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7 月 20 日以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持续强降雨袭击，多地发生严重内涝，
多处水库河流出现险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全省广大

社会组织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社会组织的使命担当。
当前，洪水已经退去，河南省社会组织在这场防汛救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为此

记者专访了河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王凌霄。

地方动态

河南：
聚焦困难群众，全力做好灾后生活救助

近期， 河南省民政系统把解
决灾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困难作
为重要工作来抓。 此次受灾群众
中有低保对象 31.2万人、 特困人
员 3.2万人， 另有 16.3万脱贫不
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
重困难户存在因灾返贫致贫风
险。民政及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出
台多项文件， 防止困难群众因灾
返贫致贫。

畅通省市县三级社会救助热
线， 将小额临时救助审核确认权
限下放至乡镇（街道），确保困难
群众求助有门、 受助及时。 按照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从
省长备用金中紧急拨付临时生活
补助资金 2亿元。

民政、财政部门通力合作、克

服困难，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
低保金、特困供养金、高龄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 孤儿养育金等

“救命钱” 及时发放到群众手中。
目前已对 186.9万名受灾困难群
众实施临时救助， 发放临时救助
金 1.2亿元。

加强临时救助与慈善救助
以及其他救助制度的衔接，对低
保对象、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孤
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巡查
探访和走访慰问， 做好灾后救
助帮扶工作。 目前有 192 家社
工机构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参与
社工 7580 人、 联动志愿者 28.2
万人次， 累计服务受灾群众 65.2
万人次。 （根据河南省民政厅）

上海：
疫情以来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1974人次

8 月 13 日， 上海市民政局
副局长李勇表示，“十三五”期
间，上海已经在探索应对相对贫
困问题， 救助范围涵盖低保家
庭、低收入困难家庭、支出型贫
困家庭，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对
象、流浪乞讨人员等。“十四五”
时期，上海将进一步聚焦相对贫
困问题，努力构建解决相对贫困
的长效机制。

一是加强资源协调， 建立
“1+3+1”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即：更好发挥社会救助工作联席
会议平台作用，进一步健全最低生
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等基本生活
救助，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
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
急难社会救助三类社会救助为主
体， 以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
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二是完善政策制度。“十三
五”期间，上海出台了《上海市社
会救助条例》，制定了相对应的
兜底保障政策。 今年 6 月，市委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实施意见》， 规划未来一个时期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目标方向、
重点任务。

三是推进“物质+服务+心
理”的多元救助。“十四五”期间，
既要在“救”上下功夫，切实保障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也要在

“助”上谋发展，通过为有需要的
救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 社会融
入、资源链接等服务，增强困难群
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四是优化社会救助工作机
制。 围绕让困难群众申请救助更
便捷、让救助管理更规范、让救助
对象更精准、让救助工作更温暖。

五是持续做好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工作。 疫情以来，全
市救助机构已经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 11974 人次，其中外籍遇困
人员 24 人（涉及 10 个国家），全
市没有一名流浪乞讨人员感染
新冠肺炎。

（据上海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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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社会组织共救灾
———专访河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

自去年吉林省委、 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社
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
见》印发后，吉林省民政厅积极
履行牵头职责， 切实强化工作
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
重点任务目标落地见效。

一是加强工作部署。 通过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意见》有关政策性问题
进行详细解读，回应公众关切；
及时下发通知， 就各级民政部
门牵头抓好《意见》贯彻落实工
作进行具体部署， 进一步细化
任务目标和工作举措， 明确推
进步骤和时间节点要求等，全
面启动《意见》贯彻落实工作。

二是完善政策体系。 制定
下发了“社工岗” 政策要点解
读，以及“社工岗”人员管理暂
行办法、薪酬实施意见和“社工

岗”人员考核办法、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等 8 个制度范本，健全
完善了“社工岗”“１+Ｎ”制度体
系；将“社工岗”人员退休年龄
明确为男 60 周岁、 女 55 周岁，
并统一规范了社保、 医保缴纳
标准及方式等。

三是加大落实力度。 将“社
工岗” 工作作为全省重点民政
工作目标责任制重点评估内
容， 纳入 2021 年全省性督查考
核计划。截至目前，全省有 43 个
县（市、区、开发区）落实了“社工
岗”薪酬，各地共配备“社工岗”
人员 1.8 万人，社区专职工作者
人数增加近 6000 人， 每人每月
薪酬平均增加至少 1000 元以
上,“社工岗” 人员选任招录、薪
酬机制、管理考核、福利待遇等
职业制度体系全面建立。

（据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
“社工岗”政策落实取得阶段性成效

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

问：自我省遭受特大暴雨
以来 ， 在新闻和短视频平台
中看到很多社会组织以不同
的 方 式 参 与 到 防 汛 救 灾 中 ，
请 问 我 省各 社 会 组织的参与
情况如何？

王凌霄： 在防汛救灾紧要
关头， 河南省各社会组织响应
号召，闻汛而动、向险而行，迅
速投入到灾区的防汛、抗洪、抢
险、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8 月
4 日，全省共有 6800 多家社会
组织参与到这场防汛救灾保卫
战中，共计捐款 52.92 亿元，捐
物百万余件， 折合人民币 5.47
亿元，累计出动救援力量 19 万
人次。

问：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
深刻的事情？

王凌霄：英雄出自平凡，平
凡造就伟大。 全省各社会组织
在参与防汛救灾的过程中，出
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可
以说不胜枚举， 让我印象特别
深刻的有三件。 第一件是永城
市爱心义工协会运送物资的事
情。 该协会将筹集的捐赠物资
送至辉县市占城镇时， 发现整
个镇都被淹了， 很多群众被洪
水围困，好几天没吃没喝，义工
们不顾快齐脖子的水位， 立马
组织人员用冲锋舟将物资一一
运送至灾民手中， 很多灾民拿
到物资都哭了。

第二件是永城蓝天救援队

转移受灾群众的事情。 这次强
降雨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受
灾特别严重， 出现了山洪和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 永城蓝天救
援队接到汛情， 第一时间组织
人员奔赴现场， 在塌方和泥石
流中搜寻救援， 在七天连轴转
的搜救过程中， 共转移受灾群
众 1183 人。

第三件是平顶山市永安应
急救援队副队长吴志刚舍小
家为大家的事情。吴志刚今年
57 岁， 十多年来一直坚守公
益援救事业，在这次汛情中顾
不上住院的老母亲，带领队员
连续十天战斗在防汛救灾的
第一线， 共转移受灾群众 1600
多人。

党建引领 发挥自身优势

问：在这次防汛救灾中，省
社会组织管理局是如何引导动
员各社会组织的？

王凌霄：面对紧急汛情，我
局第一时间向全省各社会组织
发布《关于“风雨同舟积极投身
防汛救灾”的倡议书》，全省各
地社会组织管理部门进行了转
发和动员。 众多社会组织响应
号召，积极投身到防汛救灾中。

我们根据全省社会组织情
况，提出“三个一线”和“六个侧
重”，做到有的放矢。 即在参与
救灾过程中， 坚持党旗飘在一
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
线。 应急救援领域社会组织，侧
重参与重点目标巡护、 风险隐
患排查和群众转移、人员搜救、
物资运送、道路疏通、志愿服务

工作。 公益慈善领域社会组织，
侧重开展捐款捐物， 帮扶受灾
地区和困难群众。 基层社区社
会组织、社工服务机构、志愿服
务组织，侧重开展灾情预警、群
众安置、困难帮扶、社区服务、
心理疏导、 宣传动员等后勤保
障工作。 学术性、专业性和科技
类社会组织， 侧重开展专家学
者和专业人才针对防汛救灾和
遇险自救等科普宣传工作。 各
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 开展行
业自律， 侧重支持灾区生产企
业加快复工复产， 帮助恢复灾
区正常经济社会和生产生活秩
序。 其他社会组织，侧重动员本
行业、本领域、本单位力量，支
持灾区抗灾救灾。

勠力同心 争取更大胜利

问： 针对社会组织管理的
下一步工作，您有什么想法？

王凌霄：目前，我省面临着
两个非常关键的工作需要去
做，一是灾后重建工作，二是疫
情防控工作。

我局将严格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及
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
的部署安排， 积极引导全省各
社会组织有序规范参与，使其
成为本行业、本领域、本单位
和群众防疫防汛的“主心骨”，
为全面夺取“灾后重建攻坚
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胜利
提供有力保障。

（据《河南日报》）

永城市爱心义工协会义工们用冲锋舟运送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