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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弢

6 月 27 日， 民政部政务微
博“@ 民政微语”同时在腾讯、
新浪两大网络微博平台开通。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副部长顾
朝曦出席开通仪式。

记者了解到，“@ 民政微
语” 以民政部新闻办公室身份
在网络平台认证， 将主要发布
和传播与民政工作内容相关、

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息， 致力于
推进政务公开，传播民政文化，
加强政民互动，服务社会公众。

据介绍，“@ 民政微语”主
要发布有关民政工作的重要政
务信息，依照法律、法规、政策
面向公众提供的服务类信息，
以及民政文化、历史沿革、经验
借鉴等知识， 回应公众普遍关

注的有关问题、 突发事件及处
置情况。

与民政部网站相比较，“@
民政微语”将发挥语言精炼、要
点突出、传播迅速等特点。

同时，“@ 民政微语” 将实
时关注微博舆情， 认真听取网
友建议，努力回应社会关切，促
进民政事业发展。

民政部开通政务微博“@ 民政微语”
主要发布有关民政工作的重要政务信息

为动员部署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试点工作，推动试点工作扎
实、有效开展，6 月 25 日，民政部
召开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
作会议，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出
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窦玉沛在讲话中指出，当家
庭监护出现问题时，政府力量和
社会力量如何及时有效介入，已
成为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领
域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开展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是顺
应时代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是
民政部门救助管理职能的拓展
和延伸，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
选择。

窦玉沛强调，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
统工程，必须以地方党委、政府
强有力的决策支持为前提，要建
立起“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
负责，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社
会保护工作机制， 建立家庭、学
校、社会和司法保护的联动衔接
机制，建立监测、预防、发现、报
告和干预机制；要在现有救助保
护服务网络的基础上，积极发挥

城乡社区早发现、早干预、早帮
扶的作用，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摸
底调查工作，逐步形成未成年人
社会保护网络体系；要不断创新
工作方式和方法， 统筹整合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志愿者等力量和资源；要高
度重视基础性政策创制工作，逐
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未成年人社
会保护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
动形成长效机制。

窦玉沛要求，各试点地区民
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
重视和支持，充分发挥已有的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协调机制
的作用， 加大试点推动力度；要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有
效发挥民政部门的政策资源和
职能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作
配合的良好局面；要通过政策倾
斜、以奖代补、资金扶持、项目合
作、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切实
保障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窦玉沛最后强调，各地民政
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要高度重
视并加强安全保障工作，切实维
护服务对象基本权益，确保救助
服务工作顺利进行。 （张雪弢）

6 月 27 日, 民政部部务会
议通过《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
法》 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对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 法律
责任、 服务内容等作出明确规
定，这两部新规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设立门槛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为开办养老机构设立了门槛，
包括床位数在 １０ 张以上，有与
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有
符合养老机构相关规范和技术
标准，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
安全、 卫生防疫等要求的基本
生活用房、 设施设备和活动场
地等。

服务内容
根据 《养老机构管理办

法》， 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
构， 应当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
象和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
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民政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
施，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 运营
养老机构。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为养老机构提供捐赠
和志愿服务。 对在养老机构服
务和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 依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
了养老机构的服务内容。 养老
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应当
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代

理人签订服务协议。 同时，按照
服务协议为收住的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料、 康复护理、 精神慰
藉、文化娱乐等服务。

办法还要求， 养老机构应
当提供符合老年人居住条件的
住房， 并配备适合老年人安全
保护要求的设施、设备及用具，
定期对老年人活动场所和物品
进行消毒和清洗。 提供的饮食
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有利于老
年人营养平衡、 符合民族风俗
习惯。 同时，养老机构应当为老
年人建立健康档案， 组织定期
体检，做好疾病预防工作。

内部管理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要

求， 养老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消防、卫
生、 财务、 档案管理等规章制
度，制定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
并予以公开。 同时，应当配备与
服务和运营相适应的工作人
员， 并依法与其签订聘用合同
或者劳动合同。

养老机构中从事医疗、康
复、 社会工作等服务的专业技
术人员， 应当持有关部门颁发
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上岗；养
老护理人员应当接受专业技能
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养老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接受、使用捐赠物资，接受志
愿服务。

监督检查
根据 《养老机构管理办

法》，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实施许

可权限， 通过书面检查或者实
地查验等方式对养老机构进行
监督检查， 并向社会公布检查
结果。 上级民政部门可以委托
下级民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养老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向实施许可的民政部
门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年
度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范围、
服务质量、运营管理等情况。

同时， 民政部门应当建立
养老机构评估制度， 定期对养
老机构的人员、设施、服务、管
理、信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养老机构评估工作可以委托第
三方实施， 评估结果应当向社
会公布。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还明
确， 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
地、 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
无关的活动，或有歧视、侮辱、
虐待、 遗弃老年人以及其他侵
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养老
机构， 由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
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处以 ３
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这两部新规， 国务院
民政部门负责全国养老机构设
立许可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工作；
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养老
机构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的指
导、监督和管理。 其他有关部门
依照职责分工对养老机构实施
监督。

6 月 26 日,首届广州市慈善
项目推介会开幕。民政部副部长
窦玉沛、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李本
公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为广州市
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
揭牌。

窦玉沛在致辞中指出：地处
改革前沿的广州，慈善事业起步
早、发展快，二十多年来，广州市
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
的慈善事业发展思路。广州市举
办慈善项目推介会，既是广州慈
善史上的一件盛事，也为正在探
索、创新、发展的中国慈善事业
带来了清新而强劲的南国风，这
是一次全民积极参与慈善的盛
会、慈善组织交流合作的盛会和
弘扬慈善精神的盛会。 同时，正
式成立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
督委员会，并将此次推介会的慈
善活动全部纳入监督范畴，提高
慈善行业的社会公信力，这是广
州市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
举措。

面对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
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和问题，
窦玉沛希望，各级民政部门顺应
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期盼，
认真履行慈善事业促进职能，主
动作为，开拓创新，切实发挥好
政策环境的保障者、慈善行为的
倡导者、慈善行业的监管者等职
能作用，为更多的人参与慈善事
业提供支持、创造条件，让慈善

事业走进平常百姓家，让涓涓爱
心汇成大爱的洪流。

此次慈善项目推介会包括
开幕式、 慈善项目展示推介、慈
善论坛等，以“牵手、凝聚、关怀、
共享”为主题，通过“政府搭台、
社会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的方
式，为慈善项目展示、交流、合作
提供平台，积极引导社会热心企
业、机构、个人参与慈善活动。目
前共有 102 个符合条件的公益
慈善组织申报了 1080 个慈善项
目， 主要集中在扶老、 济困、救
孤、助残、赈灾等领域，其中扶老
项目 215 个、 助残项目 215 个、
济困项目 619 个、 救孤项目 23
个、赈灾项目 8 个。

本次推介会通过项目认捐
形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活
动。 广州市民政局严格按照《广
州市募捐条例》对各申报机构申
报的慈善项目进行审核，依法依
规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机构
办理项目募捐备案或募捐许可
手续。

为加强此次推介会慈善募
捐款项管理，组委会办公室要求
各项目申报单位对项目捐赠款
项设立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并将
收集汇总各申报单位项目捐赠
情况，通过广州慈善网公布。 同
时，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
员会将全程监督项目捐赠款项
的接收、使用和管理。 （张雪弢）

民政部召开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试点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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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出台新规规范养老机构设立与管理
鼓励为养老机构提供捐赠和志愿服务

6 月 27 日，民政部开通政务微博，部长李立国（中）、副部长顾朝曦（左二）出席开通仪式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