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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民政部党组

扎实做好全面小康兜底夯基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强
化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
不仅是“小康”，更重要、更难做
到的是“全面”。 全面小康不仅要
求发展水平达到小康，更强调覆
盖的领域、人口、区域要全面。 为
此，民政工作要更好履行基本民
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
会服务等职责，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
的小康，保障各类特殊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是底线任务。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只要还有一家一
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
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
把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好，
是民政部门的基本职责，是解决
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的必然要
求。 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共有
4316.6 万人被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468.7 万人被纳入特困救助
供养，24.2 万孤儿被纳入政府保
障， 分别有 1085.7 万人、1368.5
万人被纳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019
年，共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 129.3 万人次， 给予临时救助
917.7 万人次。 兜底保障特殊困
难群众的衣食冷暖， 对留守儿
童、留守老年人等群体给予必要
的监护或关爱，不让他们在全面
小康的路上掉队。

全面小康是共建共治共享
的小康，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是必然要求。 基层是社会治理
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 广大城
乡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服务
群众的综合终端，是落实改革发
展举措的“最后一公里”，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是直接服务群众的

“第一窗口”。 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全面
小康的认同度。 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
理的一次大考。 在疫情防控中，
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构筑起联
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坚固防线，
许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社会
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 同时，疫情也暴露出一些
基层单位工作力量不足、应急资
源匮乏、 体制机制不顺等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断加
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以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为契机，健全城
乡基层治理体系，真正把党和政
府的惠民之举落实到基层，把矛
盾问题化解在基层，使基层社会
既和谐稳定又充满活力。

全面小康是不断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小康，基本社会
服务水平要持续提升。 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逐
步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民政部门承担的养老、 婚姻、殡
葬等基本社会服务，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
加快发展，养老院服务质量持续
提升， 多元化供给能力不断增
强。 婚姻信息全国联网可查，服
务日趋规范。 殡葬改革稳步推
进，惠民殡葬政策、生态安葬奖
补政策广泛实施，殡葬领域的一
些突出问题得到整治。 同时要看
到，还存在养老服务体系不够健
全、殡葬服务供给结构和质量有
待提升、婚姻登记服务便民化程
度有待提高等问题。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必须解决好群众关切的
操心事、烦心事，着力发展基本
社会服务，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强化底线思维， 编密织牢
基本民生保障网

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

制度、引导预期，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切实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
要求。 其中首要的是“守住底
线”， 即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的
基本生活， 集中力量做好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工
作， 综合运用各种救助保障措
施，兜住基本生活底线。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
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
心， 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
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
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
家万户。 ”当前，我们尤其要强化
底线思维，针对不同特殊困难群
众分类、精准、综合施策，确保兜
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优先安排脱贫攻坚兜底保
障工作。 脱贫攻坚既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也是标志
性指标。 在现有贫困人口中，有
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
过产业扶持、就业帮扶等实现脱
贫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
各种原因遭遇临时性困难导致
收入降低的致贫或返贫人口。 对
此，要以开展数据比对、摸底排
查和监测预警为着力点，健全及
时发现机制，落实落细兜底保障
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养尽养、
应补尽补、应帮尽帮、应扶尽扶，
编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创新完善
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充分调动社
会组织、慈善机构、志愿者等力
量，汇聚更强大的帮扶合力。

统筹面向各类特殊困难群
众的救助关爱举措。 我国已经建
立起一整套社会救助制度，但还
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综合效应
不强等问题。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
制度，需要在供给侧统筹好不同
部门的政策资源，在需求侧统筹
好不同对象的救助需求，形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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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面、分层分

类、 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
更好保障和改善各类低收入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针对特困人
员、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困难残
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等群体的特
点和需求，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对现行政策下无法完全解决基
本生活困难的，可通过一事一议
研究解决。 采取适当扩大救助范
围、 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金、
强化临时救助的救急解难功能
等措施，切实保障受疫情影响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各类特殊
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社会的关爱。

提升人民群众对基本社会
服务的满意度。 民之所盼，政之
所向。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相统一，把人民群众在
养老、殡葬、婚姻中的操心事、烦
心事当作大事要事来抓来办。 针
对不断增长、日益多元的养老服
务需求，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扩
大社会参与， 优化城乡、 区域布
局，增加优质养老服务供给，实现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协同发
展， 促进医养结合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加快殡葬改革步伐，构建保
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城乡基本
殡葬公共服务体系， 巩固殡葬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果。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培
育文明健康的婚姻家庭文化，促
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

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
夯实全面小康的社会基础

科学有效协调秩序与活力
的关系，保持秩序与活力的动态
平衡，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任
务。 要以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
的领导为统领， 一手强管理，一
手抓引导，着力推动各类自治组
织、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不断
拓展社会力量协同高效参与社
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群众基础。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 始终着眼于展现社会
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实效性、促进基
层社会和谐稳定，健全党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民
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民政
部门要和其他有关部门一道，指
导各地村（居）委会依法有序开
展民主选举， 完善村规民约、居
民公约，加大村（居）务公开力
度， 发展多种形式的基层协商，
健全村（居）民主管理和监督制
度。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城
乡人口流动加快等新形势，创新
拓展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办法
和渠道。

增强城乡社区服务能力。 社
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 社区
工作最终要落脚到为群众提供
优质高效的服务上。 根据群众实
际需要，加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加大资源下沉和资金保障
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更好
提供公共服务、 便民利民服务，
健全以群众自治为主体、社会各
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
系， 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
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感受到
的平安和幸福更多。 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中，加强社区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
设，强化激励保障，提升职业吸
引力、凝聚力。 推进社区减负增
效， 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
度，让社区组织腾出更多精力做
好服务。

激发社会组织、 慈善力量、
专业社工、志愿者的正能量。 加
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坚持积
极引导发展与严格依法管理并
重，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的动员激励和监督管
理机制。 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重
要方式。 要健全促进慈善事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 激发慈善组织、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慈善主体
的活力，规范慈善行为，将守望
相助、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发扬
光大。 志愿服务是群众奉献爱心
的重要渠道。 要为志愿服务搭建
更多平台，让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新时代熠熠
生辉。 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者在
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
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进一步壮大这支队伍，
为群众提供更多个性化、专业化
服务。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等服务。
稳妥有序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
挥其对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 进
一步规范地名管理，提高地名公
共服务水平， 加强地名文化建
设，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
政治建设的需要。

（据《人民日报》）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
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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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政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中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和社会
和谐助推器的基础作用， 是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 激发社会发展活
力、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工作。 今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 民政工作要更加注重和更好
发挥兜底性、基础性作用，把民生
底线兜得更牢、 治理基础夯得更
实， 努力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步子更稳、成色更足、质量更高。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好花红社会工作者深入困难群众家中进行核查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