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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加强基层党建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近日，贵州印发《“十四五”
贵州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
务体系规划》（下称《规划》），提
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养
老服务体系、 完善老年健康支
撑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建
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增强发展
要素等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
期的养老服务发展目标： 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
实施，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和健
康支撑三大体系更加健全，老
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 老年
社会环境更加友好， 发展要素
支撑不断增强， 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十四五”时期，贵州社会保障
体系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
基本建立， 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更加成熟， 老龄产业高质量发
展， 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
推进，发展要素支撑不断增强。

《规划》提出，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 推动实现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到
法定人群基本全覆盖。 积极促
进有意愿、有缴费能力的灵活
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人

员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 到 2025 年，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800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达到 2000 万人，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5%
左右。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
期养老服务工作的六大主要任
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完善多
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优化
医疗保障政策、 拓展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等； 养老服务体系方
面，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
度、织密兜底性养老服务网络、
健全普惠养老服务设施网络、
加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等；老
年健康支撑体系方面， 强化老
年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 提升
老年医疗服务水平、 加强老年
健康照护服务、 发展中医药老
年健康服务、 深入推进医养结
合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方面，
打造康养产业新业态、 培育老
年用品产业； 建设老年友好型
社会方面， 培育敬老爱老助老

社会风尚、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
开展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
建、加强老年人社会优待、维护
老年人合法权益； 增强发展要
素支撑方面， 完善用地用房支
持政策、 强化财政税收支持政
策、 加强老龄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强化信息化支撑。

织密兜底性养老服务网
络，《规划》提出，要打造县级标
准化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工程； 打造乡镇层面标
准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打造
村级农村互助幸福院， 逐步开
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基本建
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巡访关
爱制度。

针对信息支撑，《规划》明
确统筹建设全省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 实现专业机构运营，政
府、机构和个人共用，融合养老
服务供需对接、 政府行业监管
和服务功能。 搭建老年人健康
管理平台， 建立居家老年人健
康档案， 并与相关医疗机构实
现数据共享， 提供及时的健康
保障服务。 （据央广网）

石油管道和空中连廊横竖
相间，钢结构设备与书吧、咖啡
厅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走进海
淀区学院路旁的石油共生大院，
工业风格与现代元素融合的设
计让这里成为“网红打卡地”。

2017 年，海淀区学院路街道
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立。“在
党组织领导下，石油共生大院通
过院委会、督导组、顾问团、社会
组织、 志愿者共同参与的方式，
推动组织共建、协商议事和信息
共享，实现了社区生态的重塑。 ”
学院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郑鹏说。

拆除院内违建、腾出公共空
间，设立社区议事厅、人大代表
联络站和政协委员工作站 ，打
造党建空间、文化空间、养老空
间……如今的石油共生大院，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目前， 北京市 16 个区和经
开区、343 个街道（乡镇）、3400 余
个社区、有条件的村均建立了党
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共吸纳中央
单位和其他驻区单位 1.7 万余
家，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共
同参与基层治理。

在超大型城市中，社会组织

相对发达是显著特点，如何通过
党建引领推动社会组织广泛参
与治理、提供服务，是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课题。

昌平区回龙观、 天通苑地
区， 曾因配套服务设施不足、服
务管理压力大、居民归属感较低
等问题发展受限。 近年来，一条
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居民共治
的大型社区治理路径逐渐清晰。

“社会组织具有扎根社区、
贴近群众的特性， 我们通过孵
化培育社会组织， 为社会组织
参与基层治理赋能， 并健全政
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
制， 鼓励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来，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昌平区委社
会工委委员、 区民政局副局长
徐湘涛说。

从日常管理到专业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拓展。 截至目前，北
京市共有 6.8 万家社区社会组
织深度参与社区服务， 同时充
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 推动 81
万团员常态化在社区参与志愿
服务……

在东城区前门街道草厂社
区，“小院议事厅”则成为居民协
商自治的有效载体。 走进草厂四
条胡同，灰墙朱门，曲径通幽。 在
老城改造与保护中，这里既保留
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又能满
足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 如
今胡同里的幸福生活， 离不开

“小院议事厅”的功劳。
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架空线入地、燃气切改等难题得
以破解；院落提升改造、垃圾分
类等通过议事得到顺利推进；邻
里文化节、民俗运动会等社区活

动精彩纷呈……
“有了‘小院议事厅’，可以

充分反映群众的诉求，帮助解决
群众的难题。 ”草厂社区党委书
记李峥说。

近年来，北京市健全党组织
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累
计建成 300 个城乡社区议事厅
和 700 个楼门院（村组）治理示
范点，加强社区党组织对基层各
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
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
理，实现居民自治与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有效结合。

“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
激发不同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意
识，就能够促进基层治理跟上城
市发展速度、满足居民多元化的
需求。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说。

（据《人民日报》）

《“十四五”贵州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服务体系规划》出台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
厅、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做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
施》）， 从强化基本生活救助、临
时救助帮扶、 特殊照料服务、救
助工作时效、救助服务水平和组
织保障力度六个方面发力，细化
20 条工作措施。为推动工作落实
落地，自治区民政厅和自治区财
政厅共同召开做好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部署视频
会议，就《若干措施》进行政策解
读、 站位全区统一安排部署，要
求各级民政财政部门坚持全区
上下“一盘棋”，全力打好基本民
生保障战。

聚焦增加困难群众收入

为全区城乡低保对象、 特困
供养人员按照每人 600元的标准
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 全面落实
城乡低保、孤儿、特困和临时救助
等四项社会救助保障标准提标工
作。密切关注、动态掌握自治区食
品价格和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
用价格指数变化情况， 及时分析
研判、适时启动机制，按时足额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

聚焦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对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应
保尽保，落实好“渐退期”政策，
对低保对象实现就业后且家庭
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
家庭， 可根据家庭情况给予 6-
18 个月的低保渐退期； 落实好

“单人保”， 适度扩大低保范围，
对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残人员、
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经本
人申请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落实好“刚性支出”政策，对因

病、因残、上学、就业、照料护理
及其他刚性支出负担过重、影响
基本生活的，在核算困难群众家
庭收入财产时予以扣减。

聚焦特殊困难群众帮扶

符合规定的失业生活困难人
员、未就业生活困难大学生、因疫
因病生活困难群众， 经本人申请
后按照人均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
月标准的 3倍给予一次性临时救
助。 对已确诊新冠肺炎的低保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孤儿、流浪乞
讨人员和领取高龄津贴人员，按
照城市不低于 3000 元、农村不低
于 2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生
活补贴。持续加强集中供养服务，
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低保及低
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 未成年
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众，
加大探访频次， 及时了解生活状
况，落实相关救助政策，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

聚焦社会救助提质增效

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
打造“物质+服务”救助模式，满足
困难群众多元化需求。 深化主动
发现快速响应和信息共享监测预
警机制，优化社会救助工作流程，
提高救助保障时效性和精准度。
充分挖掘本地社会力量和慈善资
源，依托村（社区）和社会组织，发
挥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区网格
员作用，引导志愿服务组织、社会
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救助。 宁
夏慈善总会筹资 50万元，按照每
户 200元的标准对今年以来受疫
情影响较重的银川市、 吴忠市
2500 个重度残疾困难家庭给予
米面油等物品慰问。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救”在身边 “助”在心田
宁夏 20条措施做好基本民生保障

搭建党建议事平台，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
民群众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一起下‘绣花’

功夫，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近年来，北京市探索出一条超
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