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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党组动员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工作

11 月 15 日上午， 民政部党
组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动员部署
直属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工作。 部党组书
记、部长李纪恒讲话，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唐承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是党中央在重要历史关头
召开的一次主题鲜明、继往开来
的大会，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
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深刻回答了“过去我们为
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的重大命题，深刻
阐明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
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确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决定性
意义，必将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
大胜利。 各级民政部门要立足

“两个百年”深刻认识《决议》的
时代意义，立足“两个维护”深刻
认识《决议》的政治意义，立足党
的创新理论发展深刻认识《决
议》的理论意义，立足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深刻认识《决议》的实

践意义，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的热潮，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

会议指出，要准确领会这次
全会的主要内容和重大决策部
署， 重点把握六个方面的精神。
一要深刻理解领会全会对一年
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的评价，从党
和国家取得的重大成就中进一
步领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超领导力、伟大建党精
神强烈感召力和亿万人民伟大
创造力，进一步增强中国人的自
豪感、使命感，进一步坚定直面
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心和底气。 二要全面准确
把握《决议》对党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的总结，更加坚定对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把党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好、贯彻
好、发展好，更好续写新时代新
篇章。 三要全面准确把握《决议》
对党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的总结，
深刻领悟五条概括既立足中华
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
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关
系，贯通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四要
全面准确把握《决议》提炼的十
个方面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
这些经验是长期实践的积累，是
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
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五要全面准确把握《决议》对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展望，自觉强
化理论武装， 提高治理能力，坚
持人民至上， 加强自身建设，着
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建功立业。 六要深刻领会召开
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政治意义，全
力以赴推动民政事业再上新台
阶，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的二
十大献礼。

会议强调，各级民政部门要
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抓
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要周密组织， 分步骤、分
阶段开展系列学习宣传贯彻工
作。 通过高质量开展部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领导干部
深入基层宣讲、印发学习贯彻的
指导意见、 组织党员干部轮训、
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加强宣传引
导等方式，确保各级民政部门理
解领会全会精神。 要同步统筹安
排好离退休人员和主管社会组
织的学习， 确保传达学习全覆
盖。 要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

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二要学深悟透《决议》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的十
个方面宝贵经验，充分汲取指引
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的经
验智慧，不断提炼总结对民政工
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民政事业改
革发展提供正确指导。

三要更好履行新时代民政
工作职责。 紧紧围绕实现共同富
裕，着眼于推动构建“橄榄型”分
配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
度和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
制度，更好发挥慈善的第三次分
配作用，把民生底线兜牢并适度
提升，努力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前进。 紧紧围绕构建和谐有序又
充满活力的社会，着力在共建共
治共享上下功夫，完善党领导的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社区治
理和社会组织管理，发展专业社
会工作，推动居民群众依法有序
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夯实党执政的基层社会基础。 紧
紧围绕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构
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步
使人人享有均等可及的基本养
老服务；改革殡葬习俗，加大公
益性殡葬服务供给，使“逝有所
安”质量更高；提升婚姻登记服
务水平， 倡导良好婚姻家庭文
化， 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

范行政区划设置，保护传承地名
文化，更好服务生产力发展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

四要认真做好岁末年初各
项工作。紧盯年内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有力
有序扎实推进。持续绷紧常态化
疫情防控这根弦， 严格落实属
地防控要求。 加强机关应急值
守和各类服务机构安全管理，
确保民政系统安全有序运行。
做好入冬后和“两节”期间困难
群众救助关爱工作， 加强对低
保、特困、重病重残、农村留守
人员等群众的巡视探访， 检查
政策落实情况， 精准解决困难
问题。 强化流浪乞讨街面巡查
和救助帮扶， 决不能让群众受
冻挨饿。广泛开展困难群众帮扶
救助和送温暖活动，妥善安排好

“两节”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科学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和重
点任务， 为 2022 年民政事业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京部党组成员， 部分在
全国人大有关机构任职的部级
领导， 部分离退休部级老同志
在现场出席会议。 驻部纪检监
察组和部机关全体公务员、直
属单位和部管社会组织全体工
作人员、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负
责人在现场或以视频方式参加
了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内容如下：

民政部：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政部党组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 第一时间召开部党组会
议传达学习， 研究制定部党组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工作方案 ，
统筹推进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交
流研讨、 部署直属机关和民政系
统全面学习、 基层调研宣讲等各
项工作。

民政部坚持对标对表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 ， 扭住关键重
点 ，压紧压实责任 ，扎实推进 8
项民政领域 “我为群众办实事 ”
实践活动 。

———“我为企业减负担”行动

扎实推进。 截至目前，减轻企业负
担 56.54 亿元， 惠及企业 155.4 万
余家。

———“解忧暖心传党恩”行动
走访慰问特殊困难群众 666.1 万
人次，解决各类问题 6.3 万个。

———“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
行动推进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 全国共有城乡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 52.9 万个。

———实施“保护地名文化、记
住美丽乡愁 ”行动 ，推动 292.7 万
条乡村地名在互联网“上图”。

———实 施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跨省通办 ”和婚姻登记 “跨省通
办”试点，全国受理残疾人两项补
贴 “跨省通办 ”申请 643 例 ，办理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14905 对、离
婚登记 3305 对。

———实施“关爱老人、享受美
好生活 ”行动 ，截至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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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助学工程”，西藏及涉藏工作省
份 729 名考入本专科院校的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每人获得 6000 元
助学金。

———实施“五社联动、情暖基
层 ” 行动 ，2021 年全国社会工作
者报名人数近 82.9 万 ，再创历史
新高。

民政部党组表示， 要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民政”）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人民日报》聚焦民政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11月20 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其中介绍了民政

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