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成立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队
近日， 四川省民政厅召开

支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
作服务总结暨四川省灾害社会
工作服务队成立大会。 四川省
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队的成立，
标志着四川省灾害社会工作将
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社

会工作者是灾区过渡性安置和
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重要力
量， 在化解灾区群众的心理问
题、再造灾区社会支持网络、提
升灾区恢复重建能力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据民政部网站)

地方动态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北京因病致贫家庭最高可获救助 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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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25 日， 北京市民政局
召开“北京市关于因病致贫家庭
医疗救助政策”新闻发布会。 北
京市政府将对符合要求的因病
致贫家庭进行每年最高 8 万元
的医疗救助，在大病救助领域又
向前迈了一大步。

因病致贫将获救助

目前，北京市社会救助对象
的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比例均
为 70%，全年救助最高额度分别
为 4000 元和 40000 元 ; 恶性肿
瘤、终末期肾病等 15 类 134 种重
大疾病的救助比例达到 75%，救
助最高额度为 80000 元。 2014 年
共救助 21.5 万人次，发放医疗救
助金 1.61 亿元。

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救助面
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
现之一是救助覆盖范围有限，未
能综合考虑家庭因病造成的高
额医疗费用支出而导致生活出
现严重困难的重特大疾病患者
的救助。

今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
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 明确提
出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政策措
施，要求各地要在做好传统医疗
救助工作的同时，将发生高额医
疗费用、 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基
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因病致

贫家庭中的重病患者纳入医疗
救助范围。

为此，北京市印发了《关于
开展因病致贫家庭医疗救助有
关问题的通知 (试行)》(以下简称
《通知》)， 并将于 2016 年 1 月实
施。

谁可以获得救助？

新政策救助谁呢?《通知》明
确医疗救助范围将由城乡低保、
低收入等社会救助对象扩大到
因病致贫家庭中的重病患者。

即具有北京市户籍，未享受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低收
入等社会救助的城乡居民及其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罹患恶
性肿瘤、终末期肾病、白血病等
重大疾病，在北京市医疗保险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一个自然年度内家庭支
出医疗费用较高，在经过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及商业
保险报销赔付和各种救助后，家
庭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承
受能力，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的，由北京区县民政部门给予医
疗救助。

对于救助家庭的条件认定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收支水
平认定条件，即在上一自然年度
内，申请家庭总收入在扣除家庭
成员因罹患重大疾病发生的合

规医疗费用后，家庭月人均收入
不超过本市同年职工最低工资
标准； 二是家庭财产认定条件，
即家庭拥有货币财产总额人均
应不超过 24 个月当年城乡低收
入家庭认定标准之和。 其他财产
情形应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关于北京市
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
法和认定指导意见的通知》相关
规定。

怎么救助？

《通知》明确，对于经各种基
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赔付
和各种救助后的家庭合规医疗
费用， 由民政部门按照 3 万元
(含)以下 30%、3 万元以上至 5 万
元(含)以下 40%、5 万元以上 50%
的比例分段给予医疗救助。 全年
救助封顶线 8 万元。

对于救助标准， 要特别注
意的是， 对于因病致贫家庭的
医疗救助， 是受助家庭因重特
大疾病产生的合规费用， 经过
各种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商业保
险报销赔付之后， 再由民政部
门介入对剩余实际费用按比例
救助。

如何申请这一救助呢？ 申请
人应当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户籍
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
处)提出申请，并授权区(县)民政
部门对其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
医疗费用支出情况进行核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受理申请后， 应通过信息核对、
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
证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家庭经
济状况和医疗费用支出等情况
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公示。 公示
期满后，将材料报送区县民政部
门。 区县民政部门应当对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材料
进行复核，对拟批准给予救助的
家庭，进行第二次公示。 公示期
满无异议的，由区县民政部门批
准享受医疗救助。

因病致贫家庭医疗救助金
实行社会化发放，由民政或财政
部门根据申请家庭提供的金融

机构信息，通过银行、邮政储蓄
银行等代理金融机构在审批工
作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
金发放工作。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
兵说：“对于因病致贫家庭开展
医疗救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医
疗救助不只是针对城乡低保和
低收入等困难群众; 而是在考虑
收入的前提下，兼顾了家庭因罹
患重大疾病而产生高额支出导
致生活困难这一社会发展带来
的新问题，实现了医疗救助认定
标准从收入向刚性支出的转变，
对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家庭实际
困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 � 11 月 25 日，“中国石油北京
杯”第十届首都的士英雄暨第五
届魅力车队长评选活动在中国
石油北京销售公司南湖加油站
启动。

该活动始于 2004 年， 由首
都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国石油北
京销售公司、汽车生活报社联合
主办。

本届活动将持续开展到
2016 年 6 月，活动启动后，经事
迹征集、初评、投票（社会投票和
评委投票）、终评等环节，最终产
生第十届“首都十大的士英雄”
和第五届“十大魅力车队长”。
“首都十大的士英雄”和“十大魅

力车队长” 获得者将获赠 5000
元中国石油加油卡；“首都的士
英雄”和“魅力车队长”获得者将
获赠 2000 元中国石油加油卡。

据悉，本届评选活动以“感
恩相伴，关怀无限”为主题。 活动
期间，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将
投入资金，以卡券形式用于“抽
奖有大礼”“你投票、我送礼”“感
恩有你、折上返现”等系列活动，
为首都出租车司机带来方便与
实惠。 同时还将组织加油员工与
的士英雄一同开展“互学互动”
体验活动，加强两个窗口服务行
业的沟通交流，更加切实有效地
推动服务行业的共同进步。

活动期间，主办方合作设立
的“中国石油专项的士暖基金”
将在整个评选活动周期内，每个
月从生活贫困、身患疾病的优秀
出租车司机中遴选 2 名进行资
助，资助标准为 5000 元/人。

据主办方介绍，“中国石油
专项的士暖基金”受助候选人名
单由汽车生活报社、北京交通广
播每月提交，经与出租汽车公司
核实后由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
司确定资助对象进行资助。 北京
交通广播安排每月最后一周的
“百姓 TAXI”栏目，将资助对象
邀请到交通台直播间进行现场
资助。

11 月 25 日，“大爱北京 亿
家同行 爱心柚你” 大型公益活
动启动仪式在朝阳区九朝会一层
泰和殿举行。 活动为北京市民政
局打造“圆梦老人，弘扬孝德，构
建和谐”为老系列活动中“生活好
伙伴”项目的系列活动之一。

发起单位呼吁 80 余家主流
媒体与企业为爱接力，通过邀请
由 70 多岁的杨老师（智障“孩
子”的家长）创建的朝阳区天睿

智障人士康复服务中心“孩子”
们为琯溪蜜柚画上表情，由京华
亿家负责定制表情贴膜，为柚子
贴上赋予“孩子”们纯真微笑的
表情贴，组织爱心义卖（拍卖），
最终将所得爱心款项捐赠给朝
阳区天睿智障人士康复服务中
心用于开展“陪伴天使 1+1”计
划， 宣传杨老师的典型事迹，接
力老人继续坚定地走在帮助智
障人士路上，呼吁全社会共同关

注身边的“他们”，给予他们理解
与支持，接纳他们、尊重他们。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周
期为 11 月 25 日—12 月 6 日，

“笑脸”馆溪蜜柚义卖价格 19 元
（2 个装 5~6 斤）， 活动全程接受
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活
动承诺“每义卖一个‘笑脸’柚子
即向天睿智障人士康复中心捐
助一元钱，支持“陪伴天使 1+1”
扶持计划”。 （张雪弢）

河北：14 个省属社会组织被撤销登记
河北省发布省属社会组织

2014 年年度检查情况公告，95
个民间组织不合格，14个民间组
织被撤销。 据了解，目前河北全
省拥有各类民间社会组织 2 万
多个，但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根据河北省对省属民间组
织 2014 年的年检，合格的社会
组织有 1026 个， 基本合格 79

个， 不合格的组织有 95 个，连
续两年不合格的组织有 13 个。
另外， 各类民间社会组织需要
每年进行年检， 连续两年未参
加年检将予以行政撤销，2012
年到 2013 年连续两年没有进
行年检的社会组织有 14 个，河
北省依法予以撤销登记。

（据《河北青年报》）

广州:足球协会与体育局脱钩
11 月 25 日， 广州市足球

协会第十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
开， 正式成为国内第一家与体
育局脱钩的足球协会， 转变为
纯民间社团。 广州市副市长王
东将其称为“一次彻底的改
革”，广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撤销，改变原来的“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广州市足球协会不
再作为政府预算单位， 在内部
机构设置、财务薪酬、人事管理
等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 工作
上接受广州市体育局的指导和
监督。 (王会贤)

首都的士英雄评选活动启动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北京市民政局义卖蜜柚助智障人士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