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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社会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民政是基本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
者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民政秉持“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以自身的辛苦
指数换取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几年来，新建和改扩建福利院、区域中
心敬老院 71 所、救助管理机构 78 个，养育
孤弃儿童的福利机构 60 家，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 96 所， 新建和改扩建殡仪馆 95
个，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 31 个；紧抓机构
改革契机，加强民政站所建设，建设村级民
生协理员和儿童督导员队伍，全省基层民政
能力建设迈上新台阶，有钱办事、有人办事、
有场地办事，形成了覆盖城乡、功能齐全、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

湖南 1996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截
至 2018 年底， 全省有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1275.6 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18.5%，且呈
现高龄化、空巢化加剧，特困老年群体数量
大、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 全省养老服务工
作在制度供给、资金投入、设施建设、市场培
育等方面全面发力。

湖南将发展养老服务作为全省 10 项重
点服务产业和 6 个重点消费热点进行培育，
连续 14 年将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建
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连续 3 年将“新
增养老床位 2 万张” 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连续 5 年将基本养老补贴覆盖率和连续
两年将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纳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考评指标，还将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乡村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 全省养老床位现在达到 44.4 万张，每千

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36 张。 全面落
实了老年人优待政策，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制
度和高龄津补贴制度，700 多万名老年人直
接受益。 湖南的养老政策创制、社区居家养
老试点、医养融合和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
项行动等多项工作得到国务院和民政部、卫
健委等部门的肯定。

适应城镇化加速发展需要，审慎稳妥推
行行政区划调整，加强地名和界线管理工作。
国务院批复撤销宁乡县设立宁乡市、 株洲县
撤县设区； 新设立 59 个街道，51 个乡改设
镇，进一步理顺了城市管理体制，有效扩大了
城市发展空间。 高质量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工作， 采集入库地名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位。圆满完成第三轮界线联检任务，扎实推进
第四轮界线联检工作，创建平安边界。

殡葬服务不仅是公共服务重要内容，而
且关乎社风民风的好坏。 近年来，全省大力
倡导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连续 3 年
将殡葬改革纳入对市州党委政府绩效考核
内容， 全省已有 105 个县市区推行了惠民
殡葬政策、 累计补贴 38.6 万人次，62 个县
市区出台了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200 多
万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签订文明节俭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2.8 万个村（居）修订
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弘扬文明新风，
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

此外，我省各级民政部门完善流浪乞讨
人员主动救助保护机制， 开展“寒冬送温
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仅 2018
年累计救助 16.6 万余人次。 通过“合力监
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推动全省

农村建设“儿童之家”15600 所，为 10 万余
名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到位的农村留守儿童
落实有效监护。 深化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
婚姻登记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部门信息联
网共享。孤儿、困境儿童保障制度全面建立，
残疾人福利覆盖目标人群 128 万，“两项补
贴”人均标准分别达到 65 元 / 月和 60 元 /
月，康复辅具产业补短板发展壮大。 加大福
利彩票发行力度，累计销售 511 亿元，累计
筹集福彩公益金 141 亿元，为促进全省社会
福利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奋进新时代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陈 勇

民生无小事， 如何做到在社会福祉供给
上数量、质量、结构、形态各方面都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个性化、多样性的需求呢？ 省民
政厅党组的做法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以政治建设的钢火
筑牢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根”与“魂”，淬炼担
当作为精气神。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精神和中
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要求，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实践
教育活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 严格党组学习中心组政治学习
制度，还利用“湘民讲坛”、“三会一课”、党支
部微党课等形式，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了“七个一”民政
党建工作思路，建“政治型、学习型、务实型、
创新型、廉洁型”机关，以“联基层、补短板、破
难题、促发展”为主题，开展机关支部联基层
活动，做到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牢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作风建设利剑高悬，警钟长鸣。 邀请省纪
委领导来厅机关集中辅导， 驻厅纪检组 6 次
讲廉政党课， 年均联合开展谈话谈心 400 多
人次。 持续开展治理“庸懒散”检查，加大案件
查处力度，驰而不息纠治“四风”。 启动内部政
治巡察， 逐步实现对厅属基层党组织巡察全
覆盖。 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开展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重要指示精
神，重点解决“雁过拔毛式腐败和工作作风漂

浮”问题，主动对接省纪委监委，将低保专项治理纳入微
腐败和党员干部作风整治内容， 形成了各级纪委监委牵
头、民政等部门配合的整治工作机制。

依法行政，廉洁行政，把权力锁在制度“笼子”里。 近
年来，制订出台了《湖南省法治民政建设实施方案》等立
法立制 61 个， 召开重大决策听证会和专家论证会 10 余
次，完善民政政策法规制度体系；梳理公布民政 38 项权
力和 24 大项责任清单， 探索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主
动给权力“瘦身”。 改进督促检查评估，创新开展“四不两
直”和交叉调研，探索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生监督
员制度，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实落地。

一系列民政党建工作的创新务实之举， 打造出全国
民政系统和湖南省直单位闪亮品牌， 得到了民政部、省
委、省委组织部、省直工委充分肯定。 省委召开的省直单
位党组书记履行党建工作责任述职评议大会中， 省民政
厅名列前茅；在 2017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党
组书记、部长黄树贤亲自点题，省民政厅唯一一个以党建
为主题发言，会上印发了我省《坚持党建引领 锻造民政
之魂》的经验做法。 2018 年全省组织部长会上，省民政厅
作为唯一一个省直单位， 专题介绍了民政党建的经验和
做法。 省民政厅还连续多年被评为省政府绩效考核先进
单位，年均有 20 多项工作得到部省表扬或重点推介。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说，政治建设补足了
理想信念之“钙”，树牢了忠诚担当之责。 素质优良、作风
过硬、干事奋进的民政人在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等民生一
线不断谱写为民爱民感人篇章， 涌现出了全国民政孺子
牛奖获得者、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原院长唐江萍，全国
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衡阳市珠晖区民政局副局长谢明
志，全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省民政厅副处级干部江晓
军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全省民政充分把握时代特征， 聚焦主
责主业，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兜
底保障的阳光雨露覆盖广泛，质感温暖。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将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供给， 作为政府最基本
的民生职责来履行，连续多年将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 农村危房改造和乡镇敬老院建
设等多项民政工作纳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
考核项目， 保证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点民
政工作顺利推进。 按照“兜底线、建机制、织
密网”要求，我省已经构建起了上下配套、
内容完善、衔接紧密，覆盖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和专项救助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城乡低保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
保”，社会救助水平逐步提升。 全省城乡低
保标准分别由 2013 年的 356 元 / 月、2068
元 / 年提高到 470 元 / 月、4151 元 / 年，增
长 32%和 100.7%；城市低保月人均救助由
245 元 / 月增长到 345 元 / 月，农村低保月

人均救助由 105 元 / 月增长到 203 元 /
月，分别增长 40.8%和 93.3%。 经过严格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96 万名农村低保和特困
人员纳入建档立卡范围。

特困供养水平稳步提高。 近年来，全省
不断完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设施和照料内
容，共投入建设资金约 17 亿元，新建和改
扩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1126 所
次，新增养老床位约 5 万张。 去年，在全国
率先开展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和照料护理区
建设，建成护理型床位 1.2 万张。 全省农村
特困供养支出由 2012 年的 11.2 亿元提高
到现在的 20.9 亿元，提高了 86.7%。

各地还建立起临时救助制度、开展“救
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 救助户次数由 2012
年的 58.4 万增加到 2018 年的 111.6 万，救
助资金从 0.5 亿元增加到 11 亿元，7 年增
长 22 倍。 省民政厅投入资金近 2 亿元，支
持全省 1440 个乡镇、街道建立“一门受理、
协调办理”窗口，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

与此同时， 我省还建立了完善的孤残
流浪乞讨儿童关爱保障制度， 年均救助流
浪者 21 万多人次。 建立部门共同推进老区
开发机制，省老促会安排项目资金 1.89
亿元， 实施项目 4846
个。 还健全完善各
级慈善组织，
出 台 了

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募捐的地方性法规
《湖南省募捐条例》， 广泛开展慈善募捐救
助，省慈善总会募集款物 25 多亿元，救助
困难群众 200 多万人次。

正是通过各种紧扣时代发展的制度创
新与供给， 我省的基本民生保障工作在脱
贫攻坚、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等中心大局中
发挥出支柱作用， 全省民政部门每年救助
各类困难群众近 800 万人次， 年支出各类
社会救助资金约 100 亿元， 人民群众不断

感受党委政府对困
难群众的关爱，党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
宗旨，社会
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在我国社会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当中，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
亟待解决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唐白玉厅长
认为，当前，民政部门必须把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在国家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大逻辑中加快基层社会治理迈向
更高水平。

肩负历史责任使命，建立可持续、均等
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推
动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湖南民政
动能内核一以贯之始终未变，那就是改革创
新。

以五化民政示范县创建作为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先手棋，推动资金、项目、管理落实
落地， 形成了五化民政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建设政策体系和协同推进体系，推动地方标
准立项 21 个， 部分县市区成功申报国家级

社区治理、民政标准化试点单位。
2015 至 2016 年，根据省委、省政府统

一部署， 我省推进合乡并村区划调整改革，
全省乡镇数减少 524 个， 建制村减少 1.74
万个，基本实现了乡镇及建制村数量与土地
面积、人口数量相均衡匹配的目标。 省民政
厅指导各地开展“史上最严”村（居）“两委”
同步换届选举，村务公开“亮栏行动”，同时
积极开展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城
市和谐社区和农村幸福社区以及湘赣边区
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活动。村（居）“两委”换
届后，新的“两委”班子旋即投身到抗击严重
洪涝灾害战斗中，中央媒体等主流媒体称赞
其“在入职大考中，交上了漂亮答卷”！“亮栏
行动”推动地方投入资金 3 亿多元，新建和
改造村务公开栏 2.3 万个。

通过城乡社区运转经费保障改革、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推进社区减负增效。 我省城
乡社区年均运转经费平均达到 35.2 万元、
19.5 万元， 社区打造成了解决民生问题的
“第一窗口”。省民政厅指导各地普遍建立了
城乡社区建设协调议事机制，利用信息化成
果和购买服务形式，积极搭建“1+N”政策平
台与网格化居民服务平台， 社区居民通过
“网上办公大厅”“网上政务大厅”“网上发布
大厅”，最多跑一次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把
要办的事办完，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成
为“暖心一公里”。

作为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
管”， 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政府管理不可或缺
的一支力量。我省近年探索社会组织直接登
记管理办法，开展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和
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工作，3502 家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优化了社会组织发
展环境。

目前，全省社会组织总量达到 3.5 万多
家，比 2011 年底增长 97.6%，建成孵化基地

140 个，形成了涵盖多个领域、包含多种类
型的社会组织体系。 省民政厅启动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大力培育发展社
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全省已有 103 个县市区
完成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工作，建设乡镇
社工站 1900 多个，构建社区、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机制，实现社会

“共同治理”。同时，创新社会组织党建机制，
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全部建立了党组织，群
众依托社会组织表达利益诉求、参与社会管
理。

我省社区自治品牌特色明显，涌现了长
沙市社区提质提档三年计划，株洲市社区治
理“1+7”政策文件，邵阳市美好社区创建等
典型品牌，拥有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市
1 个、示范城区 7 个、示范街道 9 个、示范社
区 53 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4 个，
长沙市开福区、雨花区、天心区，株洲市天元
区，岳阳市岳阳楼区成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
务创新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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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事关民心
向背，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做好民政工作， 把它作为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
政工作的领导，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
力，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全省民政系统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加强
民政领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 将改革创新作为推进新时代民
政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用改革思维和创
新方法推动解决制约民政事业发展各种问题，
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人本化、法治化、标准
化、信息化、社会化五化民政建设蹄疾步稳，更
好地履行了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
社会服务等职责。

砥砺奋进曲，忧乐民生歌。 党的十八大以
来，省委、省政府密集出台民政政策，加大财政
投入，提高保障标准，创新城乡社区治理，领导
全省民政事业跑出了改革创新发展加速度。

前 言

政
治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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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之
责

基 本 民 生 保 障 ： 兜牢底线织密网，每年救助各类困难群众近 800 万人次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 不断改革创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

基 本 社 会 服 务 ： 资源配置合理充分，公共服务便捷普惠

风雨兼程走过不平凡岁月，一
桩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的实
事好事立起来， 一件件补短板、强
弱项、 利长远的设施基础用起来，
诠释出民政人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格，真诚质朴的民生情怀，甘于奉
献的奋斗精神。瞭望明天瞻视光明
来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
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哪一项
不叫人心潮澎湃，哪一件不让人热
血沸腾？！

当前，经济结构、利益结构深
刻调整，社会结构、城乡结构、人
口结构深刻变化，社会治理和社
会服务格局深刻变动。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
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政
作为社会建设兜底性、 基础
性工作的特征比过去任何
时候更加鲜明。 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
斗成就高质量发展。 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的湖南民政人，必
将顺应人民新期待， 把握时代
新趋势， 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坚
定执着，谱写为民爱民新篇章！

结束语

省民政厅扶贫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在泸溪县红岩村调
研驻村帮扶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省民政厅提供）

●

●

湖 南 民 政 工 作 综 述

“互联
网+” 民政
综 合 业 务
平台开通。

“福泽潇湘 ”
公益品牌被民政
部评为全国民政
系统为民服务创
先争优活动优秀
服务品牌。

我省老年福利不断提升， 养老服务内涵丰富，“陪
长者看世界”公益助老活动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