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 是保障

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
基础性制度安排。

持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让救助更有力度、识别更有精度、
帮扶更有温度，就一定能为困难群众兜住底、兜牢底、兜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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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
启动乡村振兴促进法执法检查

为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
兴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近
日启动乡村振兴促进法执法
检查。

2021 年 4 月 29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乡村振
兴促进法，这部法律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记者从 24 日
在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乡村振兴促进法执法检查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检
查组将于今年 7 月至 9 月分
赴 8 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同时委托 6 个省（区、市）人大
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乡村
振兴促进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

据悉， 检查组将在全面了
解乡村振兴促进法贯彻实施情
况的基础上， 重点检查以下六
方面内容：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
水平等法律规定贯彻实施情

况； 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
制、 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
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等情况；
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法律规定执行情况； 加强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保障农民
合法权益、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等法律责任落实情况； 建立乡
村振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
制度， 细化落实乡村振兴相关
扶持政策措施情况； 地方性法
规和配套法规规章制订情况，
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和建
议等。

9 月中旬， 执法检查组将
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研究讨
论执法检查报告稿。 10 月下
旬，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
审议关于检查乡村振兴促进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据新华社）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
鑫介绍，2021 年以来， 我国实现
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平稳过渡，脱
贫群众收入持续增长，发展能力
持续提高，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良好开局。

受国务院委托， 刘焕鑫 21
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情况的报告时作了
上述介绍。

根据报告，2021 年以来，我
国聚焦重点群体，健全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帮扶机制；聚焦持续增
收，支持脱贫地区发展产业和脱
贫人口稳定就业。 脱贫人口和脱
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增速均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聚焦重点区域，加

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
度。“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
全保障质量持续提升， 脱贫地
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改
善。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第
三方评估数据显示，脱贫地区群
众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认可度达 94.9%。

“当前，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认真加以解决。 ”刘焕鑫表示，
一是一些地方对有效衔接的新
部署新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二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产业
就业支撑仍有不足。 三是有的地
方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工作落实
不够到位。 四是乡村建设和乡村
治理存在短板。

刘焕鑫表示，下一步将以更
硬的措施、更强的执行力，确保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
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把增加脱
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把
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
方向，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
差距。 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强“三农”领域干部能力和作
风建设。 （据新华社）

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
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体现的
是党和政府的民生厚度、政策温
度，以及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
一次性生活补贴，受疫情影响严
重地区可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
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统筹运
用发放实物、现金和提供服务等
方式……前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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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
各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扎实稳住经济、 完善社会民
生兜底保障措施有关要求。 从
扎实做好低保等基本生活救助
工作， 到加强对未参加失业保
险的无生活来源失业人员的救
助帮扶， 再到简化优化救助程
序、逐步推行社会救助全流程线
上办理，一系列务实举措，为保
障好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
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对困难
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
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
难。 ”一段时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多点散发，对困难群众生活造
成一定的影响。 方此之时，尤应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大对因
疫因灾遇困群众的临时救助力
度。 这既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存
权、 发展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兜住兜牢各类困难群众民
生底线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
工作。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 是保障
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
社会稳定的兜底性、 基础性制
度安排。 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进
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中央
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
算 1546.8 亿元已全部下达 ，多
个省份加大兜底力度、持续帮扶
困难群众……近期，更多人感受
到支持与温暖，增强了面对困难
的信心。

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
作，可及性、时效性十分重要。 比
如，江苏省民政部门落实“救急
难”机制，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
活存在困难的家庭及人员开展
先行救助，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受助及时；吉林长春强化临
时救助，及时为全市范围内城乡
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以及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临时补

贴，努力保障好困难群体基本生
活。 事实证明，统筹基本生活救
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
助等手段， 简化优化救助程序，
提高办理落实速度，才能让帮扶
更及时、更高效。

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
线，也需增加覆盖面、提高精准
性。 在确保低保制度持续平稳运
行的基础上，还要重点关注失业
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低保边缘
人口、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综
合运用各种手段、 加大摸排力
度、加强动态管理、及时发现救
助需求，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
救助，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不落一人。 实践中，一些地方利
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手段和资
源 ，变“人找政策 ”为“政策找
人”，主动发现困难群众，消除了
救助保障盲区， 推进了精准救
助。 同时，也要瞄准困难群众的
实际需求，实施分类化、差异化
救助， 在解燃眉之急的同时，帮
助他们增强自我发展的动力和
能力。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
户的事。 ”今天，我国已建立起一
整套社会救助制度，实现了弱有
所扶、困有所助、难有所帮。 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 持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让救助更有力度、 识别更有精
度、帮扶更有温度，就一定能为
困难群众兜住底、兜牢底、兜好
底，在新征程上凝聚“一起向未
来”的磅礴力量。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