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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社会组
织专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
会议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 有效防
范社会组织领域风险， 扎实推
进全省社会组织领域各项重点
工作，6 月 13 日， 湖南省民政
厅召开全省社会组织专项工作
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推进会， 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
员、 副厅长张自银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对社会团体分支（代
表）机构专项整治、社会服务机
构非营利监管、 持续整治行业
协会商会乱收费、 进一步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持续推进

“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社会
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等 6 个专项
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传
达了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防
范化解任务要求， 听取了全省
14 个市州专项工作开展情况，
强调全省各级民政部门要下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先手棋，
突出重点、 全面推进， 稳中求
进、务求实效，推动社会组织助
力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

会议要求， 专项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难度大，各级民政
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专项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
落实责任。要紧盯重点问题，对
照整治要求，摸底排查，逐条自
查自纠，深刻分析原因，制定整
改方案， 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整

改落实。要建立协同机制，加强
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与配
合，充分发挥各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和党建机构作
用， 协同做好专项工作的监督
检查与抽查，确保取得实效。要
依法依规处理， 要对照专项工
作的具体问题研判形势， 通过
约谈、警告、责令改正、限期停
止活动等方式对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整改处置。 要稳妥有序推
进，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扎实做好全面摸底和风险评估
工作，细化工作措施，防止简单
粗暴，注意舆情监测和引导，做
好风险防范化解各项应对准备
工作。

会议指出， 各级民政部门
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大意义， 把引导动员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工作
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借鉴
运用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形
成的好机制、好做法，推动社会

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开创新局
面。 要“聚焦聚集”，建好“宝贝
小屋、直播小屋、阅读小屋、医
生小屋”四个小屋，做好“结对
帮扶助振兴”“公益品牌助振
兴”“消费帮扶助振兴”“四小建
设助振兴”等供需对接，持续优
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支持
体系， 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支持
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发
展， 大力培育发展服务乡村振
兴的社会组织。 要“整体联动”，
形成与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
理部门、 重点帮扶县的工作合
力，保障帮扶项目及时落地、顺
利实施，确保取得实效，营造社
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
围，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湖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
理局全体工作人员、14 个市州
民政局分管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负责同志以及社会组织管理科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据湖南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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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
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联合印发《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
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助力乡村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持续强化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通知》提出，深入开展社会
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系列专项行
动。开展“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振兴”活动，围绕产业发展、
人才培育、特殊群体关爱、乡村治
理等领域重点任务落实， 深入开
展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结对帮扶
行动、 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
兴公益品牌行动和社会组织乡村
行活动； 持续开展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动员引
导 10 个自治区级、100 个设区市
级、1000个县（市、区）级社会组织
与行政村形成结对帮扶关系，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 乡村
治理；开展社会组织“消费帮扶助
振兴”专项行动，动员社会组织及
其会员积极参与消费帮扶， 促进
农产品销售。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乡

村振兴部门加快建设集中统一、
开放共享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振兴互联网服务平台，通过“问
需于民”“问计于社会组织”等方
式，筛选出一批适合社会组织参
与、困难群众关切、“输血”与“造
血” 相结合的帮扶需求项目，提
高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供需
对接成功率。 大力培育服务性、
公益性、 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
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支持服务乡
村振兴的社会组织发展，支持在
社会组织中设立乡村振兴专项
基金。 同时，各级民政、乡村振兴
部门将通过表扬通报、 典型选
树、案例宣传等方式，大力宣扬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
振兴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
织，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的积极性。 各级民政部门
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情况
作为年检、评比、评优指标，从而
激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活
力，营造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
良好氛围。

《通知》还对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宣传引导、 及时报送情况等
强化保障措施提出具体要求。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湖南召开全省社会组织专项工作
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

广西动员引导社会组织
参与乡村振兴

增加补贴、减免房租……
多地出台政策缓解养老机构经营压力

资金补贴
缓解养老机构经营压力

近日，江苏省出台养老机构
纾困政策， 对全省 1500 多家养
老机构按照每张床位一次性补
贴 1000 元的标准， 给予 1.46 亿
元的一次性纾困补贴；山东省则
在之前发放疫情防控补贴等政
策的基础上，根据入住老人的身
体状况，向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
发放不同等级的一次性纾困补
贴，缓解养老机构的运营压力。

山东东营垦利区民政局社
会事务服务室主任张磊：“正常
的老年人是（每人补贴）100 元，
中度失能和轻度失能的老年人
是 200 元，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是
补贴 400 元。 ”

山东某养老机构负责人王

飞：“入住率的降低导致了空床
率的增高，所以说对于我们目前
的运营还是冲击很大的。 但是通
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保障措
施，使我们对于后期的发展更有
信心。 ”

今年以来，广东、广西、湖南
都出台发放运营补贴、疫情防控
专项补贴等措施；湖北省武汉市
则建立了疫情防控补贴长效机
制，为处于封控管理期间的养老
机构发放运营补贴。

多地出台减免房租
等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在增加资金补贴
的同时， 各地还通过减免房租、
缓交费用、提前发放补贴资金等
多项措施，缓解养老机构的运营
压力。

受疫情影响，一些小型的养
老机构面临成本上升、资金紧张
等困难。 截至目前，重庆市璧山
区大兴镇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全
封闭管理三个月，封闭管理影响
到机构的入住率，目前床位空置
率达到 70%。

重庆市某养老机构负责人
范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院内
有五六个老人，一直保持着七八
个工作人员，那时候我们的收入
和支出不成正比，每月差不多要
亏一万多元。 ”

为缓解运营困难，当地民政
部门出台了减免房租等优惠政
策，最近这家养老机构收到了今
年 1—5 月的房租返还， 这项政
策每月为他们节约了近 8000 元
的支出。

重庆某养老机构负责人范
平：“现在在政策的帮扶下，为我

们减轻了房租压力，可以抵扣我
们三分之一的支出，也为我们做
养老产业增加了更多信心。 ”

今年以来，浙江、安徽、湖南
等多省份都出台政策，对公建民
营的养老机构减免 3 到 6 个月
的租金。 重庆市还将原计划下半
年发放的 3000 万元建设补贴提
前发放到位。

重庆某养老机构艾鹏：“我
们希望把这笔钱申请下来，增加
一些新的设施设备，更换一些旧
的，比如说扶手、空调，再为老人
添置一些健身器材，让老人的晚
年生活更加舒适。 ”

心理疏导重点帮扶
关爱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此外，养老机构的封闭管理
也给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心理带
来影响，各地推出在线心理课等
措施，加强对养老机构从业人员
和老人的身心关爱，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困难，缓解心理压力。

今年 51 岁的刘芳是重庆市
江北区一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工
作人员，由于她所在的机构实行
封闭管理，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
回过家了。

重庆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刘芳：“身体都处于很疲惫的状
态，再加上我妈妈也 80 多岁了，

没有办法去照顾她，我感到很内
疚。 ”

据统计，由于疫情期间养老
机构的封闭管理，养老机构工作
人员的离职率有上升的趋势，直
接导致机构的人力成本增加。 为
了解决被封控在养老机构工作
人员的困难，各地民政部门协助
养老服务机构组建了帮扶工作
队，解决职工家属在子女抚养教
育、怀孕产检、家庭老年人照护
等方面的困难。

重庆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刘芳的母亲罗中华：“家里面只
有我一个人在，她们天天都来照
顾我，感谢她们的照顾，她们来
照顾我一段时间，我身体就渐渐
地恢复起来了。 ”

重庆市江北区民政局社会
福利科工作人员郑玉婷：“我们
对养老机构有定期的电话了解
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员工家
属走访慰问，这样能让在岗员工
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 ”

除了对一线员工点对点的
重点帮扶，为了缓解老人和一线
工作人员的心理焦虑， 山东、福
建、天津等地还通过开展心理健
康线上讲座， 开通心理疏导热
线、发放慰问金等措施，为养老
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调适，缓
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期，受疫情影响，养老机构运营承受压力，民政部要求，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优惠政
策，协助机构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各地推出增加补贴、减免房租、

人员培训等措施，为养老机构纾困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