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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发布

取得突出成就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
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
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
责。 赵辰昕表示，“十三五”以来，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
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

第一，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为基
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逐
步形成。 大病保险制度、社会救
助制度、养老托育服务等一系列
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
重大制度安排逐步建立健全。

第二， 服务设施更加完善。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包括教学
点） 办学条件已经全部达到了

“20 条底线”要求，全面消除了大
班额，这个任务现在已经提前实
现。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公共
卫生体系也在加快构建。 每千人
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达到了
6.51 张，全国广播电视综合覆盖
率达到 99%以上。

第三， 保障能力更加稳固。
社会兜底能力和保障水平都在
显著提高。 截至 2020 年底，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
别达到了 678 元/人·月和 5962
元/人·年，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 9.99 亿
人、13.6 亿人、2.17 亿人和 2.68
亿人。 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 区域城乡更加均衡。
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县域内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85%以上

的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 第
一批 10 个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
目也都启动实施，推动实现了就
近享有高水平的健康服务。

重大制度创新

当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立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样一个新目标、 新任务，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作出了新
的部署，明确提出，到“十四五”
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要
明显提高；到 2035 年基本公共服
务要实现均等化。

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教育部、 卫生健康委等 20 个
部门共同研究起草了《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明
确了现阶段国家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的基础标准。

“这个标准已经经国务院批
准，成为各级政府履行基本公共
服务职责和人民享有相应权利
的重要依据。 这是以标准化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
措。 ”赵辰昕强调。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1 年版）》 涵盖了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等“七有”，以及优军服务保障、
文化服务保障“两个保障”，共 9
个方面、22 大类、80 个服务项目。
每个项目均明确了服务对象、服
务内容、服务标准、支出责任和
牵头负责单位。

赵辰昕表示，制定出台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我国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一次重大制度创
新，应该说这项标准由多部门联
合制定，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有利于保障和改善基
本民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2021 年版）》明确了现阶段各
级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基本公
共服务项目范围和底线标准，可
以让地方政府对现阶段保障基
本民生“重点要保什么”、“保到
什么程度”做到心中有数，有利
于引导各地对照中央要求，查缺
补漏，优化资源配置，把有限的
财力用到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
域、用到人民群众生活当中最关
键的环节，兜牢民生底线，保障
基本生活。

第二，有利于推动发展成果
全民共享。《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2021 年版）》是健全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基础标
准，为各行业主管部门完善本领
域的相关服务标准规范、各地确
定本地区的实施标准、基层服务

机构实行标准化服务
流程管理提供了重要
依据， 有利于推动在
全国范围内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化供
给， 逐步实现全体公
民无论身在何处都能
够公平可及地获得大
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
务， 共建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

第三，有利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制定出台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2021 年版）》，明确
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
标准，是国家向人民群
众作出的庄严承诺，是
健全完善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有利
于推动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更加成熟定型，有利于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视一老一小问题

一老一小是社会普遍关注
的最大的民生问题。《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在儿
童关爱服务、老年人福利补贴方
面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明确儿童
关爱服务包括特殊儿童群体基
本生活保障，困境儿童保障和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据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司长
冯亚平介绍，其中，特殊儿童群
体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是孤儿、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目前全国有 6 万名
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
每人每月 1611.3 元，有 13.4 万名
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
每人每月 1184.3 元。有 25.3 万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
围，保障标准由各地按照与孤儿
基本生活费标准相衔接的原则
确定。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
上述资金给予补助。 同时，民政
部用本级彩票公益金开展了面
向孤儿的助医助学项目，即“孤
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和“福彩
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新冠肺炎
发生以来，各地民政部门指导乡
镇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加
大对困境儿童群体的走访摸排
力度，对符合孤儿、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申
请条件的，简化审批程序或先保
后补。

下一步， 民政部将加大工作
力度，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落
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的意见》 和民政部、 发改
委、财政部等 12 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有效保障特殊儿童群
体、 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儿
童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

老人福利补贴主要包括：一
是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能力
综合评估。 二是为经济困难老年
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为经认定

生活不能自理的经济困难老年
人提供护理补贴； 为 80 岁以上
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具体认定
评估办法和补贴标准由地方人
民政府制定。 在实践中，一些有
条件的地方做了有益探索，逐步
提高了补贴标准和扩大覆盖面。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去年底，全
国共有 3000 多万老年人享受了
福利补贴， 护理补贴和高龄津
贴，有效缓解了部分老年人实际
生活困难。

冯亚平表示，下一步，将联
合有关部门， 重点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制定并发布老年人能力
评估国家标准，统一开展老年人
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领取老
年人福利补贴、享受基本养老服
务的依据。 二是完善老年人福利
补贴制度。 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对老年人福利补贴提标扩面，
不断增加制度的含金量。 四是不
断推进工作的精准化、 规范化、
便捷化，争取在今年年底前所有
地区都开通亲友代办和线下办
理，解决因智能化技术应用给老
年人申领补贴带来的困难。

应有尽有 承诺必达

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是为了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进
行兜底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各地
区的发展仍不均衡，贫富差距明
显。 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的公平保障？

赵辰昕表示，在考虑哪些服
务项目应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时，大家共同讨论，也广泛
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确定
了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应有尽有”。
具体来讲，凡是党中央、国务院
已经明确的，我国公民应该享有
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是应纳入尽
纳入， 原则上要做到全覆盖、不
漏项，并进一步细化服务标准。

第二个原则是“承诺必达”。
换句话说，《国家标准 2021 年版》
是国家向每一个公民作出的硬承
诺， 所列的服务项目必须在现阶
段已经基本落实到位。 略有差距
的， 将作为今后五年各级政府补
短板的重点方向，逐步填平补齐。

按照这两个原则，在原来“十
三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
基础上，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
各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最新部署
要求，按照“七有两保障”9个领域
重新进行了划分， 对基本公共服
务项目进行了增加、拆分、合并，
形成了《国家标准 2021年版》。 这
次出台的《国家标准 2021 年版》
暂时没有增加新的服务项目。

同时，我们一再强调这个标
准是全国统一的底线标准。 下一
步，各个地方还会需要根据国家
标准和本地实际情况，研究提出
地方具体的实施标准，以此来确
保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真
正落实落地，把最适合人民群众
的服务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 �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联合 20 部门印

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 （2021 年版 ）》。 4 月 21
日 ，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
（2021 年版）》进行了解读。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秘
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介
绍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2021 年版）》涵盖了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
所居 、弱有所扶等 ‘七有 ’，
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化服
务保障‘两个保障’，共 9 个
方面、22 大类 、80 个服务项
目。 每个项目均明确了服务
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位。

‘制定出台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是我国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一次重大制度
创新，应该说这项标准由多
部门联合制定，意义非常重
大。 ’赵辰昕强调。

新闻发布会主席台（刘健/摄）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