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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云南打造“政府救助平台”
超 10 天未办结将进行督办

打通帮扶“最后一公里”

“农村低收入群众可通过一
部手机办事通、 微信小程序、手
机 App 等渠道进入‘政府救助平
台’，以‘自己举手’或‘他人代
举’的方式，申请涉及 7 个行业
部门的 15 个服务事项。 ”云南省
乡村振兴局负责人唐家华告诉
记者，救助包括民政部门“临时
救助、特困供养、低保”服务事
项，人社部门“找工作、找培训”
服务事项，住建部门“农村危房
改造”服务事项，水利部门“农村
饮水安全”服务事项，教育部门

“控辍保学”服务事项，卫健部门
“医疗机构查询、慢病健康管理、
大病专项救治、看病预约”服务
事项以及医保部门“参保登记、
异地就医未报销、 大病救助”服
务事项。

县（市、区）政府各职能部门
接到平台派单后，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原则，对群众的每一个
诉求申请逐一核查反馈。 各行业
部门数据共享，实现“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打通精准监测
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政府救助平台作为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重要
补充，与干部常态化排查和部门
筛查预警双向发力，共同构建自
下而上入户排查和自上而下监
测相结合的常态化预警体系。 ”
唐家华表示， 通过“政府找”和
“找政府”双向发力，形成线下网
格化和线上网络化的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的快速发现和
响应机制。

织密兜牢基本生活保障

“申请人认为自己生活有困
难的， 只要填写家庭成员信息、
收入支出情况、财产情况 3 个方
面的信息；申请临时救助，则需
说明遭遇的突发情况，在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授权
书上签字。 ”云南
省民政厅副厅长
张良玉介绍，在
“政府救助平台”
中， 民政部门负
责因基本生活困
难申请的低保、
特困供养、 临时
救助三项救助业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扶志扶
智长效机制，‘政府救助平台’为
低收入人群提供培训、求职等救
助服务内容。 ”云南省就业局局
长李昆介绍，在“找工作”服务
中， 依托全省统一的就业岗位
库，通过“三推荐、三回访”机制，
根据申请人的就业意愿，进行三
轮岗位推荐，每轮匹配并推荐 15
个岗位信息、最多可为每位申请
人推荐 45 个岗位信息， 并在每
轮推荐后都会及时进行回访，对

“零就业家庭”人员，还可以采取
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在“找培训”服务中，服务结
合申请人的培训需求和当地培
训计划， 对于有相应培训计划
的，最多进行两轮培训课程的组
织安排；对于暂无对应培训计划
的，最多进行两轮其他培训项目
的推荐动员；在每轮组织或动员
后，都会及时进行回访，了解申
请人的参训意愿、参训情况。 对
“零就业家庭”人员，还可以额外
增加一轮组织、动员服务。

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

打开“政府救助平台”页面，
医疗机构查询、 慢病健康管理、
大病专项救治、看病预约事项一
目了然。“四个健康帮扶事项的
上线，虽然并未改变急危重症患
者需直接到医疗机构就医的规
则，但增加了农村低收入群众获
得帮扶的渠道。 ”云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邓斯云向
记者重点介绍了“大病专项救

治”和“慢病健康管理”事项的服
务内容。

“大病专项救治”可对患有 36
种大病的农村低收入群众实施有
效救治， 群众纳入“大病专项救
治”后，按照“定定点医院、定诊疗
方案、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的方式
对患者进行救治。 群众通过填写
个人有关信息和病种， 并上传诊
断证明后完成申请， 县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 县级医院的大病专
项救治定点医院分别在规定的时
限受理和办理， 最后在平台上进
行办理结果反馈。

“慢病健康管理”事项则可帮
助患有原发性高血压、 Ⅱ型糖尿
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 4 种慢
病的农村低收入群众实施有效健
康管理。群众被纳入“慢病健康管
理”后，会得到家庭医生签约，为
其提供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
咨询和中医干预等综合服务，还
可提出用药需求， 由医疗卫生机
构按照处方管理规定有偿或无偿
提供药品供应服务。

持续深化医保制度改革

“政府救助平台上线的医疗
保障服务分别是居民医保参保
登记、异地就医费用报销和申请
大病救助 3 项。 ”云南省医疗保
障局副局长高志学表示，通过信
息化手段，实现线下业务线上办
理，让农村低收入人口无论身处
本地还是外地，都能在线提交资
料， 享受医保业务申请与办理
“一条龙”服务。

记者了解到， 在居民医保参

保登记和异地就医费用报销方
面，不论是尚未参加，还是已参保
居民医保的农村低收入群众，均
可通过相应模块填写个人信息，
拍照上传身份证、居住证；异地就
医的患者要上传医院住院收费票
据、住院费用结算单、出院小结或
出院证，提交办理申请。 县（市、
区）医保经办人员在线审核后，根
据审核情况向申请人推送提示信
息。 申请人根据提示完成材料补
充完善及在线保费缴纳， 即可实
现参保或异地就医费用报销。

“已参保的农村低收入群
众，如罹患儿童白血病、儿童先
心病、 乳腺癌等 22 种重特大疾
病，亦可提交办理申请。 ”高志学
表示，“政府救助平台”上线的同
时，做好原有的线下服务。 农村
低收入人口之外的其他参保人
办理参保登记、 异地费用报销
等，仍可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
等原有在线渠道申办。

保障危房改造及饮水安全

“农村危房改造服务事项方
面，当农村低收入群体出现住房
安全问题时，可进入‘政府救助
平台’提出申请。 ”云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赵志勇
告诉记者。

农村危房改造服务的流程
为：低收入群众通过平台填写个
人基本信息及房屋安全隐患问
题等信息后，提交申请单。 经县
级民政、 乡村振兴局确认后，由
县（市、区）住建局进行受理并对
房屋进行鉴定，鉴定属于 C 级或
D 级危房的，由乡镇（街道）组织
民主评议进一步核实，最终经县
级住建部门审核通过后由乡镇
（街道） 组织对危房实施维修加
固或拆除重建，改造完成后由县
级住建部门进行验收。

为了全力做好农村低收入
群体“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原
则上对农村所有符合政策且有
改造意愿的农村低收入群众，只
要住房属于 C、D 级危房的，均
可纳入改造范围。 对于危房户和

无房户无改造意愿、愿意或已通
过其他方式解决安全住房的（如
投亲靠友、租住安全房等），可不
纳入危房改造范围，但原有危房
不能再用于居住。

“饮水安全方面，需要政府
救助的问题主要涉及停水、水量
不足、用水不方便、浑浊、有异味
等，可申请政府救助。 ”云南省水
利厅副厅长高嵩介绍，当群众申
请饮水安全困难事项后，系统自
动推送到县级水利（水务）局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会针对问题做
出是否接单，若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注明拒绝受理理由后推送给
申请人；若属于受理范围，工作
人员会在 24 小时内受理， 并向
乡镇水利（水务）部门派单。 乡镇
接单后，需要在 2 个工作日内派
人前往问题发生地进行现场核
实。 若问题属实，乡镇工作人员
将在 5 个工作日内采取有效措
施解决问题；若存在的问题需要
采取较大工程措施才能解决，工
作人员会将解决措施推送给反
映问题的群众，并在线下继续推
动工作直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四步法”解决辍学学生劝
返难题

云南省教育厅在兰坪白族普
米族自治县控辍保学的经验基础
上，形成了“宣传教育、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申请强制执行或提起
诉讼”的依法控辍“四步法”。

“控辍保学是巩固脱贫成果
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救助平
台’通过‘群众端’的群众举手、
班主任反映两种方式找到辍学
学生；通过‘政府端’的多部门联
动、‘四步法’来解决辍学学生劝
返难题。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春骅表示。

张春骅表示，省教育厅将用
好“政府救助平台”，强化“互联
网+控辍保学”管理工作，持续常
态化抓实控辍保学工作，确保除
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的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义务
教育。 （来源《云南日报》）

据《云南日报》消息，近日，云南省充分运
用信息技术打造的“政府救助平台”上

线运行。群众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
题等提出救助、帮扶申请事项的办理时限最长超
过 10 天仍未办结的，云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推进
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进行督办。

那么“政府救助平台”如何运行？针对群众关
于“两不愁三保障”诉求如何督办？这一民生工程
如何紧紧抓住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打
通难点、痛点、堵点？

今年以来，云南省把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
扶工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首要任务，
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云南省充分运用信息技
术打造的“政府救助平台”已于近日上线运行，该
平台涉及 7 个行业部门 15 个服务事项， 覆盖农
村低收入人口，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确保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
就业帮扶以及基本生活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