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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武警基金会
2.国际武术发展协会
3.中华陶瓷大师联盟
4.中国天使投资联盟
5.中国慢性病康复理疗研究院
6.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

7.中国建筑环境设计产业联盟
8.中华兰陵爱心联盟慈善总会
9.中小城市公交改革与发展企业
联合会
10.全国工程机械行业商协会联盟
11.中工智能制造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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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牵头组织召开
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2016年，国务院
要求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

度，截至 2021年第 2季度，已分
别惠及困难残疾人 1198.1万人，
重度残疾人 1481.3万人，有效缓
解了残疾人群体的基本生活困

难和护理困难，是残疾人脱贫攻

坚全面胜利、实现全面小康的坚

实制度支撑。进一步完善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对于巩固拓展残

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各地要按照《意

见》有关要求，确保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应享尽享残疾人两项补

贴，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加强政策衔接。要

按照《意见》提出的精准管理、便

民利民等要求，推动残疾人两项

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

办”，有条件的地区要将残疾人

两项补贴的残联审核、民政审

定权限一次性下放到乡镇（街

道），建立与养老、孤儿等相关

数据定期复核机制，建立基于

人脸识别生存验证功能的精准

复核和动态监测预警机制。要

运用大数据监测方式建立主动

发现机制，对办证残疾人、新纳

入低保、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

人，进行一次性政策告知。要借

鉴“渝快办”“天府办”等政务服

务平台与全国残疾人两项

补贴信息系统对接的做法，

为群众提供多渠道、本地化

“掌上办”“掌上查”服务。

要做好残疾人证等相关证

件核发管理，进一步规范残疾

人证办理的操作流程，确保新

申领残疾人证和残疾等级评定

符合标准和程序。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

政牵头、残联配合、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要加强

技术保障，强化全国残疾人两

项补贴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

用，定期开展数据比对，鼓励开

设生存验证功能，确保线上、线

下发放数据一致。要根据当地

实际工作需求和财力情况合理

编制预算，科学安排补贴资金。

要加强监督保障、严格发放管

理，做到按月、准时、足额发放

补贴。要加强舆论保障，提升残

疾人政策知晓度，广泛宣传残

疾人两项补贴扶残助残的典型

案例，引导激发广大残疾人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会上，北京、内蒙古、江苏、

江西、宁夏等 5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民政厅（局）作了典型经验

交流。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财政

部社会保障司、中国残联教育就

业部及信息中心有关负责同志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民政、

财政、残联及信息化工作有关负

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近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发力，精

准打击，依法关停了 2021 年第
六批 11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
其新媒体账号，清除了有关关联

网页。

自今年 3月 20日进一步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以来，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已取缔

的非法社会组织的网站进行排

查，前期已分五批次关停了 56家
仍在运营的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及其开办的微信、微博等新媒

体账号，进一步夯实了线下打

击整治成果，巩固了线上线下

治理闭环。

民政部将持续保持高压打

击态势，加强网络监测与排查，

线上线下同步查处，坚决铲除非

法社会组织的滋生土壤。对于性

质恶劣、屡教不改的非法社会组

织发起人，还将提请工信部门依

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办者）

黑名单。 （据民政部网站）

同时，还要做好社区群众

身边的慈善，强化慈善的便利

性、普及性和可及性，引导慈

善资源向基层倾斜。创新慈善

资源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社区志愿服务等方面的联动

机制。

第二，要大力弘扬慈善文

化。“人人皆可慈善”，慈善是

一个社会性的事业，需要社会

各界的广泛参与，这也是慈善

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年 9
月 5 日是第六个中华慈善
日，民政部隆重表彰在慈善

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第十一

届“中华慈善奖”的获奖者，

希望社会各界向这些榜样学

习，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

第三，要培育慈善组织，

加强慈善组织的建设。在现代

慈善事业中，慈善组织是连接

社会慈善供需的纽带，大力发

展慈善组织，发展志愿服务组

织，提高慈善资源的组织能

力、配置能力。

作为对社会组织、慈善组

织的监管部门，民政部要加

强对慈善组织事中事后的监

管，加强联合执法，让慈善组

织的募集的每一分钱、用出

的每一分钱都能够清楚透

明，确保群众的爱心善举直

达所需，确保每一笔慈善资

金、每一个慈善项目都能放

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让它更

有效地发挥作用。

王爱文表示，现代慈善在

形式上已经大为创新，随时随

地慈善已经成为可能，希望通

过民政部门大力推动，让慈善

成为一种行为、一种习惯、人人

都能献出爱。

超 9 万家社会组织开展
了脱贫济困项目，投入资
金达 1245 亿元

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引

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方面民政部做了哪些工作

的问题时，民政部副部长詹成

付分享了一个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

湖南省有一个县叫平江

县，它是彭德怀元帅当年发动

“平江起义”的地方，是革命老

区也是已经脱贫的国家级贫

困县。该县有一个社会组织叫

平江县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

善协会，这个协会虽然登记的

层级不高，但作用很大，正能

量满满。

近年来，他们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精准结对帮扶 3.5万户
困难群众，筹集帮扶资金 3.27
亿元，惠及 20 多万人次。这个
县有一个姓郑的村民是他们

协会的帮扶对象。这位姓郑的

村民丈夫在去世后，留下了她

和 70 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两
个未成年的孩子。上有老、下

有小，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四口

之家，在享受了国家各项政策

包括救助政策之后，家庭生活

依然是十分困难。

怎么办？协会得知了这个

事情以后，迅速的将这个家庭

纳入他们的帮扶范围，每年给

予这个家庭 12000 元的资助。
并且帮助郑姓村民找到了一

份工作，每个月有 2000 块钱
的固定收入。就这样通过一点

一点的努力，协会不仅帮助了

许多像郑氏村民这样的家庭

走出了生活困境，也大大地改

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增强了

他们的生活信心。

平江县大爱平江扶贫助

困慈善协会的事迹仅仅是社

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

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在“十

三五”期间全国有 9 万多个
社会组织直接开展了脱贫济

困项目，投入资金达到 1245
亿人民币，受益对象超过 1 亿
人次。这 1 亿人次中，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就有 1282.81 万
人次，社会组织参与脱贫受到

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一片

好评。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社
会组织共有 89.4 万家，是建
国初期的 2 万多倍，是改革开
放初期的 180 倍。我国社会组
织广泛分布于经济生活的方

方面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

量。在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方面，各级民政部门

做了大量工作。

社会组织搭建了一座桥

梁，一头是基层群众的需求，

一头是社会组织的供给。民政

部门的工作就是推动供需见

面、自主选择、精准互动、依法

运行。

詹成付最后用“三座桥”

来比喻社会组织的发展意义：

这是一座惠民之桥，它让人民

群众得到了实惠。这是一座健

身之桥，它让社会组织在脱

贫攻坚的实践中得到了锻

炼，增长了才干。这是一座同

心之桥，它让广大社会组织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先进政

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与党

同心同德社会组织前途一片

光明。

（上接 03 版）

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关停
今年第六批 11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附：2021 年第六批被关停网站的 11 家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9月15 日，民政部牵头组织在京召开完善残疾人两
项补贴政策电视电话会议 ，动员部署落实 《民

政部 、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有关工作。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中国残联党组成
员、副理事长相自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