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承沛对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介
绍，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
议精神和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大困难
群众救助帮扶力度，兜住兜好民
生底线，近期，民政部、财政部印
发了《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通知》， 部署各地进
一步完善相关兜底保障措施，切
实保障好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

一是扎实做好低保等基本
生活救助工作，保障好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 包括加大低保制度
的落实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 部署各
地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一
次性生活补贴。 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地区，可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
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同时要
求各地密切关注物价变动情况，
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足额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二是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帮助因疫遇困群众渡过生活难
关。 部署各地为未参保的失业
人员等困难群众提供临时救助，
对于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
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
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
农民工等未参保的失业人员，如
果没有纳入低保的话，经本人申
请，由务工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发
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对这些生
活来源暂时没有保障、生活遇到
困难的， 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
金。对于其他基本生活受到疫情
影响陷入困境、 相关社会救助
和保障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群
众， 可以及时通过临时救助给
予帮扶。

三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进
一步提高救助的可及性和时效
性。 部署各地加强摸底排查、主
动发现等工作，及时发现困难群
众的救助需求，跟进实施救助帮
扶。充分利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信息平台，强化对低收入人口
的监测预警，对发现的困难群众
及时干预、精准救助、综合帮扶。
全面落实临时救助“先行救助”、
“分级审批”等政策规定。在临时
救助方面， 群众遇到紧急的困
难，可以先行或立即给予少量救
助，不要让审批手续等影响到群
众生活。对因疫情影响基本生活
陷入困境的群众，由急难发生地

直接实施临时救助。简化优化救
助程序， 完善救助服务方式，统
筹运用发放实物、现金和提供服
务等方式， 提供精准救助帮扶，
缺什么，帮什么。 完善和落实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政
策措施，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救助
服务工作力度。

四是加强督促检查， 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要求
各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底线意识， 聚焦困难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切实兜住兜准兜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
线。 强化资金监管，严禁以任何
方式挤占、挪用、截留、滞留救
助资金， 不能在困难群众的救
助资金上打主意。 加强资金保
障， 统筹用好中央财政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和地方各级财
政安排的资金， 在下拨资金的
时候， 对疫情严重的地方适当
予以倾斜， 确保资金及时足额
下达。 通过这些方式，把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保住、保好。

媒体问答摘录

记者：唐部长在介绍情况时
提到 ，要为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对疫情困
难群众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对失业人员也有一些保障。 请您
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包括资金
保障或者发放方式等。

唐承沛 ：近年来，民政部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不
断健全完善低保等社会救助制
度，切实加强规范管理，稳步提
高救助水平， 全力确保兜住底、
兜准底、兜好底。 截至今年 3 月
底，全国共救助了城乡低保对象
4128 万人，城市低保的平均标准
达到每人每月 722 元，农村低保
的平均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542
元。1-3 月份，全国累计支出了低
保资金 462.1 亿元。 全国共有特
困人员 467.3 万人， 特困人员也
就是过去的“三无”或“五保”。 1-
3 月份， 累计支出特困供养资金
122.4 亿元。 这是今年一季度的
整体情况。

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
多点散发频发， 一些地方还发
生了较大规模的疫情， 客观上
对困难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一定
影响。 近期，民政部、财政部联

合印发《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指导各
地综合考虑困难群众的需求、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以
及疫情的影响，因地制宜，对困
难群众分类发放一次性补贴，
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
各项工作。 有以下几项：

一是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在原来的生活补助基础上增发
一次性生活补贴，保证他们的生
活水平不降低。 考虑到各地具体
情况有所不同，补贴的标准由地
方确定。 比如宁夏，确定为全区
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按照每
人 600 元的标准增发了一次性
生活补贴。 其他省份也陆续在开
展这项工作。

二是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
复工、 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
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
覆盖的农民工等没有参加失业
保险的人员，可以在务工地或者
经常居住地申请获得一次性临
时救助金。 今年一季度，全国共
对因疫临时生活遇困群众实施
救助 137.9 万人次，累计支出资
金 3.9 亿元， 这是全国的情况。
比如吉林省，因疫实施临时救助
27.6 万人次， 累计支出资金
6100 余万元；上海为 1.3 万受疫
情影响的困难群众提供了临时
救助。

三是跟踪物价变动，当物价
上涨达到启动条件时，及时启动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按时足额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 比如上海市，按
照每人 118 元的标准为城乡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因病支
出型困难家庭发放了价格临时
补贴。 这是总体情况。

为了支持各地落实好各项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政策，民
政部会同财政部已经下拨了
2022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1546.8 亿元，比去年增
加了 70.6 亿元，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高度关
心，可以说，对困难群众救助资
金的安排是有保证的。 下一步，
我们要强化资金监管，指导各地
用足用好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记者： 在疫情防控期间 ，民

政部如何做到及时响应困难群
众的求助需求，以确保他们需求
有门、受助及时？

唐承沛：为了及时发现响应
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做到早发
现、早介入、早救助，民政部门主
要是采取这么几项措施：

一是建立健全主动发现机
制。 就是在困难群众自主求助的
同时，采取“大数据+铁脚板”等
多种方式，主动发现需要救助的
困难群众，力求由“人找政策”到

“政策找人”。 但是人找政策的方
式还是需要的，主动发现就是加
大政策找人力度。

二是丰富完善求助渠道。 进
一步畅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等
困难群众自主求助渠道。 现在全
国开通了 3700 多条社会救助服
务热线， 我们将加强热线值守，
提高办理效率， 做到及时受理，
快速响应。

三是简化优化救助程序。 运
用“互联网+”、手机 APP 等信息
化手段，积极推行社会救助全流
程线上办理，提高办理效率。 疫
情期间， 适应疫情防控的需要，
线上办理得到很大的发展，简
化、优化了救助的程序。

四是积极推进异地救助。 落
实临时救助“先行救助”“分级审
批”等政策规定，对于在非户籍
地因疫情影响陷入临时困境的
群众，由急难发生地直接实施临
时救助， 切实为群众救急解难。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共实施了临
时救助 245.9 万人次， 累计支出
资金 28.2 亿元。

民政部门主要通过这些方
式，使困难群众求助有门，有求
必应，有难必帮。

记者：《通知 》里提到 ，要强
化对低收入人口监测预警 ，对
发现的困难群众要及时救助 ，
请问这个监测机制是怎样发挥
作用的 ？

唐承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件事。 2021 年以来，为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救
助制度， 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
扶，民政部探索建立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和常态帮扶机制。

首先，把低收入人口识别出
来。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
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
一部分群众基本生活存在一些
困难，这些人口可以称为“低收
入人口”， 这个范围除了现在已
经有的低保、特困以外，还有一
部分是家庭支出比较大，就业不
稳定的人员。 我们考虑按照家庭
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低于低
保标准的 1.5-2 倍来认定这些
人员，把他们找出来，纳入低收
入人口监测范围。 另外，还有一
些是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易返
贫致贫人口。 还有一部分人员刚
性支出比较大，生活水平或者说
他的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人均
可支配收入，他们的基本生活也
还存在一些困难。 所以，主要是
把以上这些人群识别出来，纳入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范围。

第二，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
动态监测。 去年以来，已经基本
建成了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信息平台。 怎么识别？ 一是线
下主动发现。 就是基层干部、民
政经办人员走村入户去核对核
查，把这部分人找出来。 二是信
息共享。 相关部门都掌握了困难
群众的信息，把这些信息归总起
来以后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一部
分困难群众， 这是线上比对监
测。 通过这些方式，线上线下相
结合，预警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
群众。 预警以后，及时推送到相
关部门和基层的民政经办部门，
开展综合性帮扶。 目前，全国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基
本建成， 归集了 6200 万左右低
收入人口的信息， 这是动态的，
有进有出。 这里面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约 4600 万， 低保边缘家
庭、支出型困难人口约 1100 万，
另外还有易返贫致贫和其他困
难人员 500 万左右。 初步实现了
低收入人口的信息汇聚、常态监
测、快速预警。

第三， 根据不同类型的低
收入人口的困难程度和致困原
因，划定救助圈层，实施分层分
类救助。 对于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给予基本生活救助。 对于低
保边缘和刚性支出较大的家
庭，给予临时救助，或者医疗、
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
他有什么困难， 我们就解决什
么问题。 对于暂时不符合现行
的救助条件， 也要加强常态监
测，他们确有需求的时候，启动
相应救助， 同时动员慈善力量
提供救助和帮扶。

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国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为抓
手，健全主动发现机制，拓展平
台功能应用，实现与相关部门数
据共享的机制化、常态化，更好
地发挥监测预警和常态救助功
能，及时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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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举行困难群众帮扶有关工作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 本报记者 李庆

6月17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
长陈金甫介绍困难群众帮扶有关工作情况， 并就相关
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现场（图片来源：国新网 张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