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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举行 2021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已归集 5636.7 万低收入人口基本信息

民生兜底保障

调整优化低保“单人户”政
策，严格实施“低保渐退”、就业
成本扣减等措施， 会同有关部
门持续开展巩固社会救助兜底
脱贫成果“回头看”。 截至 8 月
底，共将 227.9 万脱贫不稳定人
口、 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
重困难户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范围， 占三类重点人
群总数的 45.3%。

推进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建设， 目前共归
集 5636.7 万低收入人口基本信
息，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 会
同国家乡村振兴局依托低收入
平台开展数据比对， 及时将符
合条件的易返贫致贫人口等纳
入兜底保障范围。

修订完善低保审核确认、
特困人员认定等政策， 规范审
核确认流程， 适度拓宽对象范
围。 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认
定工作， 各地已认定低保边缘
家庭人口 374 万人。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受
灾情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导地方
进一步加强急难社会救助和特
殊困难群众照料服务等工作。

持续开展“解忧暖心传党
恩”行动，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
计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666.1 万
人次， 支出慰问资金 11.7 亿
元，累计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
盼”个案问题 6.3 万个。

截至 9 月底， 全国共有城
市低保对象 753.2 万人，农村低
保对象 3489.2 万人，1—9 月累
计支出低保资金 1367.8 亿元；
共有特困人员 470.7 万人，1—9
月累计支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资金 347.5 亿元。前三季度全国
共实施临时救助 616.6 万人次，
累计支出 76.4 亿元。

社会组织管理

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
展规划》， 就进一步规范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推动我国社会组织
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安排。

制定《社区社会组织章程

示范文本（试行）》，引导社区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启动开展第四次“全国先
进社会组织”评选表彰。

加快推进国家社会组织法
人库项目建设，启动全国社会组
织执法监督系统地方推广工作。

部署开展“僵尸型”社会组
织专项整治， 启动全国性社会
组织未按期换届督促整改。

深化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民政部本级和地方
民政部门已累计处置非法社会
组织 3300 多家，关停 200 余家非
法社会组织网站及新媒体账号。

配合“双减” 工作任务落
实， 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
登记管理工作。

持续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
收费专项清理整治，抽查行业协
会商会 15016 家，查处违法违规
收费行业协会商会 366 家，查处
违规收费金额 824 万元。

通过开展“我为企业减负
担”专项行动，截至 9 月底，共
减轻企业负担约 49.9 亿元，惠
及企业 130.5 万余家。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 修订草案完
成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修改工作积极推进。

截至目前， 全国 26 个省
（区、市）完成村（居）民委员会
换届工作。

深化全国街道服务管理 、
社区治理和服务、 农村社区建
设等创新实验和经验推广，在
全国近 500 个行政村开展村级
议事协商创新实验。

深入开展“新时代新社区
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指
导各地扎实推进城乡社区服务
体系建设， 实施村级综合服务
提升工程。 截至 9 月底，全国共
有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52.9
万个，城市社区实现全覆盖，农
村社区覆盖率达到 71.7%。

区划地名管理

开展行政区划调整效果评

估， 指导相关地方慎重稳妥研
究论证行政区划事项。

做好《地名管理条例》修订
有关具体工作， 联合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制作《中国地名大会》
第三季节目。

依法推进行政区域界线联
检、界桩管护、界线争议防控等
工作。

推进国家地名信息库数据
更新完善和信息采集工作，指
导山西、 浙江等试点地区加快
推进省级地名信息库建设，截
至目前， 国家地名信息库共更
新完善地名 90.74 万条。

指导各地深入推进“保护
地名文化、记住美丽乡愁”乡村
地名信息服务提升行动， 广泛
宣传展示红色地名文化， 更新
完善乡村地名 32.1 万条， 推动
292.7 万条乡村地名在互联网
“上图”。

社会事务管理

全面启用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信息系统。加大救助寻亲
和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置力度，
强化源头治理和街面巡查。召开
救助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进
一步夯实部门职责。更新完善救
助管理机构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切实做好机构疫情防控。

扎实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试点工作，截至 9 月底，试点
地区共办理“跨省通办”结婚登
记 12168 对，办理“跨省通办”离
婚登记 2449 对。 全国 32 个地方
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 全国
70.2%的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
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

今年以来， 中央财政投资
12 亿余元、 民政部本级彩票公
益金安排近 2 亿元， 支持加快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 全国范围
内实现困难群众惠民殡葬政策
全覆盖。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进
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政策文件， 指导各地加快落实
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确保
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应保尽
保。 升级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
信息系统“跨省通办”功能，截

至目前， 全国共办理两项补贴
“跨省通办”262 例。遴选北京市
石景山区等 22 个地区开展第
二批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
新试点。 指导地方规范开展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

养老服务工作

召开全国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继
续举办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
大赛。

会同有关部门安排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42 个地级
市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提升行动。

建立健全以“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
管为补充、 以信用监管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 持续强化养
老机构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管
理。 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
于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
管理的意见》。

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基本规范》国家标准达标活动，
发布《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
规范》 等 4 项养老服务领域行
业标准。

持续加强养老服务领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根据疫
情形势变化修订养老机构疫情
防控指南，完善防控措施。

截至 9 月底， 全国各类养
老机构和设施达 34 万个，养老
床位总数达 817.2 万张。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

督促指导地方建立完善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截
至目前， 全国省市县三级实现
协调机制全覆盖， 各级民政部
门首次依法承担协调机制办公
室职能。

召开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推进会暨示范创建动员部署
会， 表彰199 个全国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先进集体和 400 名先进
个人。

部署开展全国未成年人保
护示范创建工作，加快推进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网络建设，优化升

级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
指导西藏及涉藏工作重点

省份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助学工程”，对已被认定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身份、2021 年参
加高考并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
和专科高等院校的人员发放助
学金。 截至 9 月 1 日，首批 414
名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收到每人 6000 元的助学金。

慈善事业、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

举办第十一届“中华慈善
奖”表彰大会。 推进第三批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遴选工
作。 在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期间举办互联网公益
慈善与数字减贫论坛。 截至 8
月底，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累计带动 53.77 亿人次
点击、 关注和参与， 累计筹款
33.66 亿元。 引导慈善力量有序
参与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灾害救
助， 支援四川省泸县抗震救灾
和灾后重建。 动员民政部部管
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民政系统援
藏援疆工作，今年以来，合计为
西藏、 四省藏区以及新疆捐赠
善款和物资 4 亿元。

高效推动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平台建设， 全国已建成乡
镇（街道）社工站近 1.2 万个。
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持续
做好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评价工作，2021 年度报名人数
近 82.9 万，再创历史新高。

积极参与完善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机制， 推广应用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新系统。

此外， 为便捷广大人民群
众在移动端查询、 办理民政业
务，9 月 1 日， 民政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移动端“民政通”已正
式开通上线。 目前已接入婚姻
登记预约服务、社会组织查询、
区划地名查询、村（居）民委员
会信息查询等 50 余项高频便
民服务事项。其中，天津、河北、
河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和西
藏等 7 省（区 、市）用户可通过
“民政通” 在线填报婚姻登记预
约申请。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民政”）

11月5日，民政部举行 2021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
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国际合作司）副主任贾维周主

持发布会。
发布会对今年第三季度民政重点业务工作进展进行了通报。 今年第

三季度，民政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
职责，推动各项民政工作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