

五是加快服务管理转型升
级有前瞻。《意见》明确提出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5G 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
救助领域的运用。 一方面通过多
渠道完善的社会救助资源库，实
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智慧救
助；另一方面推动救助服务向移
动端延伸，实现救助事项“掌上
办”“指尖办”，便民惠民，让老百
姓得实惠。

两方面重点保障措施

《意见》围绕增强兜底保障
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健全体制
机制、强化政策落实，提出重点
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基层服务能力。
《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 党委和政府统筹研究制定
按照救助对象数量、 人员结构
等因素完善救助机构、 合理配

备相应工作人员的具体措施。
提出强化乡镇（街道）社会救助
责任和相关保障条件， 村级设
立社会救助协理员， 困难群众
较多的村（社区）建立社会救助
服务站（点）。 明确要求开展社
会救助所需工作经费纳入地方
各级财政预算。

二是加强资金监管和审计
监督。《意见》要求健全“双随
机、一公开”监督机制，加强社
会救助事中事后监管。 加大对
骗取社会救助行为的查处力
度， 依法依规追回骗取的社会
救助金并追究相应责任。 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 鼓励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改革创新， 激励基层
干部担当作为。

社会力量大有可为

《意见》对社会力量在社会
救助工作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
肯定，提出了四方面鼓励措施。

一是发展慈善事业。 鼓励支
持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捐
赠财产、设立项目、提供服务等
方式， 自愿开展慈善帮扶活动。
动员引导慈善组织加大社会救
助方面支出。 按照有关规定，对
参与社会救助的慈善组织给予
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有突出
表现的给予表彰。 建立政府救助
与慈善救助衔接机制。 加强对慈
善组织和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的监管，对互联网慈善进行
有效引导和规范， 推进信息公
开，防止诈捐、骗捐。

二是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参与社会救助。 通过购买服
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
作场所、 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
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
会工作者协助社会救助部门开
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
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并为救
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 资源链
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鼓励引导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服
务机构按一定比例设置社会工
作专业岗位。

三是促进社会救助领域志
愿服务发展。 支持引导志愿服务
组织、社会爱心人士开展扶贫济
困志愿服务。 加强社会救助志愿
服务制度建设，积极发挥志愿服
务在汇聚社会资源、帮扶困难群
众、保护弱势群体、传递社会关
爱等方面作用。

四是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救
助服务。 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
会救助服务政策措施，鼓励社会
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救助，
扩大社会救助服务供给。 制定政
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清单，规范
购买流程，加强监督评估。 政府
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所需经费从
已有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或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社会救助
专项经费中列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