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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积极学习贯彻全国民政会议精神
� � 4 月 2 日， 第十四次全国民
政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事业改革
发展取得的成就，研究部署今后
一个时期的民政工作。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召
开后，民政部及各地民政部门积
极学习贯彻全国民政会议精神。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强调，要
切实抓好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
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民政事
业实现新飞跃。 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当成全国民政系
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掀起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
热潮。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4 月 8 日下午， 民政部党组
召开直属机关传达学习贯彻第
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干部
大会。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
树贤出席会议并传达了第十四
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

黄树贤全面介绍了第十四
次全国民政会议情况。 这次全国
民政会议立足党和国家全局，明
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政
工作的职责定位、 基本原则、重
点任务、措施要求等关系民政事
业长远发展的诸多根本性问题，
为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
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李克强总
理会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王
勇国务委员作了讲话。 会议表彰
了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先进
工作者、劳动模范和“孺子牛奖”
获得者，与会代表分组讨论积极
踊跃， 媒体宣传报道氛围热烈，
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民政系统干
部职工倍受鼓舞，会议取得了圆
满成功。

黄树贤指出，要充分认识成
功召开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
的重大意义。 这次会议是党中

央、国务院从党和国家层面对民
政工作作出部署、推进民政事业
发展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后、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入关键阶段、推进新一
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政工作的
重要节点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会议，回应了全国民政
系统对于召开新的一次全国民
政会议的热切期盼，既是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
全国民政系统的一件喜事盛事，
开启了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发
展新征程。

黄树贤强调，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
民政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
充分地肯定了近年来民政工作
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积极
作用， 指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
连着民心， 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
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要求各
级民政部门加强党的建设、坚持
改革创新，要求新时代民政工作
聚焦脱贫攻坚， 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更好履行基本民
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
会服务等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
何定位民政工作、如何做好民政
工作这一根本问题，为新时代民
政事业发展指引了航向。 要不断
深化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
涵和精神实质，将其转化为推进
新时代民政工作的强大动力。

黄树贤指出，各级民政部门
要深刻领会李克强总理在会见
与会代表时的讲话精神，细化落
实总理的部署要求，围绕打赢脱
贫攻坚战， 着力兜好民生底线，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发展基
本社会服务，培育壮大社区养老
托幼服务， 激发社会参与活力，
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重要作
用。 王勇国务委员的讲话对党的
十八大以来民政工作取得的成

绩作了全面总结，对
今后一个时期的民政
工作作出了安排部
署， 要将讲话的各项
要求贯彻好、落实好。

黄树贤强调，要
切实抓好第十四次全
国民政会议精神的贯
彻落实， 推动民政事
业实现新飞跃。 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当成全
国民政系统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 掀起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热
潮。 要认真抓好第十
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的传达
学习，组织好传达学习，把有关
精神和部署要求覆盖到每个层
级、每个机构、每位干部职工。 要
深入研究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
各项举措，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
政策完善、规划编制，民政事业
发展突出问题，改革创新等方面
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
措施。 要以贯彻落实第十四次全
国民政会议精神为重点，在大力
推进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加强和
改善基本民生保障工作、健全和
发展基本社会服务、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增强基层民
政服务能力、加强党的建设等几
个方面下功夫，扎实做好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民政工作。

引发各地强烈反响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精
神在各地引发强烈反响。

在安徽省民政厅召开的党
组会议上，安徽省民政厅厅党组
书记、厅长于勇强调，要围绕“兜
底线、谋福利、优服务、促治理”，
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民政部
门兜底保障作用， 健全完善低
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一系
列兜底制度，确保在最吃劲的时
候真正兜住底、兜准底、兜全底、
兜牢底； 着力完善老年人福利、

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加快构
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为生活
困难的老年人、 重度残疾人、困
境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基本生
活保障；推进民政领域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建设，强化基础服务
设施、服务队伍、服务能力保障，
着力解决由有到优的问题；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载体作
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新格局。 要围绕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重点围绕敬老院、养
老院、福利院、救助站、殡仪馆等
民政服务机构， 紧盯薄弱环节，
认真查缺补漏，着力防范和化解
民政基本社会服务等领域重大
风险， 进一步提高保障能力、提
升服务水平。

天津市民政局提出，要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 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大城市养老服务的
重要指示要求，完善落实健康养
老发展规划和三年行动方案，特
别是突出抓好老年人迫切的社
区助餐服务、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和改革、医养结合等工作，全面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让更多民间
资本有兴趣投入、留得住、干得
长，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养
老问题。

要深化基层治理创新。 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

津时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
精神，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发祥地
的老字号优势，进一步完善党领
导下的基层治理机制，建好小巷
总理、专业社工、社会组织、志愿
者四支队伍，特别是发挥好全市
村居“一肩挑”的党组织书记、主
任的骨干作用，深化乡镇政府服
务能力建设，探索街道服务管理
体制创新，充分激发基层治理活
力，进一步巩固基层政权。

山东省民政厅提出，要深入
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创新。 省民政
厅制定下发《关于深化民政工作
改革创新的意见》，全面推进“放
管服”改革，推进民政工作服务
方式、服务手段创新。 年内重点
推动出台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
以及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深
化绿色殡葬改革、加强基层民政
服务能力建设等 4 个方面的政
策文件。

黑龙江省要求各级民政部
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通过“三个聚焦”扎
实履行好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
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职能。 要
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
工作“两个全覆盖”，引领社会组
织健康发展； 积极发挥慈善事
业、 社工和志愿者服务作用，使
基层和谐稳定又充满活力。

（据民政部网站综合）

4 月 9 日， 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在北京组
织召开社会组织参与莲花、遂川
县定点脱贫攻坚再动员暨供需
对接会议。 会议对社会组织参与
定点脱贫攻坚进行了再动员，交
流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经
验，通报了莲花、遂川县定点脱
贫攻坚情况和具体需求，初步研
究对接了社会组织参与定点扶
贫的措施办法。

社会组织管理局对 2018 年
部直管社会组织参与定点脱贫
攻坚情况作了总结， 对 2019 年

社会组织参与定点脱贫攻坚进
行了再动员，强调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聚焦脱贫攻坚
的重要指示，深入学习习总书记
扶贫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参与
脱贫攻坚的政治自觉；充分认清
形势任务，进一步强化参与定点
扶贫的责任意识；加强项目精细
对接，进一步推动脱贫攻坚精准
施策。 要聚焦产业扶贫、聚焦整
合力量、聚焦特殊群众、聚焦问
题解决， 充分发挥挂职干部作
用、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身优
势、充分发挥社会组织链接资源

优势，进一步做好定点脱贫攻坚
工作。

规划财务司对社会组织参
与定点扶贫提出明确要求，要
各社会组织针对两县脱贫攻
坚实际情况，重点在产业扶贫
上下功夫 ， 加大资金帮扶力
度 、协助拓展销售渠道、积极
拓展产业领域、加强农业技术
培训，着力解决定点县产业扶
贫项目比较单一、可持续性不
强的问题。

莲花、遂川县有关同志介绍
了定点脱贫攻坚情况和具体需

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 中国慈善联合会、中
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中
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业产业
商会、 智惠乡村志愿服务中心 6
家社会组织介绍了脱贫攻坚经
验做法，各社会组织结合自身实
际交流了脱贫攻坚的做法和下
一步参与定点扶贫的初步考虑。
会议讨论热烈，发言踊跃，对于
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定点
脱贫攻坚热情、加强脱贫攻坚精
准对接、推动两县产业扶贫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会议还组织学习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征求了关于
《民政部直管社会组织换届工作
指引》的意见，传达了有关文件
精神。

规划财务司、社会组织管理
局领导及有关处室同志， 莲花、
遂川两县领导及有关人员，民政
部原在莲花、遂川两县挂职的同
志，40 家部直管社会组织负责
人、4 家农业产业相关社会组织
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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