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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
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面临不
幸时，最需要的是有人伸出援助
之手。 多年来，社会救助承担着
这一功能。

2014 年，《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简称《暂行办法》） 颁布实
施，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按照兜底线、 织密网、建
机制的要求， 全面建成覆盖全
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
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 这为我国未来社会救助体系
建设指明了方向。

救助制度不断完善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
蒋玮将《暂行办法》形容为屋顶。

在《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之
前， 各项救助制度都是单独建
立， 由不同的管理部门负责实
施，如同一个房屋，四梁八柱已
经搭建起来了， 如果没有屋顶，
就不能称其为一个房屋，而《暂
行办法》就是这个屋顶，构建了
涵盖基本生活、医疗、教育、住房、
就业等方面的“8+1”制度体系。

更重要的是， 近 5 年来，民
政部门围绕贯彻落实《暂行办
法》， 不断地完善制度、 创新机
制，推动这些惠及困难群众的政
策落地见效。《暂行办法》颁布之
后，几项重大制度相继出台。

201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
知》。“在我们国家，所有人、所有
家庭在遭遇困难时，都应该有一
个制度去覆盖。 面对流动人口数
量日益增长的情况，社会救助户
籍地申请的规定已经严重影响
了他们受助需求的满足，这就是
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初衷。 ”蒋
玮说。 通过临时救助制度补短
板、填空白，发挥兜底作用，使社
会救助体系这张安全网更加密
实、牢固。

医疗救助制度在 2015 年得
到进一步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了民政部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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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
见，围绕着提高制度的可及性和
救助靶向性，逐步扩大医疗救助
对象范围，将医疗救助对象由以

前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拓展
到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残疾
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以及
因病致贫家庭中的重病患者。
“开展分层分类救助， 突出救助
重点，将有限的救助资源更多用
于最困难的群众。 ”蒋玮介绍道。

2016 年，国务院出台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文件。 将
传统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和城
市“三无”人员救济制度统一起
来，解决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经
济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抚养
人、扶养人，或者法定义务人没
有履行义务能力的那部分群众
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也就是我
们平时说的鳏寡孤独人群。 这项
制度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要
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
面要给他们提供供养服务，有集
中供养意愿的，由政府举办的敬
老院等机构集中供养。

此外，2016 年以来， 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民政部还
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做好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
政策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三年
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工作等方面的政策文件， 通过
社会救助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发
挥兜底保障作用，助力脱贫攻坚。

更让蒋玮期待的是，《社会
救助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一类
立法计划。“我们正在会同和配
合有关方面积极推动， 按照计
划，2020 年可望出台。 ”

救急难，解民忧

家住北京的低保人员尤毅
没想到自己一个电话能得到那
么多救助。 他因为意外烧伤住
院，全身烧伤面积达 25%，却无
力支付住院押金 11 万元。 绝望
之际，他尝试打了一个电话到其
所在街道民政科求助。

情况紧急，街道先后 3 次借
支尤毅 8 万多元，解决了他部分
住院医疗费。 之后又积极寻求各
方面救助资源，并按有关政策向
区民政局申请各项救助。 经过各
方面共同努力，尤毅顺利入院并
及时接受治疗，已经治愈出院。

这是近年来千万个“救急
难”事例中的一个。 在解燃眉之

急方面，社会救助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 2014 年，民政部、财政
部部署在全国开展了“救急难”
综合试点，在社会救助机制方面
进行探索创新。

“主动发现”就是其中重要
一项。“群众来申请社会救助，工
作人员在窗口受理，这是以前传
统的做法。 建立主动发现机制，
就是秉持积极救助的理念，对那
些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法自
主申请救助的群众， 一经发现，
由工作人员主动帮助申请，帮助
落实。 ”蒋玮说。

比如黑龙江建立了由公交
车司机、环卫工人、城管、村（居）
干部、基层派出所干警、巡警、救
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等组成的 7
支队伍， 发挥他们的职业特点，
主动发现救助对象。

另一个重要机制是“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老百姓申请救助
时，不论是生活方面的，还是医
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无需再
多个部门来回跑，只要进一个门
申请，其申请通过后台部门间的
转办、协办，就能得到及时回应，
真正做到“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进一家门、解所有难”成为
很多地方民政部门的改革目标。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民政局引
入“互联网+社会救助”，将民政、
司法、教育等 12 个救助部门、39
个救助事项整体联动运行，搭建
起社会救助大平台。

打造精准救助服务体系

如何让社会救助资金花在
真正有需要的困难家庭上？ 同
时，如何堵住漏洞，避免搭便车
和养懒汉现象？ 精准识别救助对
象成为关键。

“社会救助应该有两个标
签，一个标签是兜底，一个标签
是困难群众。 对于申请救助的
人， 要看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
还要看家庭重大生活支出情
况。 ”蒋玮告诉记者。

但即便是一家一户地入户

调查， 很多信息也是了解不到
的。 近些年，民政部大力推进居
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建设，
在民政部部本级建立了低收入
家庭认定指导中心，省、市、县居
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也相
继建立。

一些地方先行先试。 山东省
济宁市金乡县民政局设计开发
了救助家庭困难指数评估系统，
完善了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平台， 为精准救助提供支持。
在救助家庭困难指数评估系统
中， 家庭基本信息按照户籍状
况、 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三大
类，分别设计了 35 个小项，力求
全面反映家庭经济状况。 同时，
系统能够对救助对象家庭困难
指数进行自动排序，始终将最困
难的放在最前面，为开展其他救
助提供依据和支持。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民政
局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社会救助申请
对象的家境调查服务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

在蒋玮看来，虽然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制因为信息的层级、
连接的部门等，还做不到完全准
确，但是这个机制建立之后，救助
对象认定的精准性大大提高了。

更让她高兴的是，机制建立
之后所产生的威慑作用远远超
出了它的识别作用，促进了救助
申领过程中诚信意识的建立。

形成救助合力

每一个困难家庭的情况都
不一样，需要的救助方式也不一
样。 对有的困难家庭，单一的救
助，或者简单的发钱、发物，不能
解决问题，需要综合救助，需要
救助服务。

救助政策的碎片化现象在
很多地方依然存在，部门各自为
政，政策目标、对象范围、标准水
平、工作推进、评估考核都是各
自在做，没有一个统筹协调。

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近年

在逐步加强。 全国社会救助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于 2013 年建立，
目前已经包括公安部、教育部等
26 个部门。 2017 年以来，按照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民政部指导
全国在县一级建立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着力推动
形成救助合力。

政府部门的大包大揽也是
社会救助中的弊端。 事实上，救
助资源不足、基层力量薄弱已经
成为制约新时期社会救助发展
的“瓶颈”，亟须社会力量的大力
参与。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
蒋玮心中，这才是更理想的救助
模式， 也是一种美好的社会风
尚。她认为，社会救助需要多元主
体介入，而不是政府单打独斗。

浙江温州在这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 温州市民政局用政府
安排的财政资金“撬动”社会捐
赠资金，通过单独列支“救急难”
资金、安排福彩公益金、整合扶
贫资金、引导社会慈善捐赠资金
等方式，以“政府出资一部分、民
间慈善一部分和社会筹集一部
分”的方式，全市筹集 3893 万元
建立了 11 个县级“救急难”基金
（基金会）和一个市级“救急难”
基金。

温州还实施了“爱心驿站”
项目，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机
制。 在社区和村（居）建立“爱心
驿站”， 目前全市共建有爱心驿
站 155 家。 依托爱心驿站，打通
了政府与社会的信息交流和沟
通渠道。

另外，温州还开展了“社工
介入”项目，完善多元救助帮扶
机制，为困难对象提供“社工介
入”事前干预服务、事中介入帮
扶和事后追踪问效机制。

2018 年， 全国 35 个区县开
展了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在
总结这些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今
年，民政部将形成社会救助综合
改革方案。 在改革创新的道路
上，社会救助仍然任重而道远。

（据《民生周刊》）

温州爱心驿站里，志愿者在免费发放汤圆（图片来源：温州文明网）

（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