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引导和支持慈善组
织通过建立专项基金、设
立慈善项目、 发动社会募
捐等方式， 积极参与防汛
救灾。 加强对慈善组织的
指导和督促， 确保捐赠资
金、物资及时足额发放。

民政部部署推进
全国民政系统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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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28 日下午，民政部召开
全国民政系统防汛救灾和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抗洪抢
险救灾和防汛工作视频会议要
求，部署推动各级民政部门扎实
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和疫情
防控工作。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
长李纪恒出席会议并讲话，民政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主持
会议。

李纪恒指出，防汛救灾和疫
情防控，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财
产安全，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是当前各级民政部门必
须高度重视、认真做好的头等大
事。 民政工作点多、线长、面广，
服务机构和服务窗口数量多，不
少服务设施老旧、 抗灾能力弱，

“一老一小”、重度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自身防灾防疫能力不足，还
有不少服务对象分散在农村和
城市社区，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
压力很大。 各级民政部门要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动力，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工作措
施， 确保民政系统安全度汛，确
保民政服务对象健康安全。

李纪恒提出，要从四个方面
构筑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和疫情
防控坚固防线。

一要不折不扣落实有关规
定，抓好民政服务机构度汛和疫
情安全。 各地民政部门要及时提
请当地党委和政府将民政服务
机构和窗口纳入防汛救灾统一
部署，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人。
已受灾的地方，要加快核实受损
情况，做好房屋抢修、物资保障
等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和安全事
故，推进服务机构及服务窗口尽

快恢复运转。 要抓紧对所有服务
机构及服务窗口开展“拉网式”
安全排查和动态检查，重点抓好
山区、陡坡、河岸、水库边、建筑
工地旁民政服务机构的风险排
查，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对
可能危及生命、来不及马上整治
的， 要果断转移安置服务对象。
要制定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加强
物资储备， 普遍组织应急演练。
要慎终如始、持之以恒抓好机构
和窗口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落
实防控措施，稳妥推进各类民政
服务对象新冠病毒疫苗应接尽
接，动员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
工作人员、专业社工等做好疫苗
接种工作，带动更多群众积极接
种。 要坚持“人物同防”，阻断外
部输入途径，严格民政服务机构
人员出入管理， 减少人员聚集。
要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及时调整
升级防控措施，中高风险地区严
格执行“零报告”制度。

二要切实做好因灾因疫基本
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各地
民政部门要强化基本生活救助与
受灾人员救助政策的有效衔接，
用好用足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
用金制度，积极开展先行救助，急
难发生地可直接救助， 做好流浪
乞讨人员求助接待和站外救助工
作。要动员多方力量，加强对民政
部门服务的特殊困难群众的探视
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要保证好转移安置老年人等群体
生活物资和护理用品供应， 做好
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 要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坚决
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 要保持社
会救助服务热线畅通， 及时受理
和回应困难群众求助， 确保求助
有门、受助及时。

三要发动指导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参与防汛救灾和常态
化疫情防控。 各地民政部门要发
动村（居）委会配合做好灾情核

查报送、物资分配、环境消毒保
洁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安
定、思想稳定。 要继续指导城乡
社区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守
严守牢疫情防控阵地。 要倡导婚
丧嫁娶移风易俗，严格控制聚集
性活动。

四要积极动员引导社会力
量投入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 各
地民政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
下，建立健全社会应急力量参与
灾害救助应急联动机制，动员引
导广大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组
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有序参
与、 协同开展相关应急救援、过
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开展面
向受灾群众特别是“三留守”人

员的生活救助、看护照顾、心理
疏导等服务。 要引导和支持慈善
组织通过建立专项基金、设立慈
善项目、 发动社会募捐等方式，
积极参与防汛救灾。 加强对慈善
组织的指导和督促，确保捐赠资
金、物资及时足额发放。

李纪恒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强化“四个到位”，坚决把各项任
务举措落到实处。

一要思想认识到位。 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 从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做到“两个维护”出发，充分认识
重要性、 紧迫性， 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抓紧抓实
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二要组织领导到位。 建立完
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一把手”
负责制，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谋划
部署、深入一线、推动工作，层层
压实各级民政部门和各类民政
服务机构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注意在防汛防疫
一线考验考察干部，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

三要工作措施到位。 严格执
行各类防汛防疫规定，加强重点

机构、重点人群落实情况监督检
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强化应急值守，及时跟踪汛
情灾情疫情，科学研判、提前准
备、高效应对；加快补齐民政服
务机构设施短板，全面提升抵御
各类灾害和安全风险能力。

四要宣传引导到位。 加强宣
传报道， 及时传递中央精神，推
广典型经验， 褒扬先进人物，弘
扬伟大抗洪精神和抗疫精神，营
造良好氛围；关心关爱基层民政
干部、 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者， 帮助解决后顾之
忧，加强对他们及民政服务对象
的防汛防疫科普宣教，增强自救
互救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民政部
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 民政
部机关各司（局）、巡视办、直属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 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各
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民政局、 其他副省级城市
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同志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江苏省、浙江
省、河南省、云南省民政厅就做好
本省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和疫情防
控工作作了发言。

（据民政部网站）

为切实保障广大民政服务
对象生命健康安全，7 月 30 日，
民政部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
强民政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通知指出， 民政工作点多、
线长、面广，服务机构和服务窗
口数量多，“一老一小”、 重度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自身防疫能力
不足，常态化疫情防控须臾不能
松懈。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大局意识，树牢底线思
维，完善工作措施，充分发挥联
系服务基层群众特别是“一老一
小”群体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宣
传引导动员工作，扎实做好民政
服务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民政服务对象健康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要督促指导

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 精神卫生福利机
构、救助管理机构、殡葬服务机
构、婚姻登记窗口、社会组织登
记服务窗口等各类民政服务机
构和服务窗口，进一步加强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 要杜绝麻痹心
态、厌战情绪和侥幸心理，认真
贯彻执行各项防控制度规定和
防控指南， 落实扫码、 测温、消
毒、隔离等防控举措和“四早”要
求，持之以恒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 要坚持“人”“物”同防，严格
民政服务机构人员出入管理，加

强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的健康
监测和个人防护；大力推行预约
登记，倡导错峰探视，减少人员
聚集；做好冷链食品、快递、邮件
等物品的监测和消杀，阻断外部
输入途径。 要加强组织领导，主
动沟通协调相关部门，争取技术
指导和服务保障，稳妥有序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

通知要求， 各地要健全村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充分
发挥村（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
和村（居）委会、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基础作用，加强与县（市、区、
旗）、乡镇（街道）协调联动，统筹
协调各方力量，科学精准实施常
态化防控各项要求。 持续动员专

业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机构、志
愿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心理疏导、
健康关爱和资源链接、困难纾解
等服务工作。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
和志愿者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
统筹部署下，依法有序参与疫情
防控相关工作。

通知要求， 各地要及时了
解、重点关注辖区内困难群众和
受疫情影响人员生活状况，做到
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积极推
行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
会救助申请审核确认全流程网
上办理。 有条件的地方可将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
助审核确认权下放至乡镇（街
道）。 对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的受

疫情影响人员及其家庭，可通过
发放临时救助金等措施及时予
以救助， 积极开展先行救助；存
在重大生活困难的，可采取“一
事一议”方式加大救助力度。 保
持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畅通，及时
受理和回应困难群众求助。

通知强调，各地要建立完善
领导协调机制，落实“一把手”负
责制，主要负责同志带头研究谋
划、部署安排、推动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措施，层层压实工作
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
各尽其责。 要持续完善应急响应
预案，加强值班值守，重要情况
及时上报。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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