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本于心，民政为民。 为
老百姓谋利益 ， 是我们的天
职 ，做不到就是失职 。 ”李钢
说 ，回归民政的本质 ，必须研
究民本理念之于民政的内涵。
只有研究了民本理念才知道
民政该做什么，相对于以往保
生存保抚恤的理念，现在的民
本理念则更进了一步，民生最
大的问题是民权的问题。

基于民政事业未来发展
方向的考量，石门民政调整方
向，在通过推进民政社会化来
改造提升传统领域的同时，另
辟蹊径丰富和强化民政职能。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以填补
政府职能缺失是首要课题。 通
过近三年的实践， 收效明显。
如村级公路的修建和后续养
护问题，由村级公路管理协会
组织会员联名给村委会提出
村道修建计划，协会承担道路
修建过程中的矛盾处理、组织
投工、质量监督等任务，建好后组织道路维护小组分工
负责、按时清扫、及时维护。 农民种植茶叶，由茶叶协会
聘请专家指导本地规划布局， 聘请外乡种茶能手定期
现场指导，让村民尝到共同致富的甜头。 残疾人孤立无
援时，残疾人协会开辟生产、生活自救门道，办起商店、
理发服务室、农产品小型加工厂等。

在实际生活中， 政策制定的诀窍在于如何使它们
适用于本地环境。

面对石门进入深度老龄化， 而且老人无产化程度
较为严重，敬老、养老蜕变为“喂老”的现状，石门民政
提出了“政府指导、全民参与、民间运作、社会联动”的
居家养老服务“自选模式”思路。 通过机构养老、社团运
作、个人资助，实现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并在此基础上，
建住房确保五保、低保老人住有其所，实行五保老人就
医“零支付”，抓疏导缓解独居、空巢老人的心理压力，
让这张关爱之网惠及了更多老人。 为应对全县 60 岁以
上老人占到总人口 17.6%的老龄化问题，李钢目前正在
谋划与县人民医院联合， 打造医养护一体的老年健康
服务新模式。

针对以往大病救助在资金投入、 救助效果上的乏
力，石门县今年将在继续开展日常医疗救助的基础上，
每年拿出 500 万元重点转向针对城乡困难居民重特大
疾病救助。 这次重启大病医疗救助后，相较于以往救助
水平将大大提升。

正是这一次次突破，消除各种制度性壁垒，石门县
在民政发展转型过程中才演出了一幕幕百姓心中的喜
剧。 并完成了自身从单纯保障经济建设的服务型 “配
角”，转化成全方位参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角”位
置。

但转型是漫长艰苦的过程。 未来民政工作如何科
学发展、转型升级，必然是破与立并存。 李钢说，所有政
策都具有时限性，以较短的、有时限性的政策来支撑 5
年或者 10 年转型是不可能的。 但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
务，尤其涉及体制机制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
“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做到我们栽树，后人乘凉。

镜鉴石门民政创新转型模式的突围
———用五大创新理念破解民政发展难题

王 铭

在各地创新社会管理异常重视的时间窗
口， 用新理念破解民政事业发展难题的任何
一点实践， 都会迅速被解读为基层政府改善
和保障民生———抹平 “社会鸿沟” 的一张王
牌。

近十年，石门县以一种民生业绩“闯关”

的姿态先行先试， 依托政府主导下的职能转
变、资金支付方向转变的理念，以及民政开展
政策实施理念的创制，用民生这一支点撬动、
盘活了诸多社会资源，把包括住房救助、医疗
救助、农村低保在内的多项开创性救助制度，
推向了保障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前沿领域。

用创新理念开启民政工作的未来， 必须
破解制约民政事业发展的壁垒。 之于石门，
“大民 政—阳光民政—法制民政—数字民
政—民本民政”， 这些如今被人熟知的词汇，
早已在那个大山里悄悄生根发芽。 这个被石
门县民政局局长李钢形容为 “只有根系发达

方能枝繁叶茂”的比喻，很好地印证了“转型
声急”的民政事业必须从调整思维模式开始，
将创新理念转化为民政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
生增长基础。

当前的石门民政正在“回归”：从突破变
为创制，又从创制回到突破。 这正表明，在建

设和谐社会愈发重要的当下，民政更不能“独
善其身”，必须以更加坚实的基础定位，密织
这张“兜底”的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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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开始，石门县探索的一系列救助经验频频出现在部、省相关会议上，并在当年建立 9 个救助机构组成了社会救助体系早期的雏形。这个在全国领先
的转变，对于需要转身的传统民政来说，意味着在传承基础上的进化。

但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出台制度的滞后性，以及民政义务责任体系愈加庞大的现象，民政事业在发展中碰到了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责任不明、权力不清，
导致评价体系落后；法律缺失、义务庞大，导致工作措施乏力；投入不够、平台短腿，导致职能保障断层。

近十年来，石门民政在岔路口苦苦寻求突围，就是要破解上述发展中的困惑和难题———套用现代经济学教父海曼·明斯基“在危机之中，‘大政府’应成为最
后的雇主”的说法———在危机之中，民政应成为困难群众最后、最强有力的保障。

编者按

对于石门来说，选择“更加开放、更加创
新” 的民政发展路径， 会比更多地方来的迫
切。 这个“二分土地八分山，吃饭喝水多靠天”
的贫困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自然灾害
连年不断。 全县近 70 万人中，有 12 万多人存
在生活难、读书难、就医难等各种困难。

这个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点
的民生大考， 摆在了石门县的决策者面前。
2003 年初，李钢陪同县委主要领导下乡走访，
在夹山镇南门村林艳珍的家中看到被大雨倾

覆的老土砖屋时， 震撼很大。 林艳珍双目失
明，丈夫腿脚不便，女儿还在上学，根本无力
建房。 当得知这样没有生存基础的无房户在
石门还有几百户时， 县委主要领导向民政部
门交办了为特困户建爱心房的任务。

“这是个没有被人捅过的马蜂窝。 ”李钢
意识到，如果不能借力其他工作部门，单靠民
政自身内力无论如何都显得颇为乏力。 他第
一次动了腾挪、聚集外界力量的念头。

很快， 石门县民政局拿出的 “财政补一

点、机关拿一点、干部捐一点、党员群众帮一
点”的方案获得了县委常委扩大会的认可。 一
时间，党员、干部、群众出现在了建房现场，有
些村干部还将自家的自留地让给五保对象建
房。 正因为各界力量的参与，仅 3 个月时间，
全县就建起 316 栋 790 间 “爱心房”， 使 800
多名长期居无定所的困难群众搬进了新居。

这是石门民政转型中“大民政”理念运用
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尔后，这一理念迅速触发
了其他民政政策的建制与运行。

也是在同一年调研时， 李钢发现了家住
易家渡镇唐家堰村一个叫陈文学的白血病患
者。26 岁的陈文学治病一年后已是债台高筑。
很快， 这个消息出现在了县民政局动员社会
捐助的倡议中，通过募集的 6 万多元善款，把
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也挽回了一个濒临

破碎的家。 这催生了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建
立，对患有尿毒症、重症肝炎、癌症等 8 种大
病的城乡困难居民给予 500 元-2000 元的医
疗救助， 并最终发展成为了目前针对困难群
体的“五位一体”医疗救助体系。

但一直以来政府供给与群众需求的裂痕，
民生领域长期以来缺少投入的积弊，仅靠单一
的救助制度显然无法抹平。 借力部门和社会力
量让石门民政意识到这会是转型的捷径。 费时
半年之后，石门民政的转型路径图初定———整
体构建包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应
急救助、助学救助、就业援助、科技援助、司法
援助、 临时性救助的城乡特困群体救助体系。
并由县政府成立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将各
部门、各项目、各个层次、各种类别的社会救助
工作统一归口民政部门牵头管理。

在此基础上，于 2004 年在全国率先成立
社会救助管理局（副科级机构），将这项原本
处于实施层面的工作推进至了管理层面、决
策层面。 随后，各乡镇成立相应领导班子和工
作机构，各村（居）建立社会救助工作站，形成
了县乡村三级整体联动、 条块紧密配合的社
会救助工作组织体系。 2005 年，按照 1 万人配
备 1 名民政干部的比例， 将乡镇干部中的精
干人员充实到民政所， 解决了基层民政力量
薄弱的问题。

在强化民政牵头后，部门配合、社会参与
出现成倍放大效应， 资源规模急剧增长。 如
今，“大民政” 理念已经融入石门党委政府的
决策之中，在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完善的今天，
多部门发力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早已不是一句口号。

借力而行：� “大民政”理念铺就转型捷径
在强化民政牵头后，部门配合、社会参与会出现成倍放

大效应，资源规模也会急剧增长。

近年来跻身“主流民生工程”的民政
工作持续走高，让石门民政在转型上尝到
了巨大的甜头。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不公
现象埋下的隐患：一旦有点“门路”的得到
救助或重复救助，必然导致另一部分得不
到救助。

为了让政策阳光，除了通过各种媒介
宣传政策以外， 石门县民政局印了 5000
份绘有社会救助体系网络图和工作程序
示意图，送到领导和群众家中，任何一个
需要救助的对象可以在网络图和程序图
上对号入座，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申报所
需求的救助。

操作阳光更是一招棋准。 实行“三公

示”、“四公开”，即村级评议公示、乡镇核
查公示、县民政局审批公示和救助程序公
开、救助对象公开、救助内容公开、救助标
准公开；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在各乡镇设
立了举报箱，聘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担任村（居）社会救助义务监督员；在各
乡镇区设立专用账户，实行资金三级备案
制度；成立行政审批监察内审室，对各项
民政资金、实施程序进行事前、事中、事后
审计与监督。 通过还权于民，强化内部管
理，有效保证了将社会救助资金不折不扣
用在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身上。

为将阳光理念植入社会救助的各项
目、各层面、各时段，2010 年 5 月，石门县

在全县分区域、分对象进行了广泛的城乡
低收入家庭困难状况调研。 近年来，突破
收入核算瓶颈是各地纷纷发力的要点，但
收效甚微，尤其缺乏理论依据支撑。 石门
县针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鉴于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
性贫困的复杂性，仅仅采用“通过建立与
低保标准的联系”的方式“认定”低收入家
庭，很难取得较好效果。

李钢分析，贫困与收支不是简单的线
性关系，不同类型低收入家庭面对的贫困
问题也不一样，解困缓贫的方式自然也不
尽相同。 仅靠“一条线”认定低收入群体，
很难将具有外部性、临时性救济特征的社
会救助和具有内部性、长期性救济特征的
家庭保护区分开来，导致家庭自保功能向
社会救助偏移，造成社会救助体系过度膨
胀。

为此，石门县将低收入家庭救助“分
类”环节由“事后”转为“事前”，将低收入

家庭认定过程中的收入核定和家庭分类
核定两种方式相结合，实现了从“核查”、
“认定”到“认证”的跨越。正是基于这个转
变，石门县民政局成立低收入家庭认证中
心。

“低收入家庭认证不仅采取收支核
查、收入比对横向纬度厘清情况，而且还
从生活现状、 生存环境纵向角度全面分
析，使社会救助工作有理有据，社会救助
管理更加规范。 ”石门县社会救助局局长
盛学庆表示，低收入家庭收入在核定的基
础上，根据低收入家庭具体情况，按分类
系数增加或扣除相应金额，以锁定不同申
请对象进入低收入家庭的“门槛”，对低收
入家庭的贫困救助问题进行更为精确的
“定位”，尤其改变了低保边缘对象、临时
救助对象等困难群众实施救助依据不足、
标准不一的现状。

目前，石门县的低收入认证成果已经
运用到诸多救助领域。

还权于民：�阳光民政理念精准保障民生
从低收入家庭“核查”到“认定”再跨至“认证”，为阳光

民政盖上了印章。

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
依法调整利益关系难度增大，而民政工作
任务多元，内容繁杂，对象多为困难群众，
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民政工
作的发展创新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

“尽管目前民政部门执行的法律、法
规、规章有 80 多部，但由于民政行政程序
法立法比较滞后，导致民政行政执法的难
度较大。 ”李钢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强
化民政的法制性建设刻不容缓。

法制民政何往？
为了强化执行效率，增强民政依法行

政的内驱力， 石门县成立了民政执法大

队，负责民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案件的
立法、调查、告知、送达、决定、执行、案卷
归档等工作。 全面清理民政执法依据，完
善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赔偿等内
部程序，制定了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以
及执法评议考核办法，编印了《民政行政
执法操作手册》 规范执法人员的行政行
为。还制定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及其适
用规则，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规范了民
政行政处罚裁量权，使民政行政处罚裁量
权更好地运用。

然而，这并非法制民政的全部。 作为
民政工作体制机制核心的法制，是民政事

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如何继续完
善制度范围内的创新机制，是未来最大的
挑战。 用李钢的话说，民生民权民利都需
要法制化。这个思路无疑与法制纬度下的
社会管理创新一拍即合。

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在基层。如
何真正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怎么才能激
发村民自立、自强热情，改变贫困落后的
现状？ 石门民政通过深入调研，形成了一
个共识：发展社会组织不仅是协调处理社
会矛盾的有力助手， 而且是实施村民自
治、建设新农村的有效载体。

目前，石门县登记的 152 个村级社会
组织已经成为他们开展“三位一体”村民
自治模式中的主要力量。

所谓“三位一体”，是指村党支部书记
和村委会主任实行“一肩挑”，两委成员交
叉任职，两委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指导成
立各种民间协会组织，村民以自愿参加民

间协会组织为平台参与村民自治，帮助两
委完成村居事务管理，为村民提供优质服
务。

“这个模式的实质就是 ‘两委负总责、
协会唱主角、群众做主人’，它把村民自治
的组织形式和村民谋求自身发展的需求更
好地结合了起来。 ”县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
区建设股股长覃事孝表示， 通过三年来的
实践， 村民通过自我申请加入各类社会组
织参与村民自治， 不仅树立了村支两委形
象、融洽了村民干部关系，更创立了农村产
业支柱、改善了居家卫生环境、帮助了贫困
弱势群体、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眼下， 石门民政工作体制机制已由
“行政性民政”升级为“法制性民政”，并顺
势进入“服务性民政”。 正因如此，石门县
民政局今年作为全省唯一的县级单位，被
民政部评为“全国民政系统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规范运行： 法制民政理念促进依法行政

法制民政何往？ 民生民权民利都需要法制化的思路与
法制纬度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一拍即合。

真正隐匿在现代民政发展路径中的
风险正在逐步释放。随着基层平台承载压
力不断加剧， 各种不适应症开始显现：基
层民政工作力量与实际工作需要不相适
应、基层民政组织与承担的工作任务不相
适应、基层民政现状与政府职能转变目标
不相适应。若在此时出现民政后台管理力
量缺失的行为， 无疑会带来新的运行风
险。

石门县目前仅各类救助对象就达 6
万多人，优抚对象近 5 万人，年婚姻登记
量 7000 余对。范围广、救助对象多，统计、

查阅、 跟踪管理工作量十分庞大的现状，
对数字民政的依赖愈显强烈。

为了搭建高效迅捷的信息平台，保证
民政工作智力支撑，自 2008 年开始，石门
县民政局先后投入 60 多万元，建立“民生
档案馆”，将所有涉及民政工作的档案、法
规、文件导入微机；同时通过开展民政业
务的数据集中采集和录入，实现了县乡共
享数据资源。

通过打造民生档案馆，石门民政还将
其转化成了社会服务平台。以“小平台”储
存“大资源”，以“小地方”开展“大服务”，

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 同时，也为民政决
策、民政理论研究和各项业务发展提供科
学的智力支持。

石门县正在推行的“一站式”医疗救
助网络正是“数字民政”理念下的产物，它
让救助对象公平享受社会救助资源。2008
年，石门县针对医疗救助对象多，分布范
围广，申报审批程序繁琐，救助不够及时
等现状，建起了“一站式”医疗救助信息平
台。

自主开发的“一站式”医疗救助信息
管理软件囊括了基础信息、 网上申请、入
院审批、同步结算、统计查询、管理设置、
决策分析七大板块，设置科学、操作简便、
数据共享。 通过反复实践与推广运用，目
前，“一站式”医疗救助网络已由县局推行
到全县各乡镇、社区和定点医疗机构，“四

级覆盖”医疗救助网络成为现实。
石门县社会救助局医疗救助股股长

樊芳表示，住院救助对象只需凭有效身份
证明，就近选择乡镇社会救助管理站或定
点医院当日申请，县救助管理部门当日审
批， 彻底改变了以往纸质手续繁杂的申
报、审批程序。

“一站式” 医疗救助系统与新农合无
缝对接，住院对象的新农合补偿、医疗保
险补偿、医院减免、医疗救助、个人支付费
用等项目自动生成，在一个窗口就可办理
出院结算手续，数据真实，阳光透明。

李钢说，“数字民政”理念搭建了党和
政府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在基层得到全面
落实的 “平台”， 使民政工作有了一个全
天候服务窗口，为在基层落实党和政府的
各项民生政策找到了一辆“直通车”。

智力支撑： 数字民政理念搭建高效平台
“数字民政” 为在基层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民生政策找

到了一辆“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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