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发布

要求更好发挥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
■ 本报记者 王勇

News 03新闻
２０19．12.17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对民政领域制度建设作出
全面部署

《意见》强调，要充分认识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
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
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 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
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深刻阐明了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根本保
证，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
宣言和行动纲领。

《决定》立足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对民政领域制度建设
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民政领域
制度建设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体现了民政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
作用，为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意见》强调，要深刻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要
精神，要深刻学习领会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定》。

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我国国家
治理的历史性成就。 要深刻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领
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
代价、 不断改革探索取得的重大
成果，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
本保障。 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自觉增强“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显著优
势。 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
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
治理，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巨
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强大的生
机活力，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要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
和重点任务。 要准确把握党中央
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安
排， 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扎实落实民政领域各项任务
部署，发挥民政在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的重要职能作用。

要深刻学习领会加强党对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领导。 要深刻认识坚
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要
始终站稳政治立场， 把好政治方
向，加强民政系统党的建设，强化
党的领导， 为完善民政领域各项
制度、 推进民政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

健全和完善民政领域各项
制度

《意见》提出，要健全和完
善民政领域各项制度， 其中多
项制度涉及社会组织和公益慈
善事业。

第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制度。 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健全从严治党的制
度举措，全面加强民政系统党的
建设。 完善各级民政部门党组
（党委） 领导和推进民政工作的
具体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民
政工作各方面。

第二，坚持和完善基本民生
保障制度。 聚焦脱贫攻坚、聚焦
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更好
履行基本民生保障职能，健全完
善民政领域脱贫攻坚和民生兜
底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建
立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
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

力量参与为补充，分层分类的梯
度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推进社会
救助立法，推动建立相对贫困人
群扶弱帮困长效机制。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工作的决策部署， 提升管理服务
质量， 推进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
置，加大救助寻亲服务力度。

完善和落实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建立
特殊困难残疾人服务补贴、配置
康复辅助器具补贴制度，健全康
复辅助器具支付保障体系。

参与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
配合修订《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
记办法》， 加强困境儿童分类保
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关
爱服务体系，提升基层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能力。 组织开展全国儿
童福利工作试点。 优化福利彩票
发行管理制度和体制机制。

深入贯彻落实《慈善法》，健
全慈善募捐、慈善记录统计和慈善
表彰制度，完善慈善捐赠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措施的政策， 协调完
善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制定志愿
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 推动
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大力发
展慈善组织和互联网慈善，更好发
挥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

第三，坚持和完善基层社会
治理制度。 紧紧围绕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
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履行基
层社会治理职能，加强基层政权
建设， 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推动完善中央层面城乡社
区治理协调机制，研究制定加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的意见。 建立全国基层社
会治理评估调查制度、统计制度
和信息直报点制度。 制定城乡社
区等基层协商规程，建立城乡社
区协商事项目录，促进基层协商
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推进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健

全村党组织领导村民委员会依
法开展工作的相关制度，深化村
（居）务公开，建立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城乡
社区延伸。 制定实施改进和规范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
的政策文件，开展“社区万能章”
专项整治。 制定实施城乡社区治
理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增强村级
综合服务功能的政策文件，编制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
升社区服务质量。

推进建立中央社会组织工作
协调机制，推动出台《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条例》， 制定实施配套政
策， 推动社会组织依法依章程建
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
制，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健全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
导的制度政策，实现社会组织党
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完善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 政府购买服务、
社会组织综合监管等制度，促进
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第四，坚持和完善基本社会
服务制度。 聚焦群众关切，充分
履行基本社会服务职能，健全相
关基本社会服务制度，让广大民
政服务对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贯彻落实《国家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研究制
定“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规划，配合出台改革完善养
老服务综合监管体系的政策措
施，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 完善高龄津贴、护理补贴、
服务补贴等老年人补贴制度，提
升老年人福利水平。 全面建立农
村留守老年人巡访与关爱服务
制度， 建设县级失能照护机构、
乡镇敬老院、村级互助养老服务
设施相衔接的农村养老服务网
络，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意见》提出，要推进民政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健全民政工作体制机
制。 要在党的领导下，健全民政
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党委和政府
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民
政工作体制。

健全民政领域部门联席会议
机制，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推动部门之间政策衔接、工作
对接、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

深化民政领域“放管服”改
革，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激发民政
事业发展活力。 加强基层民政服
务能力建设， 健全民政工作经费
保障机制， 补足民政基础设施建
设短板，改善基层民政工作条件。

第二， 推进民政法治建设。
贯彻落实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强对立
法工作的领导，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通过提高公众参
与立法的广泛性和有效性，集中
力量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规
范性文件审查工作，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扎实做好行政复议
与应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 细化法治政府建设推
进职责，健全完善法治政府建设
督察机制，确保民政各项工作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

第三，完善民政领域治理方
式。 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科技等
方式，推进民政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加强民政机构自身
建设，优化决策程序，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规范日常运行，提升
行政管理效能。

健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
制度和机制， 创新服务提供方
式，增强民政服务供给能力。完善
各级民政管理服务平台， 规范行
政审批事项，优化办事服务流程，
提高管理服务效率， 努力实现各
类民政审批服务事项“一口受理、
协同办理”，让群众“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 深入推进“互联
网+民政服务”建设，提升民政管
理服务精细化便捷化水平。

� � 近日，民政部发布《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的重大意义，凝心聚力、抓紧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

《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健全和完善民政领
域各项制度；推进民政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11 月 21 日至 23 日，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率队到甘肃省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调
研民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据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