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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阳光救助暖万家
本报记者 陈 郁

“真像做梦一样！若不是政府的好政
策，咱啥时才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住进
生活设施齐全、租金低廉的廉租新房，原本
家境贫寒的高文良一家甭提有多高兴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建立健全，许许多多像高文良一家那样的生
活困难群众，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
保障。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对家庭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
人口给予的差额现金救助，主要解决城乡贫
困人口在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基本生
活方面的困难。

我国城市低保与农村低保分别于 1997
年和 2007 年在各地全面建立，2007 年底实
现城乡全覆盖，实现了用制度保障全体城乡
居民基本生活的历史性突破。截至今年 8 月
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2085.9 万人、
农村低保对象 5304.8 万人，基本做到应保
尽保。

与此同时，救助水平持续提高。截至今
年 8 月，全国平均城市、农村低保标准分别
为每人每月 352 元、每人每年 2264 元，较
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3.2%和 18.7%；1至 8月
全国累计支出城市、农村低保资金分别为
476.5 亿元、555.7 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
增长 16.0%、27.5%；城市、农村低保月人
均补助水平分别达到 239元、104元。

此 外 ， 为 保 障 农 村 最 困 难 群 体 的 生
活 ， 我 国 农 村 “ 五 保 ” 供 养 工 作 稳 步 推
进，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村“五保”供养
政策法规体系，将供养资金纳入地方财政
预算专项保障，并适时调整“五保”供养
标准，提高了“五保”对象生活水平。为
推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规范管理
和服务，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已有 29 个
省份开展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法人
登记工作，加快推进敬老院转型升级。

2012 年 9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政策措施，要求各地抓紧建立居民家
庭 经 济 状 况 核 对 机 制 ， 完 善 审 核 审 批 流
程，强化监督检查，夯实基层能力，推动
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科学化、精确化
和规范化。

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的小女孩蓓蓓，
2008 年 5 月确诊患急性淋巴白血病，数
十万元的治病费用让小蓓蓓一家不堪重
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普陀区红十字
会联系上海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爱
心企业，积极开展“阳光成长计划”爱
心资助活动；普陀区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为小蓓蓓报销 24.8 万余元医药费⋯⋯

“当困难群众遇到临时性、突发性困
难，穷尽其他社会救助及社会保障制
度仍然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时，就需要
通过临时救助制度解决他们面临的困

难 。” 民 政 部 社 会 救 助 司 副 司 长 刘 喜
堂说。

早在 2007 年，民政部就下发了 《关
于进一步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
知》，部署各地探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截至目前，全国 25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 建立了临时救助制度，部分省份还
建立了临时救助专项资金。救助范围普
遍由城乡低保对象扩大到低保边缘群
体，部分地区还将常住非户籍人口和外
来务工等流动人口纳入救助范围。

2009 年，民政部等 4 部委发布 《关

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
见》，大力推进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
善。按照 《意见》，各地积极推开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并加快推进

“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目 前 ， 全 国 已 有 超 过 2250 个 县

（市、区） 开展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服务。据统计，今年前 6 个月，全国共
给予医疗救助 3820 万人次，支出医疗救
助资金 94.3 亿元，比上年大幅度增长
61%；共给予临时救助 146.1 万户次，支
出资金 179.5亿元。

民政部日前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社会
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的通知》，要求进
一步加大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
助、临时救助等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实施的
监管力度。

“城乡低保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托底性民生保
障的核心，低保金是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命
钱。民政部对低保中的问题采取‘零容
忍’态度。”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

为此，除了督促地方认真严肃查处
外，民政部还指导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杜绝相关问题的发生，包括完善制
度，进一步完善低保对象认定的收入财产
条件等。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0 个省份
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对申
请对象的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作出规定；健全机制，探索建立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机制，从多方面核实低保申
请人的家庭收入、财产等情况，增强基层
民政部门认定低保对象的能力，目前上
海、河北等 15 个省份已经建立省级核对
工作机构，年内全国 30%的地区将建立核
对机制；落实责任，强化乡镇（街道）的受

理责任、审核主体责任和县级民政部门的
审批主体责任，搞好公开公示、长期公示，
增强工作透明度，实施“阳光救助”。

此外，民政部门还规范低保标准科
学制定和动态调整机制，探索社会救助
标准法定量化机制，指导地方动态、适
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低
保标准制定层级等。“将在全国全面建立
跨部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督
促各地建立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刘喜堂说。

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广大城乡困

难群众构筑了一道坚实的社会安全网。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社会救助对象不断增加，

救助内容不断扩展，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显现出一些

不足，例如法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难以适应依法

救助的要求；发展不够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

会救助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很重；管理服务手段滞后，

难以支撑社会救助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基层服务

保障能力薄弱，制约了制度的公平公正实施等。

要有效弥补这些不足，真正实现阳光救助，需解

决 3个方面问题：制度、监督、理念。

完善制度。2012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从低保对

象认定条件、低保审核审批程序、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动态管理、工作监管、投诉举报核查和制度衔接

等多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低保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按照《意见》要求，民政部门进一步完善低保对

象认定的收入财产条件，明确低保审核审批流程中

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等关键环节的管理规则，探索

建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强化乡镇（街道）

的受理责任、审核主体责任和县级民政部门的审批

主体责任，增强了社会救助工作的透明度。

强化监督。加强监督管理是确保社会救助公平

公正的重要手段之一。民政部日前下发《关于建立

健全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大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实施的监管力度，有效

规范从业人员职务行为，确保社会救助制度公平实

施。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不断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接

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群众监督。据了解，国务院近期

将就《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

意见》贯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查重点包括机

制建立、完善政策、规范管理、资金筹集和使用及工

作保障等情况。

树立理念。社会救助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

民生连着民心，与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党

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完

善社会救助体系”的决策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

一步加强民生保障，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

平；必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能力建设，用完

善的制度和有效手段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必

须进一步狠抓政策落实，更好地发挥社会救助的“保

底”作用。当前条件下，就是要加快推动立法和制度

及工作机制创新，努力形成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机

制健全、管理规范、衔接配套、保障有力”的格局，让

生活困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更高要求。

走进辽宁省本溪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记
者能感受到特护区里涌动的温情。只见每
一个房间、每一位孤寡老人的床边身旁，都
有一位面带笑容的“亲人”，唠家常、喂水果、
整理衣物⋯⋯一个女孩正在为老人剪脚趾
甲，动作轻柔，她告诉记者，“脚趾甲增生，不
敢使劲，怕弄疼了老人”。

福利院服务科科长马娜说，福利院的老
人都是孤寡老人。由于没有亲人，经常感到
失落、孤独，多数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抑
郁、焦虑等状况。“因此，我们就想方设法为他
们做好服务，让他们觉得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我们就是他们的儿女。”马娜说。

眼下，本溪天气渐冷，平日就关注孤寡
老人的慈善义工们更加频繁地到敬老院、患
病贫困老人家中走访服务，让他们感受来自

社会的温暖。在本溪，帮助弱势群体，扶助
贫困居民，已经成为人们认为最理所当然、
最经常的举动。

本溪市现有城乡低保及边缘对象 7.8
万人，今年以来，市政府采取提高城乡低保
标准、资助城乡低保及边缘对象参加大额医
疗补充保险、开展专项救助等办法，着力缓
解贫困群众的生活难题。但是，仍有一些需
要帮助的人等待更多的关注和援手。

李清华是一个正在辽宁大学读大三的
女孩，家住本溪市明山区矿院社区。今年
春节前，她被查出患上白血病，需要做骨髓
移植挽救生命。并不富裕的家境，让她的
治疗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难题。辽大的同
学、老师们把一份份关怀和温暖送给了李
清华，为她捐款 10 万元。但移植费用要 30

万元，另外的 20 万元费用仍让一家人心急
如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本溪市的益心
爱慈善义工团队创建了“祈福李清华ＱＱ
群”，开通了新浪微博，一场挽救生命的爱
心接力开始了。短短 12 天时间，人们为这
个患病的大学生捐款 20 多万元。新时代
雷锋郭明义得知情况后，写来亲笔信鼓励
李清华战胜病痛并捐款。一个年轻的生命
在大家的帮助下得救了！现在，李清华正
接受治疗。她的母亲说，如果没有大家的
帮助，孩子可能早就离开人世了。另有一
位患白血病的贫困男孩郑诗凡，6 月 1 日这
天也收到了市民为他奉献的爱心：一上午
时间，募集到捐款 9 万元！

本溪现有注册慈善义工 2000 多人，他
们活跃在城乡各地。日前，本溪市慈善总会

八支队的 10 多名义工来到本溪满族自治县
清河城镇城西村，看望生活困难的村民孟宪
伟，为他送去急需的帐篷等物品。慈善义工
与孟家“结缘”，是因为孟宪伟的 9 岁女儿小
萍。小萍是个聋哑人，由于重度耳聋，她的
眼睛是蓝色的。小萍在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做康复训练时，义工们认识了这个“蓝眼睛”
女孩，得知她的生活状况后，大家经常去她
家看望，并送去生活用品。这次，义工为她
家带来了衣物，并去看望小萍生活特别困难
的爷爷奶奶，并且送上捐款，令两位老人感
动不已。

实际上，本溪市参与扶贫帮困的队伍数
量已经无法准确地用数字来表述。从机关
干部到高校师生，再到社区群众，热心扶贫
济困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的精神力量。

用热情谱写爱心“大合唱”
——辽宁本溪形成扶贫济困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杨 苗 李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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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专项救助制度

大力推进“阳光救助”

10月21日，民政部启动“社会救助宣传周”主题活动。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建立健全，救助覆盖面不断扩大，救助水平持续提高，在保障改善民生、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实现

阳光救助
张蔚蓝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救助能
力建设，积极建立社会救助组织网络，目前市本级和
13 个区、县（市）均成立了帮扶救助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社区（村）建立了帮扶救助服务站，形成了市、区

（县、市）、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救助圈”。
杭州“四级救助圈”制度对不同困难程度的家庭实

行分层救助，除低保家庭、残保对象外，将家庭人均收
入在低保标准 1.2 倍以下、因病致贫家庭人均收入在
低保标准 1.5 倍以下的，纳入市级困难家庭；将家庭人
均收入在低保标准 1.2 倍至 1.5 倍、因病致贫在 1.5 倍
至 1.8 倍之间的，纳入区级困难家庭；将家庭人均收入
在低保标准 1.5倍至 1.8倍、因病致贫在 1.8倍至 2倍之
间的，纳入街道（乡镇）困难家庭，从而实现了“困难群
众出现一个发现一个，发现一个帮扶一个，帮扶一个解
决一个”。 （卫 华）

浙江杭州：

健全困难家庭“四级救助圈”

本报讯 目前，福建省厦门市已经形成一套比较
顺畅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机制，实现救助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按照“短期波动、发放补贴，年度
上涨、调整标准”的原则，当月低收入居民生活费用指
数与上年同期相比涨幅达 5%时，启动联动机制，发放
临时补贴。同时，每年调整一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
市低保标准从 2010 年的每人每月 330 元提高到 2013
年的每人每月 450 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 20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370 元；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标准
从每人每月 30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800 元，散居供养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600元，增长 1倍。

据统计，自 1993 年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以来，厦门
共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195 万户次、488.5 万人次
发放低保资金 56260万元，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
平与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 希）

福建厦门：

低保救助标准与物价联动

福建厦门：

低保救助标准与物价联动

本版编辑 张 雅

10 月 18 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左一）向前来咨询

的市民讲解五保供养政策。

当日，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民政局、湖坊镇联合在华安社区开

展以“阳光救助暖万家”为主题的

救助政策宣传活动，为市民提供城

乡低保、五保供养、临时救助等政

策咨询，并现场接受救助申请。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