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式、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工作机制不顺、资金投入不足、专
业力量不强等问题，亟待深化以社区融合、家庭服务、居家照料为核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为提高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质量和水平，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基本康复服务，2023 年 1 月初，民政部会
同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印发了《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今后三年全面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做出部署。 日前，民政部官网发布了对这一通知的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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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为何开展“精康融合行动”？

解读文件指出，精神卫生既
是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
是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的
重大社会问题。 精神障碍高患病
率、高致残率、低治疗率、低康复
率的特点，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
大痛苦和负担。 社区康复服务是
改善和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生活
自理能力、社会适应与参与能力
和就业能力，促进其回归和融入
社会的重要途径。

2017 年，民政部等四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80%以上的县（市、区）广
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在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县
（市、区），60%以上的居家患者接
受社区康复服务的工作目标。 但
据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
国残联三部门联合摸底调查显
示， 目前仅 30%左右的县（市、
区）开展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工作推进情况与中央要求和

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存在一定
差距。

因此， 开展“精康融合行
动”， 是切实推进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发展， 实现 2025 年任
务目标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质量和水平，
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加公平
可及、 系统连续的基本康复服
务，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努力营造安全、
平稳、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的
重要举措。

开展“精康融合行动”意义
是什么？

文件指出，开展“精康融合
行动”首先是关心关爱精神障碍
人员的重要举措。 民政部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牵头部门职责作用，协调相关
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三年的“精康
融合行动”， 主要目的是多方引
导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完善社区
康复等关爱服务体系，营造关爱

精神障碍患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降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复发
率、致残率和肇事肇祸率，切实
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负担。

二是打通“医”“康”循环的
迫切需要。 由于精神疾病特点，
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治疗，更
需要长期康复， 尤其是社区康
复。 但我国精神障碍康复服务
缺位，长期以来“重治疗、轻康
复”模式影响了工作整体开展，
患者经过急性期治疗后， 因缺
少必要的生活、 社交等技能训
练和过渡性服务， 难以较好地
融入社会，进而导致病情反复，
出现“旋转门”现象。 针对精神
卫生治疗和康复环节衔接问
题，《通知》提出，将着力推动建
立完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就
业服务机构以及康复对象之间
的信息共享和转介服务机制，
建立医康双向转介绿色通道，
促进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

三是明确资源整合和规范
发展的工作方向。 近年来，各地
探索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
式，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一

定成效，但服务供给不足、投入
不足、人才短缺、区域发展不平
衡、服务运营压力大、转介服务
不规范等问题仍较为突出。《通
知》提出，将进一步通过统筹各
类服务场地资源、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等
方式增加服务供给；将建设高素
质专业人才队伍、丰富服务内容
和形式、加强服务过程监管等方
式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将通过
规范评估和登记转介服务、建立
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
指标、整合形成全国统一的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国家转介服
务信息平台等方式促进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的规范化发展。

针对当前面临的重点难点
问题，《通知》明确了分年度任务
目标， 提出了六大行动 19 项重
点任务，进一步指明了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目标、重
点、方法和内容。

如何保障政策落到实处？

据介绍，下一步民政部等相

关部门将从四方面加快推动《通
知》落地落实。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
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厘清民政、财
政、卫健、残联之间的职责边界，
切实解决职责划分不清、 部门协
调不畅的问题，整合资源，形成合
力，确保行动稳妥有序推进。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落
实最低生活保障、 城乡居民医
保、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残疾人
两项补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
护“以奖代补”政策。

三是制定行动方案。 民政部
将指导省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
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细化
深化实化推进方案，报民政部备
案。 压实工作责任，形成抓落实
的上下合力。

四是加强督促落实。 民政部
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推进方案实
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通报各地
进展情况；适时征集发布一批优
秀案例， 确定一批基础扎实、示
范性强的重点城市，发挥辐射示
范作用。

解读：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精康融合行动”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日前， 为推动非遗助力乡
村振兴，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
局共同组织开展了“非遗工坊
典型案例”推荐工作，在各地推
荐申报的基础上， 经评审和公
示，确定了 66 个 2022 年“非遗
工坊典型案例”。

三部门要求， 各地要形成
工作合力， 将非遗工坊建设作
为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
作，充分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

加强对本地非遗工坊的指导，
切实发挥其在推动非遗保护、
带动就业增收、 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促进乡风文明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获评典型案例
的非遗工坊要不断提高传承能
力和业务水平， 积极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此次公布的 66 个“非遗工
坊典型案例”涉及纺染织绣、食
品制作、 雕刻塑造等多类非遗
项目，覆盖了 44 个脱贫县、5 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体
现了各地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
经验成效， 具有较强的参考借
鉴意义和典型推广价值。

据了解，“十四五” 以来，三
部门共同推动开展了非遗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支持各地依托本
地区富有特色、具备一定群众基
础和市场前景的非遗资源，累计
建设了 2500 余家非遗工坊，其
中 1400余家位于脱贫地区。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近
年来，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在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带动就
业创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遗
工坊已经成为各地开展非遗助
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下一
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持续推动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 加强非遗工坊建
设，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推动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
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创造
美好生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
委）、 民政部、 商务部联合印发
《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
案》）。 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
项行动是《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 提出的五个专项行动之一。
《行动方案》积极贯彻《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相关要求，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养老和家
政服务行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对
近三年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行动方案》围绕有效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
需求，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 提出了到 2025 年养老和家
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总体目标，
以及 4 大方面、10 项重点任务。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行
动方案》提出优化养老和家政服
务标准供给结构，厘清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和企业标准等标准化工作方
向， 特别是从支撑行业管理、提
升服务质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三个方面提出重点标准制修订
项目。

在标准实施与监督方面，《行
动方案》 进一步强化标准实施与
行业发展规划、改革任务、专项行
动等的协同推进， 提出向消费者
明示服务标准、 完善标准实施信
息反馈机制、 分批部署 150 个标
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等任务。

在标准化能力建设方面 ，
《行动方案》 提出推动将标准化
知识纳入养老、家政从业人员技
能培训， 建立以标准为支撑、覆
盖从业人员和服务机构的评价
机制。

在标准国际化方面，《行动
方案》提出促进养老和家政服务
领域国内国际标准衔接、强化国
际标准化人才培养，支撑构建高
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标
准委）将会同民政部、商务部持
续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进
一步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
体系， 加速服务标准提档升级，
以标准引领养老和家政服务业
规范化、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
发展，形成标准化与养老和家政
行业联动发展新局面。

（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三部门联合印发 《养老和家政
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

文化和旅游部等公布
2022 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

贵州省丹寨县宁航蜡染非遗工坊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