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疫情期间，各地强化对生活困难群众的基本保障。 悉心照顾失能老人，严防疫情，确保健康；走访探
视低保户，送去生活物资，公益性岗位工资照发；对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防疫物资，扶持残疾人个
体商户……各方共同努力，让困难群众生活有保障。

地方动态

失能老人
———严格防疫细照料

“外边进来的食材、药品，都
要消毒。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老年
公寓院长董艳璞正拿着喷壶，向
地上的食材喷洒酒精消毒。 为了
减少人员接触， 董艳璞和同事们
等送菜员离开后， 才出门把台阶
上的菜搬进大厅。截至 4月 8日，
老年公寓的 53 名员工已经这样
“足不出户”封闭工作了 72天。

老年公寓的在档老人近 200
名，平均年龄八十三四岁，其中
有 2/3 是失能老人。“这季节，老
人们疾病正值高发， 又遇上疫
情，我们心里的弦都绷得很紧。 ”
董艳璞介绍，不仅外送物品要消
毒，内部防控也不敢大意，“我们
分区包保，上午、下午各消毒两
次，每天通风两遍，还为所有老
人测温两次。 ”董艳璞说。

“今天有牛肉萝卜汤！ ”正在
为老人们配送午饭的董艳璞一
脸开心。“对了，小董啊，我的降
糖药快没了。 ”放下盒饭，董艳璞
掏出纸笔，一边记着药名，一边
喊道：“姨，明天来人给您送啊！ ”
老年公寓封闭管理以来，所有药
品统一按需由公寓订购分发，确
保隔离期间药品不断线。

晚上 6 点半， 公寓厨房烹制
了晚饭后的加餐———银耳雪梨罐
头，加工过的水果更好下咽，深受
老人们欢迎。“这是疫情期间特别
提供的，为了增加免疫力嘛。 ”董
艳璞笑道，“同时， 我们也得增强
老人头脑的‘免疫力’。 ”原来，通
过传单手册、宣传片、微信推送，
老人们也在学习各种防疫知识。
此外，佳木斯市心理学会的 30 名
咨询师还义务提供心理咨询。

“4000 多斤的消毒液，2000
多个口罩，50000 元的疫情防控
经费……”董艳璞算着政府提供
的支持援助，“各类物资保障还
是很充足的。 ”截至目前，佳木斯
市各级民政部门共为全市养老
机构发放一次性口罩 30000 个、
医用手套 13500 只、 防护服 421
套、 消毒粉 829 斤、84 消毒液
78000 斤、酒精 9608 斤。

晚上，董艳璞替一位失能老人
给儿子拨通了视频电话。父子俩刚
聊完，董艳璞便弯下腰，一手扶老
人侧身， 一手轻轻地给老人捶背。
“接触久了， 这些老人真的很可
爱！ ”看着老人，董艳璞说道。

低保户
———生活用品送上门

“米面粮油备足，鸡鸭鱼肉
都有，可还是这锅热腾腾的面最
香。 ”农家铁锅火上坐，放入几片
菜叶子，咕嘟咕嘟冒热气。 69 岁
的潘永勋吃上了一顿满意饭。 一
碗面，怎么让他这样高兴？

年轻时的老潘，靠一手相牛绝
活闻名十里八乡。 本想安度晚年，
不料老伴儿得了直肠癌，花光积蓄
治病，最后还是离老潘而去。 生活
陷入困顿，老潘心情也变得烦闷。

了解到老潘的情况， 河南省
太康县毛庄镇刘庄村党支部书记
陈德军协调有关部门给他上了低
保，安排了村里的公益岗位。“县
财政投资建了光伏发电项目，村
里靠项目收益发工资， 公益性岗
位有保障。 ” 老潘在村里打扫卫
生， 按月领钱， 性格逐渐开朗起
来，逢人说说笑笑。 疫情来袭，老
潘配合防疫要求，居家不再外出，
门前上好锁。可无人交谈，独守空
房，让他有时感到苦闷。

“为抗击疫情，全镇各村都
成立志愿者队伍， 筛查人员、出
入登记， 还密切关注困难群体，
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居民和
独居的低保户老人。 ”毛庄镇镇
长刘晓丹说。

定期打电话询问身体和生活
状况，送去生活用品和药品，老潘
第一次接过志愿者送来的慰问品
时，差点抹眼泪，之后每次都笑呵
呵。 就着自家种的蔬菜煮着送来
的面，老潘觉得这是最可口的饭。

逐户走访，摸清现状，精准对
接低保户、残疾人、高龄老人等困
难群众需求， 太康县委县政府要
求各级干部宣传到位、服务到位、
救助到位， 做好困难群众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民生保障。 县民政局
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提前下拨今年第一季度各类各项
救助资金， 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不受影响。同时，下拨临时救助
资金 280 万元， 加大对新冠肺炎
患者及受影响家庭救助力度。

“党的政策好，有养老金、低
保金和公益岗工资， 还有专人上
门服务，我的生活没问题！ ”老潘
笑着说。据陈德军透露，为了照顾
疫情防控期间特殊人员的生活，
村里按政策要求， 在岗位暂停情
况下仍坚持发放公益岗位工资。

残疾人
———扶持资金拿到手

“先生您好，小店已经全面
消毒，请您放心。 ”门铃“叮咚”一
声，坐在按摩店桌前正“读书”的
陈腾文，循着声音来处，礼貌地
说道。 随后一会儿，按压、捶背、
拉伸， 一系列流程娴熟而准确，
客人一扫全身疲惫，满意而去。

与平常人不同的是，陈腾文
是通过手指触摸来“读”盲文按
摩书籍。 同样，他也要靠这双手
来吃饭。

1986年，年仅 12岁的陈腾文
因意外导致视网膜脱落， 他的世
界一下子陷入黑暗，“说实话，刚
失明的那几年情绪低落得很，感
觉生活也没啥盼头了。 ”20岁时，
在福建省漳州市政府的扶持下，

陈腾文开始接触盲人按摩师这个
职业。时间一晃而过，陈腾文所创
办的芗城区福乐盲人按摩中心也
从一家小店发展成为三家门店，
由单枪匹马到拥有 14 名盲人合
作伙伴。“这样读书已经 34年啦，
现在一上午能读 3 到 5 页， 盲人
按摩师这份工作也干了 26年。 ”

“阿乐啊，来我这里领一下
补贴！ ”刚刚接待完客人，陈腾文
就朝着楼上员工宿舍喊了一嗓
子。 不一会儿，一名年轻小伙子
摸索着从楼上下来，从陈腾文手
里接过了 100 元现金。 这是在疫
情防控期间，漳州对全市低保对
象和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按每人
每月 100 元标准发放的副食品
补贴。“我们店里有 6 名盲人低
保对象，上午市残联专门送来了
补贴现金还有口罩、 消毒液，我
得赶紧发下去。 ”陈腾文说。

受疫情影响， 福乐盲人按摩

店一个多月没有开业， 可是房租
需要交、水电费也要掏、十几个同
伴的工资更要按时发放。 没有进
项只有开支， 着实让陈腾文口袋
紧了一阵子。“多亏了市残联让我
渡过难关！”2月份，漳州市残联联
合财政局出台扶持文件， 对符合
条件的盲人按摩机构实行分层级
扶持办法， 因吸纳盲人低保对象
多， 陈腾文顺利拿到了最高额的
15万元扶持资金， 门店也在 3月

1 日顺利复工，“客人慢慢多了起
来，伙伴们也有了收入”。

3 月 17 日，漳州市残联发出
《致全市残疾人个体工商户房东
的一封信》， 倡导本着租赁双方
在友好协商的前提下，减免残疾
人个体经营户的部分房租，陈腾
文的门店也减免了半个月房租，

“半个月房租将近 2000 块，这下
能拿来给大家再改善下伙食”！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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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各地强化对失能老人、低保户、残疾人的生活保障

河南：2020 年民政部门将突出抓好七方面重点工作

� � 4 月 13 日， 河南省民政工
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会议强调，
2020 年民政工作要突出抓好七
个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突出持续加强疫情常
态化防控，有序推动民政领域复
工复产。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在扎实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有
序推动民政领域复工复产，努力
实现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二是突出兜住脱贫攻坚基
本民生保障之底， 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贡献。 巩固“两不
愁” 成果。 要继续提高城乡低
保、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孤儿养

育标准。
三是突出聚焦群众关切，

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抓紧
研究编制“十四五”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继续实施 80 岁以
上老人高龄津贴制度， 加大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
度， 完成 1000 个新建社区（街
道）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任务。

四是突出聚焦特殊群体，健
全儿童和残疾人福利服务体系。
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
障政策。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基层

“儿童之家”建设。持续做好残疾
人“两项补贴”工作。

五是突出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和服务能力， 促进基层社会
和谐稳定。 以大力推进“一有七
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为抓手，
年内再新建 1000 个规范化社
区， 切实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水
平。 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
工作， 促进慈善事业和社会工
作持续发展。

六是突出加强社会事务管
理，提升基本社会服务水平。

七是突出夯实基层基础，
保障民政事业健康发展。 要科
学编制民政事业“十四五”规
划，强化发展支撑。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川渝民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 � 近日，重庆市民政局、四川
省民政厅在重庆市召开川渝两
地民政部门深化民政领域合作
座谈会， 研究商讨川渝民政合
作事宜，签订《川渝民政合作框
架协议》，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贡献民政力量。

《川渝民政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了服务大局、统筹推进，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稳中求进、
务求实效，深化改革、创新驱动
等 4 个原则；提出了养老服务、
救助工作、儿童关爱服务、社会
组织、区划边界、社区治理、殡

葬服务、精神卫生事业、慈善和
社工等 9 个方面合作内容，基
本涵盖了民政主要业务； 建立
了工作协同、统筹协调、信息共
享、政策衔接、利益调处、能力
提升等 6 大机制。

（据重庆市民政局）

安徽：2019年参与脱贫攻坚的社会组织超过 1500 家
� � 2019 年，安徽省社会组织
管理局始终把动员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摆在突出
位置， 持续加大推进力度，久
久为功。

在全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
系统中增设“扶贫信息”统计模
块， 借助信息化手段统计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情况。 动员
省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扶贫

“皖北行”“走进大别山”等主题

活动， 加强贫困地区需求与社
会组织扶贫资源的有效对接，
发挥好省级社会组织的引领带
动作用。 在征集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时， 优先推荐大别山等革命老
区、 沿淮行蓄洪区和皖北地区
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组
织， 支持其在当地开展扶老助
老、 关爱儿童和扶残助残等扶
贫济困活动。

各地结合本地实际， 多措
并举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 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9 年，
全省各级参与脱贫攻坚的社会
组织超过 1500 家， 项目类型涉
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等 11 类， 开展较大的扶贫项
目超过 150 个， 直接受益对象
12.26 万人， 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1.5 亿元。

（据安徽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