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起留守儿童的小手，抚

平孤寡老人的辛酸， 为贫弱孤

苦点燃希望之光， 每一幕都格

外温暖人心； 开展全国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 医养结合等 8

项国家级试点， 每一项都凝聚

了奋斗汗滴； 有效破解 “支出

型”贫困难题，连年提高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每一步

都走得平稳扎实……

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生

活充满了五光十色， 而民政工

作一定是生活中最温暖的底

色， 因为他关系民生， 连着民

心。 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是湘

潭民政托民生、办实事、暖民心

的 70 年。

■ 曾佰龙 周 振 左金阳

70 年来，湘潭民政的发展，可用“广度”和“深
度”来形容。

1997年， 湘潭市建立城市低保，2005 年建立
农村低保， 实现救助内容由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
救助转变，城乡居民的医疗、住房、就业、教育、临
时性救助等，先后纳入到了民政管理的服务范围。

湘潭市民政局主要负责人说：“70 年来， 湘潭
民政在保障内容上实现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
在保障对象上实现由特惠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在服务方式上实现由简单兜底向人文关怀转变；
在资金保障上实现由单一的财政拨付向多元化筹
资机制转变； 在政策保障上实现由城乡二元体制
向城乡一体化发展。 ”

数字中也能看到这种“广度“和“深度”的变
化：70 年来，湘潭市县区均建立了福利中心，每个
乡镇均建立了中心敬老院，建成城乡 93 个养老服
务示范点、94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养老床位达
22448张。 建成了市养老康复中心、 市殡仪馆、市
社会福利院颐养楼等一批民生项目， 965 个村
（居） 综合服务用房均实现“九统一”， 面积达到
600平方米以上。 对婚姻登记处、民政所等进行提
质升级，切实提升了民政服务各个窗口、各条战线
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数据说明， 湘潭民政基础
设施已由单一型向体系型转变、 由注重城市设施
投入向农村设施倾斜转变、 由建设的低标准向现
代标准转变、 由单靠政府投入向政府与社会共同
建设转变，民政基础设施的滞后状况逐步改善，城
乡基本服务逐步实现了均等化。

另外一种关于“广度”和“深度”的诠释在民政
服务。 如今湘潭市 70个乡镇（街道）配备民政干部
361人，占人口比例万分之一点二。 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推进三社联动， 全市建立社工站 53 个，
配备专业社工 102人。 965个村（居）配备 1213名
民政协理员。 新建全市统一的家庭经济状况信息
核对系统、 养老信息系统、 智慧地名地址数库平
台， 推动社会救助申请“最多跑一次”、“互联网 +
民政服务”改革。 依托全市 215个福利彩票发行站
点和社区阵地，创立“帮一把公益联盟”志愿服务
岗，开设“民政微窗口”，发展社会组织 1928 家，为
群众提供就近、实时、便捷、温馨的服务。

70年来，民政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延伸，提
升了民生“温度”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托起了困
难群体的幸福指数。 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
都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都需要“始于初心，忠
于坚守”的情怀。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怀，湘潭民政
系统涌现了不少先进人物， 如全国道德模范许月
华、 全国自强模范易再跃、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方
婷、全国养老工作先进个人洪英、全国殡葬工作先
进个人李峥等一大批先进人物， 树立了湘潭民政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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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最温暖的底色
———湘潭民政发展综述

“始于初心，终于坚守”的情怀
———推进民政工作向纵深发展的 70 年

从扶危济困，帮助弱势群体，到如今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湘潭民政在每个时代都肩负着不同的使
命。 明年要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湘潭民政人丝毫
不敢懈怠，他们正发挥民政“兜底保障”的基石作
用，助力攻坚。

今年，湘潭市新修订了《湘潭市困难家庭社会救
助暂行办法》，并更新了城乡低保实施办法等，完善
了救助政策体系， 将支出型生活困难家庭纳入社会
保障救助范围，进一步织密了“兜底保障”防护网。
截至今年 8月底， 湘潭市城乡兜底保障对象 28014
人。 实现低保保障标准与扶贫开发标准“两线融
合”， 符合扶贫条件的农村低保户纳入扶贫建档立
卡贫困户范围， 已纳入建档立卡兜底保障对象占农
村低保人数的 82%。 县（市）区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线
均超过国家扶贫标准线。 最近，市民政局救助科科长
在一次民政系统脱贫攻坚会议上介绍了一组温暖的
数据。 从数据里我们看到，湘潭民政在脱贫攻坚中充
分发挥了兜底保障作用，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

笔者还了解到，兜底脱贫对象由民政、扶贫、残
联等部门联合认定， 操作程序和认定标准规范，
100%入户调查、100%民主评议、100%属地公示、
100%联合认定、100%一户一档， 有效维护了社会
的公平正义、和谐稳定，让群众放心和满意。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和安
全网，体现了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日趋完善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给困难群
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同时政策的有力落实
防止了贫困群众因病、 因灾、 因意外事故致贫、返
贫。 今年上半年， 该市共临时救助 6871 人次；县
（市）区残疾两项补贴全部发放到位，造福 3 万多残
疾朋友。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湘潭民政正在织牢织密兜
底最基本的民生保障网。 湘潭民政还建立政府保障
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社会救助制度，实行最低生
活保障申请“最多跑一次”改革。 促进社会救助政策
与扶贫政策的无缝对接。 开展“惠民光明行”行动，
为全市城乡特困对象、低保对象免费实施白内障手
术。 适当提高救助水平。 县市区要确保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水平在 2018 年的基础上只增不减。 认
真开展精准扶贫。 贯彻落实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
案，实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一户一档，一户一
策，分类保障、分类帮扶，综合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加大流浪救助力度。启动湘潭县流浪救助
设施建设。加强救助托养机构日常监管。开展“我爱
我家流浪乞讨关怀计划”，坚持源头管控，减少流浪
乞讨总量。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的担当
———肩负时代使命的 70 年

湘潭获批了全国救急难试点城市、全国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全国“医养结合”试点单
位、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等 8 项
国家级试点。

改革首先从养老服务开始，湘潭市民政部门的
思路是坚持“一核两保四进六化”，利用获批三项国
家试点为契机，深化养老服务业改革，如提高老年
福利标准， 该市城区 65 周岁以上的半失能低收入
老人、60 周岁以上失能低收入老人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补贴标准分别提高至 300 元 / 月、400 元 /
月。 城区百岁老人长寿保健金提高至 600 元 / 月。
全年城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1936 人， 发放
540 万元， 享受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5793 人， 发放
656万元，覆盖率 100%。

改革试点效果好不好，关键看落地。 湘潭市第
六人民医院养老模式全国推广，被评为全国医养结
合型养老机构六强，部省系列养老工作现场会在湘
潭召开。 再比如开展失能老人康复辅具公益租赁服
务试点；完成市级养老信息平台建设；对 650 户困
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推进公办养老机构
公建民营改革，多家福利机构和敬老院引入第三方
社会力量进行运营，将部分社区日照中心委托专业
机构运营等等，都是改革试点以来取得的实实在在
的效果。

湘潭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他们还将
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按照“一表两
单五制”思路，对标 115 项指标要求，实现对养老
院服务质量的动态监控和限时整改； 同时集中精
力解决全市敬老院入住老人“温暖过冬”、食品安
全等问题， 并牵头开展防范和处置养老机构非法
集资工作。

在解决“一老”问题的同时，湘潭市民政局还彻
底解决了“一小”难题，这也与大胆改革密不可分。
湘潭市民政局采取“家庭履责消化一批、亲友寄养
代管一批、社会帮扶照料一批、民政兜底保障一批”
的办法对全市近万名农村留守儿童逐一建档立卡，
开展精准帮扶，扎牢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网。

湘潭市民政局按照《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 建设高品质生活社区的实施办法》要求，推进
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去年 9
月，湘潭市在全省成立了首个高品质生活社区领导
小组，首批打造雨湖区为省级实验区、岳塘区为市
级示范区，打造 5个精品街道、6个重点项目样板社
区、30个亮点社区。 据了解， 该市要打造高品质社
区，顶层设计是宜居、便利、人文、平安，建设标准包
括组织制度、综合环境、社区服务、居民自治等 11
个方面，明确了 54个项目标准。

同时，湘潭市民政局还探索建立以村（社区）党
组织为领导核心、村（居）民议事会为议事主体、村
（居）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为
监督主体的“四位一体”基层治理新构架。 指导村
（居）民委员会制订完善“一约四会”、村组财务管理
等制度。 开展村务公开“亮栏行动”，建立常态化公
示机制。 雨湖区广场街道南盘岭社区“12345 工作
法”入选全国 100 个优秀社区工作法。 认真履行扫
黑除恶“一牵头两配合”工作职责，积极做好问题线
索处置工作。

此外，湘潭市民政局着力推动的殡葬改革取得
新进展，在全省率先启动居民六项基本丧葬费用全
免。 数据为证：去年，湘潭市全市殡葬惠民减免和奖
补 348万元。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查封非法墓地 6
处，拆除活人墓、豪华墓 110 座，生态处理和平坟、
迁坟 420 余座，“三沿六区” 基本实现无坟化治理；
拆除非法搭设灵棚 27 起，劝导教育 53 起，查处违
规烧纸放炮 247 起，城市区基本实现无违法违规治
丧行为； 查封城市区非法棺木销售点 11 处， 取缔
320 国道两旁非法石材加工销售点 3 处，查处非法
运送遗体车辆 5 辆，查处销售和使用封建迷信丧葬
用品行为 200 余起。 全市火化量较去年同比增长
12.8%，整体火化率提升近 3 个百分点，岳塘区火化
率达到 96％以上，得到省检查组充分肯定，并在全
省殡改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惟其笃行，弥足珍贵。 ”
再出发，湘潭民政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肩负
起新的使命；再出发，湘潭民政要让这么温暖的底
色更浓。

民政迈大步 民生更幸福
———多项改革走在前列

数“说”湘潭民政

● 持续提高的民政保障：

年发放民政资金
达 10 亿元，涉及群众
30 万人

10 万困难
群体民政保障
全覆盖

● 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

———来自湘潭的报道之七

城市区、韶
山市农村低保
率先实现城乡
统 筹 ， 按 500
元/月保障

湘 潭 县 、
湘乡市农村低
保提 高 至 460
元/月

城市低保
人均补差达到
370 元，农村低
保人均补差达
到 270 元

特困供养
标准达到 7800
元/年，基本医
疗 费 用 实 现
“零支付”

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
理 补 贴 达 到
70 元/月

孤儿集中
供 养 费 用
1200 元/月 ，
散居供养费用
800 元/月

● 不断壮大的民政队伍：

基层民政
干部 361 人

社 工
站 专 业 社
工 102 人

村（居）
民政协理员
1213 人

民 政
“服务手臂”
社 会 组 织
1928 家

⑺

⑴ 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⑵ 湘潭市福利院儿童开心快乐的生活。
⑶ 统一改造后的社区大厅。
⑷ 重阳节活动。
⑸ 湘潭市福利院工作人员正在照顾孤残儿童。
⑹ 入住湘潭市六医院的老人。
⑺ 志愿者为敬老院老人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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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湘潭市民政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