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因疫
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抓紧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健康安

全的新春佳节。
为做好相关工作，民政部连续下发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进一步做好春节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都明确要求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两类特殊困难群体有针对性的提供帮扶。
为了能够让这些特殊困难群体过一个安全、舒心、祥和的节日，各级民政部门正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采

取了一系列的关爱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关爱行动。

■ 本报记者 王勇

关爱老人儿童，做好就地过年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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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召开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项目专题视频会议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日前，民政部下发《关于加
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就地过年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乡镇（街道）人
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要组织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切实担起
职责、发挥作用，春节前夕对父
母双方均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
儿童情况至少开展 1 次集中摸
底。 要切实强化监护责任落实，
确保每一名父母就地过年的农
村留守儿童都有明确的被委托
照护人妥善照料。 村（居）民委员
会要组织儿童主任详细了解被
委托照护人身体状况和监护能
力，指导被委托照护人履行照护
职责；对因年龄、身体等原因导
致不能履行照护职责的，要及时
督促父母更换被委托照护人，如
因现实困难一时难以更换的，民
政部门要第一时间协调落实临
时照护职责。

《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
要将父母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
儿童作为关爱服务的重点对象，
引导务工父母采取电话、视频等
方式与留守儿童远程“见面谈
心”， 切实做到“人在外， 爱回
家”。 对因家庭缺乏通信视频设
备或操作不熟练等原因导致不
能进行视频的，村（居）民委员会
和儿童主任要及时提供帮助。 要
统筹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多方
力量，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学习
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帮助其

过好春节、过好寒假。
《通知》指出，各级民政部门

要协调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纳入当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统一部署， 重点给予关心关爱。
要结合摸底排查、“政策宣讲进
村（居）”等活动，开展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督促引导被委托照护
人加强对儿童疫情防控知识教
育，提高防护能力，尽量做到少
外出、少访亲、不聚堆。 儿童及其
家庭在疫情防控物资等方面确
有困难的，民政部门、乡镇（街
道）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
要及时提供相关支持。

《通知》强调，各级民政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民政部、 公安
部、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关于做
好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
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
见》要求，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监
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或被委托照护人
因确认感染治疗、 集中隔离观
察，或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
其他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监
护和抚养责任的，民政部门要落
实临时照护职责。

《通知》还对寒假春节期间
仍对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留宿服
务照护机构的情况摸排和监管
作了部署。

开展关爱行动

除了《通知》要求开展的工
作之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
郭玉强在 1 月 27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还表示， 为了能够让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过一
个安全、舒心、祥和的节日，各
级民政部门正在当地党委政府
统一指挥下， 采取了一系列的
关爱措施， 开展了一系列的关
爱行动。

第一，做好摸底排查。 各地
在春节前夕进一步对本地的空
巢老人、 留守儿童情况进行了
排查。 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进
一步摸清这两类群体的详细底
数、家庭状况、外出劳力务工情
况等。

第二， 加强分类帮扶指导。
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指导村（居）委会加强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两类群体
的定期探访，特别是发挥村居委
会干部、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
在一线、接地气、熟悉村（居）的
工作优势，及时了解需求，反映
情况，提供帮助。

二是落实救助保障政策，为
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老年人提供
包括生活照料在内的各种服务。
同时， 要求各地在疫情防控期
间， 优化简化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孤儿和其他困境儿童认定审
核审批程序， 对于符合条件的，
要求做到当月申请、 当月审批、
当月发放生活保障金。

三是强化家庭监护指导，明
确要求外出务工人员要确定一
名符合条件的照护人代为照护
留守儿童，因现实困难难以明确
的，要向村（居）委会进行报告，
村（居）委会要指定具有资格的

照护人对留守儿
童进行照护，确
保留守儿童得到
妥善的照顾。

四是倡导就
地过年外出务工
人员采取电话、
网络视频等方
式， 加强与在家
的老人和孩子进
行沟通联络。

第三， 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指导各地进一步
把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这两类特
殊困难群体纳入
当地联防联控机
制工作统一部
署，重点给予关
心关爱。 要求村
（居） 儿童主任
采取适合留守
儿童身心特点
的方式，加强疫
情防控的知识
教育，同时在符
合当地疫情防控
要求的条件下，
组织开展一些心
理辅导等关爱服
务活动。

第四， 做好
因突发事件导致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 1 月 13 日，民政
部联合发改委、卫健委等九部门
下发文件，要求对父母和其他的
监护人或者被委托照护人因确
认感染治疗、 集中医学隔离观

察，或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等各
类突发事件的影响，不能完全履
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要协
调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或者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落实临时
照护职责，提供关爱服务。

1 月 29 日， 民政部通过视
频方式召开专题会议， 就全面
开展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项目
应用推广工作进行部署。 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柳拯、
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 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互联网+”重大
决策部署， 全面贯彻落实 2021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统
筹推进民政信息化、 数字化建
设，深化落实“互联网+民政服

务”行动计划，持续提升社会组
织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开展
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项目应用
推广工作。

会议要求， 要提高政治站
位，不断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对
社会组织法人库项目应用推广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坚持系
统思维，全面推进项目应用，加
速完成既定建设任务， 努力提
升数据回传质量。 要创新监管
方式，加快构建智能生态，依托
大数据、 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创
新驱动社会组织治理。 要按照
民政信息化“一盘棋”布局、“一
张网”建设、“一体化”发展的总
体要求， 以国家和地方法人库

建设为基础， 依托全国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民政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 加快形成上
下联动、 纵横贯通的全国社会
组织在线政务服务、 数据资源
管理、数据共享交换、电子证照
管理工作体系，建成内容完整、
信息准确、 数据鲜活的国家社
会组织法人数据资源库。

会议强调， 自建社会组织
法人库的省份， 要加快建设进
度，完成社会组织登记、年检等
业务系统在省市县三级的全面
应用， 实现省域内社会组织数
据统一归集和动态汇聚， 建成
可及时向国家库推送数据的省
级社会组织法人数据资源库。

统建社会组织法人库的省份，
要加快推动国家社会组织法人
库在本地上线运行、推广使用，
稳妥有序做好业务迁移和数据
迁移， 确保社会组织登记业务
连续、数据回传稳定。

会议要求， 要加速推动全
国社会组织数据汇聚共享，加强
数据质量管理，强化数据归集整
理，深化数据共享应用，以数字
化建设为抓手，助力社会组织领
域“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升政务
服务供给能力和管理水平，推动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各地要强化组
织保障， 将社会组织法人库建
设及应用推广纳入重点工作安

排，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
任，指定专人对接。 要做好应用
推广过程中的技术培训、 客户
服务、 特殊需求改造等相关经
费保障。 要明确数据责任，省级
民政部门对上传到国家社会组
织法人库的数据准确性、 安全
性负总责， 对省级以下的社会
组织数据质量管理负指导和监
督责任。

社会组织管理局、信息中心
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 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负责
社会组织工作和信息化工作的
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