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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开展全国养老机构新冠病毒感染
疫情防控培训

日前，民政部养老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专班通过视频会方式
举办了全国养老机构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防控专题培训， 解读
《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防控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 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政策，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切实

把握好“乙类乙管”阶段养老机
构疫情防控要求。 民政部养老服
务司司长俞建良主持培训并作
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指南》的核心目
标是“保健康、防重症”。《指南》
充分吸收了前期养老机构防控
工作经验，汇集了现行政策对联

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养老机
构的各方面要求，是指导当前养
老机构疫情防控的重要文件。 各
地民政部门要按照《指南》的有
关规定和原则要求，结合当地实
际制定地方实施细则或规定，进
一步强化操作性，保证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
进一步提升对“乙类乙管”后养
老机构疫情防控策略的认识把
握，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认真落实属地责任。 民
政部门要适时向当地党委政府
或联防联控机制提出封闭管理
或有序放开管理建议，供其经科
学评估后作出决策。

会议强调， 各地民政部门
要进一步重视“关口前移”和农
村养老服务疫情防控， 通过加
强健康监测和核酸抗原检测、
推动就医用药优先保障、 落实
分类分级健康服务、 配备血氧
仪和吸氧设备等措施有效落实

“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转
诊”要求。 要建立农村养老机构
与医疗卫生机构协作机制，细

化实化农村老年人疫情防护措
施， 以疫情防控为重点做好农
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
务， 进一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领域疫情防控。

会议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
及时掌握养老机构的经营运行
情况， 推动已有纾困政策的落
实，同时重视发挥慈善组织等作
用，鼓励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帮助
养老机构。 要继续强化“日调度”
机制，动态跟踪养老机构疫情防
控最新进展，加强抽查检查和监
督指导，帮助基层解决落实防控
措施的困难和问题。

省级民政部门分管负责同
志、 养老服务处相关同志约 200
人参加了培训。

（据民政部官网）开展关怀慰问。 为留岗农
民工组织开展文艺联欢、 集体
过年、发放年货等“送温暖”活
动。 为户外劳动者、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提供饮水、热饭、休息、
取暖等服务，配备防疫物资、劳
动保护用品。

做好出行保障。 加强对客
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酒驾醉
驾等治理， 为农民工出行创造
良好交通环境， 并及时发布疫
情防控、交通、天气等信息，引
导农民工安全出行、错峰出行。

强化就业帮扶。 开展“春风

行动”等专项活动，为农民工朋
友提供便利的线上线下就业服
务。 鼓励农民工通过线上线下
等方式参加技能培训， 储备就
业技能。

提供健康服务。 广泛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积极为农
民工提供便利疫苗接种服务，
组织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农民工开展义诊活动。

丰富文化生活。 鼓励公共
文化设施在春节期间延时开
放，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群众文化

活动。
维护合法权益。 畅通线上

线下多种举报投诉渠道， 维护
好春节前后农民工工资报酬等
权益。 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活动，积极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和公益法律服务。

加强关心关爱。 及时为符
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发放失业
保险待遇。 加强对遭遇急难农
民工的救助帮扶， 开展留守老
年人探访关爱， 加强对农村留
守儿童的走访慰问。

（据央广网）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
基层工作力量，依托市、县、乡、
村四级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在
寒假春节期间对本地区困境儿
童开展一次走访探视， 重点了
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 委托照
护、生活保障、健康状况、寒假
春节期间儿童去向、 面临困难
等情况， 明确专人做好关爱服
务工作，及时解决实际困难。 结
合入户走访， 对困境留守儿童
的生活、 居住环境进行全面检
查， 同时开展“政策宣讲进村
居”活动，督促指导困境儿童监
护人、 被委托照护人依法履行
监护主体责任或照护职责。 将
父母未能返家过年的农村留守
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
督促引导父母通过电话、 视频
等方式加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
亲情沟通。 为返家的务工父母
提供科学养育、家庭教育指导，

开展亲子迎新活动。
《通知》强调，要将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儿童群
体纳入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
对象，加强寒假春节期间对监护
缺失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对符
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基本生活
和临时救助等保障范围。对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因突发事件影响，
不能履行监护和抚养责任的，当
地民政部门要依法履行临时监
护责任。各地未保办要按照当地
党委和政府以及联防联控机制
的统一部署，将困境儿童纳入当
地医疗保障体系关注的重点对
象范围，加强疫情防控和救治服
务保障。摸排困境儿童及其家庭
防疫物资配备情况，对确有困难
的，及时配送“防疫爱心包”提供
支持帮助。

《通知》指出，各地要用心
用情用力扎实做好关爱服务工

作。 各地“关爱之家”要评估各
类困境儿童关爱需求，通过“线
上+线下”“阵地+入户” 开展劳
动教育、爱心陪伴、心理疏导、
行为矫治、 社会融入等多元化
的关爱服务，推进“家、校、社”
联动配合， 确保困境儿童不失
管、不失教、不失护。 发挥“苏童
成长”协同关爱机制作用，盘活
各部门资源，利用践习基地，试
点开展假期实践活动。 各地未
保办要发挥未保协调机制作
用，整合教育、公安、妇联、团委
等各类优质资源，组织教师、公
安民警、医护人员、大学生、“五
老” 等志愿者与困境儿童开展
结对关爱。 动员社会组织、慈善
机构、爱心企业、热心人士参与
关爱服务， 帮助困境儿童实现
“微心愿”，提供物质+精神双重
关爱， 营造共护儿童成长的良
好氛围。 （据江苏省民政厅）

对春节期间留岗留工人
员， 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加班工资规定，
按职工本人工资标准的 300%、
200%支付工资报酬， 各级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对拒不支付的要
依法查处。 对外卖、快递、网约
车等平台企业从业人员劳动权
益要及时保障， 确保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工资报酬春节前兑付
到位。

对春节期间发生工伤的，
各级人社部门要建立“快理快
赔快付”应急响应机制，对参
加工伤保险的要及时按规定
支付相关待遇，对未参加工伤
保险的要督促用工单位尽快
赔付等。

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要为有需要的农民工提供“累
能歇脚、渴能喝水、饭能加热、
伤可用药”等暖心服务；支持
企业在春节期间对留岗职工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人社部门
根据参加培训人数， 按每人
300 元的标准给予企业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

在服务保障方面，确保农
民工返乡返岗有序畅通。对有
集中返乡返岗需求的农民工
提供“点对点”服务。 乡镇 (街
道 )就业服务站要公布联系方
式，组织专人对有需求的农民
工及时提供帮助。省外务工人
员服务工作站要为有需求的
晋籍务工人员提供返乡服务
和困难帮扶。

同时，要拓宽帮扶渠道，确
保农民工就业服务应享尽享。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提供
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服务， 开展
家政进社区等活动， 为有就业
意愿的农民工至少提供一次职
业介绍服务。

各级零工市场要及时发布
各类零工信息， 对寻求零工的
困难农民工提供帮扶， 协调解
决食宿等基本生活困难； 鼓励
各级劳务品牌、 省校合作基地
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 对有需求的农民
工提供岗位推荐、 组织输出等
服务， 协助做好农民工返乡返
岗服务保障工作等。

在欠薪治理方面， 确保农
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 对发
现农民工工资未按时足额支付
以及农民工投诉举报的欠薪线
索，要当日启动调查、三日内解
决， 支付确有困难的要及时动
用工资保证金或应急周转金先
行垫付。

同时， 对未按期解决的严
肃实施约谈问责， 对欠薪企业
从严从重处罚。 春节前实行每
日调度报告， 确保欠薪问题动
态清零。

此外，《通知》要求，各级人
社部门要积极协调财政、 银行
等部门， 确保全省企业职工和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在 1 月
16 日前全部足额发放到位，工
伤保险、 失业保险待遇在春节
前发放到位。 （据中国新闻网）

山西多举措做好春节期间
农民工返乡返岗保障工作

江苏省未保办部署开展“童爱新春 共护未来”
2023年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河北 11 部门开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日前，山西省人社厅联合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交通厅、山西
省总工会下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返岗保障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多举措为农民工提供服务，让农民
工安心过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近日，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民政厅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 2023 年
“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工作方案》，春节前后通过集中开展 7 项暖心服务，让全省广大农民工
开心过个好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好寒假春节期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
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以下简称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确保儿童度过暖心、安心、开心的春
节和寒假，日前，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童爱新春 共护未
来”2023 年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加强走访探视
送温暖、强化救助保护兜底线、督促履行监护责任传家教、疫情防控“转段”强关爱、夯实关爱之
家优服务、完善践习机制促成长、全面排查隐患筑安全、动员社会力量广参与等八个方面，对做
好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