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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崂山区：

打造困难群众“益同行”多维救助模式

益言堂

� � 2021年，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承接“全国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
点”。 为此，崂山区印发了《崂山区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

方案》，将试点工作纳入区委《2021年鼓励创新工作要点》和全区高质量发展综合
绩效考核高位推进；同时投入财政资金 200万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目标，以困难群众救助需求为导向，在有效夯实物质救助的基础上，积
极开展困难群众“服务类”救助，积极探索多维救助，确保社会救助服务更精准、
更精细，社会救助综合保障水平不断提升。青岛市崂山区民政局局长

青岛市崂山区民政局副局长
青岛市崂山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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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做法

（一 ）完善服务网络 ，摸
准兜全精细救助

一是实现服务网格管
理，开展“帮办代办”。 组建区
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加
强与各救助职能部门的工作
对接、政策衔接和信息共享；
打通服务困难群众“最后一
公里”， 在全区 30 个管区服
务中心配备专职社区工作
者， 设立社会救助“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服务窗口，有
效构建“三公里社会救助服
务圈 ”， 实现救助资源整
合，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受助及时；在社区全面
实 施 社 会 救 助 网 格 化 管
理， 将每个社区划分为二
至三个网格，依托 167 个社
区网格工作站， 设立社会救
助工作站， 实现救助服务事
项由社区“格格”开展零距离

“帮办、代办”，实现困难家庭
申请救助“一次不用跑”的人
性化服务。

二是开展服务需求评
估，确保科学施策。 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 由第三方
专业组织对全区 2000 余名
低收入人口的救助服务需求
进行全面入户调查， 分类聚
焦低保、 特困人员中的残疾
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开展调
查评估，系统整理、归纳社区
资源和困难群众面临的心
理、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主要
困难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梳理形成包括健康、就医、资
源链接、精神慰藉、志愿服务
等 20 个方面的救助服务需
求清单， 并逐户建立服务需
求档案，形成了《崂山区困难
群众服务类救助需求评估报
告》，对困难群众迫切的服务
需求进行数据分析， 为有针
对性地实施服务类救助，打
造“物质+服务”的救助体系
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组建服务顾问团
队，提供专业服务。 积极链接
社会资源，组建“益”呼百应
顾问团队，形成政府、社会救

助合力， 帮助困难群众排忧
解难，围绕政府物质类、社会
服务类、 社区睦邻友好类救
助服务， 向困难群众提供资
源链接、 救助指引和政策宣
传， 针对困难群众提出的个
性化救助服务诉求，提供“顾
问式”“陪伴式”服务，对困难
群众实施全方位救助保障；
针对困难群众的需求紧迫
度，开展立体式救助服务，提
高社会救助响应速度； 针对
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和困难
状况， 制定个性化的救助解
决方案， 提升社会救助专业
水平。

（二 ）多维开展服务 ，救
贫解困多措并举

一是加大投入， 夯实困
难群众物质保障； 二是需求
导向， 开展困难群众定制服
务。 崂山区在夯实困难群众
物质保障的基础上， 聚焦困
难群众需求，注重“人”的发
展， 开展定制化救助服务,投
入财政资金 200 万元开展

“益同行”社会救助综合服务
项目。

聚焦困难家庭失能、学
生等特殊群体，开展“一户一
策”靶向救助项目。 对 582 名
低保、低收入和因病支出型
困难家庭中的失能人员，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
展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等服
务， 累计发放照料补助 333
万元；建立低保家庭在校子
女餐费补助机制 ， 为全区
279 名低保在校子女发放餐
费补助 52 万元， 有效提升
了困难家庭子女的教育保障
水平。

聚焦困难家庭中的病、
残等特殊群体， 开展困难群
众医疗服务项目。 成立工作
指导专班、五个工作小组、按
片区分成医疗救助小队，开
展困难群众医疗服务项目，
开展健康体检、用药指导、医
疗诊断、健康咨询、协助就医
等服务。 按照专业服务程序
开展社区健康咨询活动，摸
清急需医疗服务需求人员的
基本情况， 建立困难群众医

疗服务档案， 目前已累计开
展困难群众医疗服务 200 余
人次。

聚焦困境老年人、 困境
儿童等弱势群体， 开展困难
群众“全心”成长社会心理救
助服务项目。 截至目前已为
139 名困境人群 、164 名 困
境儿童 、45 名困境老人建
立心理档案，累计开展 200
余人次心理咨询及个案跟
踪服务。

聚焦特困人员和困难孤
寡老人， 开展“爱助困境老
人”救助服务项目。 发挥区域
高校资源优势， 由大学生志
愿者为困境老人定期开展卫
生清洁、 亲情陪伴、 陪同送
医、生日派对、临终关怀等服
务， 项目开展至今共有 3175
人次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累计服务困境老人共 1768 人
次。 志愿者通过详细客观的
观察共建立 93 份动态贫困
档案、 通过编写整理 333 份
志愿服务日志以详细记录每
位老人每次服务主要流程及
服务内容，以便总结、优化服
务流程， 为后续服务提供数
据档案支持。

聚焦困境儿童和孤儿等
弱势群体，开展低保困境儿
童“微心愿”项目和“春风
崂山、志在少年”阅读项目。
目前已收集微心愿 600 余
个， 已有 30 余家单位与个
人认领微心愿 128 个；为全
区 249 名困境儿童家庭开
通了免费读书会员， 实行
物质奖励以激励困境儿童
借阅书籍 ， 满足困境儿童
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 ，努
力提升全区困境儿童的幸
福指数。

聚焦困难群众的个案诉
求，开展“众创+”救助服务
项目。 通过资源链接、社会
帮扶与专业化服务相结合
的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如开展困境儿童

“护航计划”， 由 30 余家单
位成为首批“护航联盟”成
员，推出 50 余项服务内容，
为困境儿童全周期成长“保
驾护航”。

（三 ）强化服务统筹 ，链
接资源“五社联动”

一是引入平台思维，确
保长足发展。 围绕社区组织
挖掘、救助项目能力提升、服
务空间运营三项重点工作，
打造崂山区“助力方”立体式
救助服务体系， 并依托管区
党群服务中心打造集大数据
展示、志愿服务站、社会工作
站、需求服务对接站、居民活
动中心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线
下平台。 引入“正道系统”对
所有救助服务项目进行评
估、监管；成立“崂善行”公益
基金，并在“腾讯公益”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线，
通过凝聚社会爱心力量，给
予困难群众关爱与支持，补
充现行社会救助政策的短
板， 有效防止社会救助“断
崖”效应，使边缘困难群体在
遭遇重大疾病或其他突发困
难情况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救
助和帮扶。

二是建立响应系统，确
保精准对接。 为进一步完善
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确
保困难群众救助诉求能够精
准对接社会资源， 诉求及时
得到响应和服务， 崂山区研
发了“红哨子”困难群众救助
服务系统，由社区网格员、党
员代表、 居民代表和社会组
织作为困难群众救助服务诉
求的“吹哨人”，将发现的困
难群众的救助服务诉求及时
上传、登记到系统，由系统中
认证的社会组织、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进行响
应和认领， 实现社区为困难
群众吹哨、 社会力量和资源
快速集结响应，建立常态化、
精准化的困难群众救助诉求
响应机制。

三是统筹社区资源，激
活内生动力。 在党建引领
下 ，以解决困难群众“急难
愁盼 ”问题为目的，以动员
社会广泛参与为手段，以社
区居民自治管理为方法，开
展“崂善行”救助服务居民
提案试点工作，采用培育社
区社会组织和救助服务项
目的方式，构建以社区为平

台 ,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 ,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 ,
志愿者为补充，社区企业等
资源为驱动的“五社联动”
救助服务新机制， 激活居民
群众参与救助服务积极性，
完善社会救助服务体系，拓
宽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渠
道，有效提升社会救助综合
服务水平。

二、取得的成效

崂山区在推进全国社会
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中，
初步实现了“六个转变”：

一是实现由“救”到“助”
的转变。 促进社会救助由基
本生活保障到助人自助，实
现困难群众在社会救助中
“人”的发展，有效阻断贫困
代遗传递。

二是实现由“人找政策”
向“政策找人”的转变。 救助
模式的转变深化了主动发现
机制，困难群众“吹哨人”机
制的建立促进全民参与困难
群众的救助帮扶。

三是实现由“一元救助”
到“多维救助”的转变。 促进
困难群众救助由传统的给钱
给物的物质救助向心理救
助、生活照料、能力提升和社
会融入的服务类多维救助的
转变。

四是实现由“输血式”到
“造血式”的转变。 更关注困
难群众这一“沉默群体”的潜
力和发展，更注重打造“预防
型”“发展型”救助服务体系，
激发潜能改变生活困境。

五是实现由“单一政府”
到“政府+社会”多元化救助
主体的转变。 由政府一家主
导到社会 N 方参与， 筹集多
方资源来满足困难群众多样
化、个性化的救助需求。

六是实现由“普惠式”
救助到“私人定制式”救助
的转变。 由面向一个困难群
体制定救助政策的模式，发
展为针对一名困难群众制
定“一户一策”式的救助方
案，提升每一名困难群众的
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