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对气候变化
社会组织要打通政策
落实最后一公里

8 月 24 日，第三届三角洲地区气候变化专题研讨
会在广州举行，17 位气候专家、 科研机构及社会组织
代表，共同探讨了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之
下社会组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和方法， 涵盖防
灾减灾、农村发展、城市社区、健康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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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和众泽益创始人、主任王忠平：
推动“五社联动”，志愿者大有可为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
次明确提出要“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

“五社联动”与“三社联动”相比，增加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新增的这两部分，尤其是社区志愿者，在联动中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与其他“三社”究竟应该如何联动？ 《意见》发布已经过去一年，目前进展如何？ 《公益时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和众泽益创始人、主任王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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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会
在宁夏举行

江西：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支撑作用
为加快全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 ”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
印发 《江西省贯彻落实 “十四五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实施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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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指定媒体

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民政部就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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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庆 ） 8 月 26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
长刘喜堂对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有关情
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并就相关问题回
答记者提问。

刘喜堂表示，作为最后一道兜底保
障安全网，在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方面，我们国家近些年已经形成了一个
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这里面的社
会救助体系既包括民政部门负责的低
保、特困、临时救助，也包括相关部门负
责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
业救助以及受灾人员救助等。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低保、特困、
临时救助这三项一共支出资金 1260.7
亿元。受疫情、灾情影响增加的困难群
众，主要以遭遇临时性、突发性困难为

主，不少群众户籍还不在本地。民政部
门主要通过临时救助来保障这部分人
的基本生活。

截至今年 6 月， 全国城乡低保共
救助 4062 万人， 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700 万人， 农村低保对象 3362 万人；
全国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734
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554 元，
今年上半年累计支出低保资金 926.2
亿元。下一步，民政部将指导地方重点
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低保政策落实力度。 为
落实国务院常务会有关低保扩围增效
的要求， 民政部在完善低保制度方面
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 比如把低保
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单独纳入
低保。过去低保制度是按户保的，共同
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

准的家庭都纳入进来， 把低保边缘家
庭的重病重残人员单独纳入低保就形
成了按户保和按人保的结合， 从而使
低保制度更有容量。再比如，鼓励各地
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从过去的县下放
到街道和乡镇， 从而加快低保审核确
认的时限。再比如，核算家庭收入的时
候， 按照规定适当扣减一些刚性支出
和必要的就业成本， 对实现就业后的
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这
些低保家庭也不马上退出， 给予半年
到一年的渐退期， 使低保覆盖更多的
困难群众。 这些创新性的政策是低保
扩围增效的政策依据， 民政部将指导
地方进一步细化、 实化这些创新性举
措，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并加大政策
落实力度，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兜
尽兜”。 （下转 02 版）

8 月 24 日，民政部召开打击整
治养老服务诈骗专项行动第三次
推进会，传达全国专项办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并部
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民政部打击整
治养老服务诈骗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养老服务司司长俞建良参加
会议并讲话。 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
邦华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国专项办提出深
入隐患排查、清零隐患整治、攻克

“黑机构”堡垒、完善监管机制和加
强反诈宣传等五方面意见，要求围
绕既定目标， 继续加大攻坚力度，
推动专项行动提档加速。

会议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持续
排查隐患存量，做好“回头看”复查，
提高排查精准度和线索核查效率，确
保不漏不落一处风险隐患点；要加大
风险隐患整治力度，对尚未有效化解
的风险隐患，要建立挂牌督办工作机
制，一案一策，挂账销号；要聚焦打击
整治“黑机构”， 进一步摸清辖区内
“黑机构”状况，集中开展联合整治，
拔除隐患“毒瘤”；要加快完善长效机
制， 及时总结专项行动经验做法，补
齐制度漏洞； 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把宣传发动工作贯穿始终，重点
宣传打击整治“黑机构”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威慑氛
围，起到震慑作用，挤压“黑机构”生存空间，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吉林、辽宁、江苏三省分别介绍了本省打击
整治养老服务诈骗专项行动中整治无证无照“黑
机构”工作开展情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分管负责
同志以及养老服务处室负责同志、专班工作同志
在各地以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据民政部官网）

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观察

弘扬时代新风，建设网络文明。 28 日下午，2022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天津拉开帷幕。
网络文明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网络空间向上向好态势日益巩固，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新风扑面而来。

2022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论坛现场，与会嘉宾踊跃发言，真知灼见相互碰撞。 新时代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如
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将网络世界缤纷的中国故事娓娓道来。 （下转 02 版）

民政部发布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涉及社会救助法、 慈善法等
法律法规

日前，民政部办公厅发布《民政部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
划》。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和国务院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结合民政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巡
视整改要求， 民政部 2022 年立法工作具体安排包括四件法
律、三件行政法规和三件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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