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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10 月 9 日，河南省司法厅、
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河南省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规
定》，进一步健全社会组织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畅通参与
渠道， 明确基本条件、 服务范
围、工作内容。

《规定》明确，社会组织参
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服务权责
原则上限于非刑事执行的教
育帮扶事项，在购买服务的社
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开
展工作。 在参与方式方面，主
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委
托执行项目等方式与社会组
织进行合作。

《规定》从组织调查评估、
协助开展监督管理、 开展综合
风险评估、组织教育矫正、进行
个别化矫正、 开展社会适应性
帮六个方面进一步细化服务类

型，细分服务内容。
在服务内容方面，《规定》

明确，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
工作，主要提供法治道德教育、
实地调查走访、组织公益活动、
认知行为矫正、心理矫正服务、
技能培训服务、亲情修复服务、
社区（村居）支持服务、未成年
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帮扶等。

《规定》明确，社会组织协
助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工作所
需经费应当列入社区矫正机
构本级政府预算。 社区矫正专
职社工纳入社会工作者奖励
范围， 鼓励社会工作行业组
织、有条件的企业、社会组织
和个人依法设立社区矫正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奖励基金，对
有突出贡献的社区矫正专职
社工进行奖励。

（据 《河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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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面信息社会

老年人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当今信息社会， 信息如

同阳光、 空气和雨露
一样， 已成为每个人生存发展
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如何让
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能
够没有门槛、 平等便捷地获取
信息， 顺畅地使用互联网等新
一代智能 “基础设施 ”，成为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一道必答题。

为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残
疾人使用互联网困难的问题，自
2021 年 1 月起，为期一年的“互
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实
施。全社会掀起“适老化改造”热
潮，推动信息化社会建设成果充
分惠及每一个人。

真抓实干
助特殊群体跨“数字鸿沟”

当今中国已进入全面信息
社会， 以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
为先导的智能技术， 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对老年人、
残疾人等群体而言， 信息无障
碍较之于城市设施无障碍，具
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意义。

为此 ， 作为政府主管部
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组织
此次专项行动，并在工作要求
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20
年 12 月 24 日印发《互联网应
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
行动方案的通知》， 对专项行
动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2021
年 4 月 6 日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
作的通知》， 明确专项行动施
行的标准规范、技术能力的评
测要求、标识授予办法和将此
纳入企业信用评价等工作要
求， 以及完成改造的时间，加
快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工作。

在组织落实方面， 目前全
国各省市都已建立了高效、通
畅沟通机制。 其中，北京、上海、
广东、 浙江和江西等 5 省市政
府， 在推动首批优先推动单位
网站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外，
已开展本区域各级政府及社会
化网站的适老化改造工作。

在改造指导方面， 中国互
联网协会作为标准规范解读和
技术改造的指导单位， 集中了
国内有关专家、 专业机构和技
术公司为各省市及各网站开展
工作提供支持。

此外， 还以公益方式进行
兜底。 本次专项行动的目标任
务是， 通过开展首批优先推动
网站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为加快推动充分兼顾老年人、
残疾人需求的信息化社会建设
奠定基础。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
信息无障碍工作委员会副秘书
长黄畅介绍， 专项行动从根本
上杜绝网站的无障碍服务不好
用、不能用等问题出现。 他解释
道， 为确保首批推动单位的网

站全部达到要求， 专项行动将
引入“中国政务信息无障碍公
益行动”机制，对首批推动的政
府网站和残联网站提供公益免
费改造的兜底支持。 技术方式
采用的是目前全球最为领先的
“中国政务信息无障碍服务体
系”核心智能技术。 黄畅介绍，
近日， 国办信息公开办下发了
〔2021〕28 号文件，为推进政府、
残联组织、 文教卫等公共事业
和非营利组织单位的网站适老
化及无障碍的集约化改造，“中
国政务信息无障碍公益行动”
将会提供持续支持。

全面动员
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

记者了解到， 专项行动部
署以来， 从政府部门到各行各
业， 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公
共服务平台，均在适老化、无障
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行动。

政府网站方面有中国政府
网、外交部网站、卫生健康委网
站、教育部网站、中国气象网和
31 个省级政府网站，共 36 个网
站。 据了解，中国政府网高度重
视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和无障
碍改造工作， 自 2021 年 2 月
起， 对包括中国政府网的中英
文网站和国务院客户端（安卓、
iOS）及运行在第三方平台的应
用程序等政务新媒体全面进行
了工作部署， 是专项行动迄今
为止，改造范围最广、最全面、
最深入的单位。

残疾人组织网站方面有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和 31 个
省级残疾人联合会网站， 共 32
个网站。 据悉，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网站和绝大部分各省残疾人
联合会网站， 为我国开展网站
无障碍改造较早的单位， 目前
各级残联网站均在按照国家相
关规范要求， 对网站的适老化
和无障碍功能进行深入完善。

新闻媒体网站方面有人民
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国
际在线、求是网、中国日报网、
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中国
新闻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
网、澎湃新闻网和今日头条，共
15 个网站。 据了解，人民网、新

华网、中国网、央视网和求是网
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深入改造工
作已完成。

交通出行网站方面有中国
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
南方航空、 海南航空、 深圳航
空、中国铁路 12306、携程、去哪
儿、艺龙旅行网、蚂蜂窝、8684
公交网、途牛旅游网和住哪儿，
共 13 个网站。

社交通信网站方面有中国
电信网上营业厅、中国移动网上
营业厅、 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
新浪微博和知乎，共 5个网站。

生活购物网站方面有京东
商城、阿里巴巴、淘宝网（包括
天猫）、苏宁易购、当当网、国美
电器网上商城和孔夫子旧书
网，共 7 个网站。 据了解，京东
网、 苏宁易购和国美电器网上
商城的网站适老化及无障碍改
造工作基本完成， 近期有望上
线服务。 阿里巴巴、淘宝网（包
括天猫）、当当网和孔夫子旧书
网 4 个网站的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造工作尚在计划中。
搜索引擎网站方面有： 百度和
搜狗， 目前这 2 个网站基本完
成了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工
作。 其中，搜狗的移动网站也完
成了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并
将在近期上线服务。

金融服务方面有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 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
行共 5 个网站。 据了解，中国工
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
银行 3 个网站已完成改造工
作，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
银行的网站适老化及无障碍改
造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 在网站的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方面， 完成建设提
交评测申请表的单位有江西
省、海南省、福建省、吉林省、云
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的省政府
门户网站；广西省残联、福建省
残联、甘肃省残联的门户网站；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网上营业
厅；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网、澎
湃网等网站；12306 网站、 携程
网；苏宁易购网、国美电器网上
商城网；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等网站。

（据人民网）

安徽：
修订低保操作规程 完善低保制度

安徽省结合制度实施情
况，在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
取基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
《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
作规程》进行了修订，并于近
日印发。

新修订的《操作规程》全面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聚焦
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重点
从“审核确认”名称、优化审核
确认流程、 细化低保认定指标
等方面进行修订完善。 一是修
改“审核确认”名称。 原《操作规
程》统一用的是“审核审批”，根
据《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
度的意见》有关精神，考虑到认
定低保对象的行政行为本身不
属于行政审批， 而属于行政确

认，《操作规程》中将原低保“审
核审批” 统一调整为“审核确
认”。 二是简化优化审核确认流
程。 为落实“放管服”改革相关
要求，《操作规程》 简化优化了
部分审核确认流程， 以提升低
保办理效率， 增强困难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将低保办结时限
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 三是细化
实化低保认定指标。 根据《关于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精神，结合《安徽省民政
厅关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综合认定标准的指导意见》，对
低保认定过程中的家庭收入、
家庭财产、 家庭支出等指标进
一步细化实化，做到精准认定、
精准救助。

（据安徽省民政厅）

深圳：
社会组织考察团助力百色乡村振兴

9 月 24 日至 25 日， 深圳
市社会组织总会组织 40 余家
社会组织及龙头企业到百色
市考察交流，并召开深圳龙头
企业（协会）深百协作招商洽
谈会。

洽谈会上，百色市工信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市直部门围绕
主题，详细介绍了百色市工业、
农业和文旅领域重点招商项
目， 引起了考察团企业家的浓
厚兴趣。 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寻求产业对接，
选好区域合作的项目， 实现互
惠互利、共赢发展。

百色市有关领导对深圳
市社会组织总会考察团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一直
以来关心支持百色发展的深
圳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 百色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提
名）、 粤桂协作工作队副领队
刘得胜表示，百色具有独特的
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和资源优势，是投资兴业的
沃土，希望深圳企业家抓住机
遇，与百色密切沟通、深层对
接，在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
领域加强合作。 百色将继续强
化服务，完善机制，加强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让企业家在百色放心
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

（据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