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提升工作效能为目标，全
面推进“双优”工程。 优化职能职
责、优化工作流程，是提升工作
效能的不二法宝。 社会组织管理
和执法监督局（社会组织党建办
公室）通过“换位思考”，以办事
者的乙方身份、时间观念和求成
心态，倒推行政审批人员应当匹
配的工作态度和行事方法。 局领
导 3 次组织召开局务会，确立以
“行政审批减材料、减环节、减时
限永远在路上”理念，开展“双
优”工作，梳理拉出了《优化职能
职责 优化工作流程清单》，并

付之以行动。 在年检年报环节，
着眼社会组织的公益性特点和
年度活动经费运营实际，取消了
验资报告、年检审计报告，以购
买服务方式购买了“变更法定代
表人和注销清算财务审计”项
目， 全年为社会组织节省经费
200 多万元。对于部分活动频繁、
经费收支较大的社会组织，采取
“双随机”抽查的办法，掌握相关
情况， 确保活动开展的合法性、
合规性。 具体问题具体办理，针
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事项
这一特殊问题， 精简审查环节，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通过“受
理”和“决定”两个环节即可办
理。 活动开展以来，先后精简了
29 个行政许可事项的 35 个申请
材料，27 个行政许可事项压减审
批时限 441 个工作日，压减比例
达到 66.8%。

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
标，全面创新落实举措。 为提升
办事效率，民政厅委派“首席代
表”进驻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
坚持“说了就干，马上就办”，办
理审批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 对于社会组织名称变
更、办公地址变更等免核事项，
实行“现场办、即时办”，当场办
理，及时出证。 制定行政审批办
事指南， 明确行政审批人员职
责与办事人员须知事项， 实时
更新办理审批事项需提交的材
料，将群众满意度抓在日常、融
入经常、落到平常。 真心诚意为
群众提供便捷、 优质、 高效的
“一站式”政务服务，把微笑待

人、热情服务、文明用语应用于
每一天日常工作、 每一项具体
事务、 每一位服务对象。 开展
“党员先锋岗”创建活动，在自
治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社会组
织“党员先锋岗”标牌，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带动支部党
员和工作人员把党员工作的
“高标准、严要求、优服务”体现
在工作岗位，全方位树立起“民
政人”的良好形象。

以培塑服务品牌为目标，开
展争先创优活动。 今年是落实自
治区党委《关于推进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的第一年，对
标《意见》3 年内打造“在全国有
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达到 50 家，
品牌服务项目达到 100 个以上”
的目标，筹划社会组织从投身经
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生
态文明、承接政府服务、参与社
会治理、建议精神文明等 8 个方
面，拟定时间表、路线图，瞄准既
定目标，压茬推进，步步落实。 结

合中心任务争先创优。 日前，贯
彻自治区党委孙绍骋书记关于
“抓招商引资， 要更加注重发挥
企业和商会作用” 的指示要求，
向全区社会组织下发《积极投身
招商引资倡议书》， 号召大家提
升政治站位， 发挥独特优势，助
力打造省心、放心、舒心的营商
环境，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结合典型引路争先创
优。 以 2 月 1 日《焦点访谈》宣传
报道包头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
先进典型为契机，在全区社会组
织系统开展“远学诸暨红枫义
警，近学包头雷锋车队”活动，铸
牢团队“人民至上，竭诚服务”的
工作理念。 今年以来，先后两次
走进社会组织———内蒙古碳中
和产业协会和内蒙古大学生创
业联合会，问政基层、问需基层、
问策基层，立起社会组织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
业的多元品牌。

（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

年初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党组决定在全厅上下
开展“提效能、抓落实、立形象”专项行动。社会组织

管理和执法监督局（社会组织党建办公室）闻令而动、众志一
心，紧扣“规范、精简、提速”的工作要求，对标对表、固强补
弱，办好群众实事，做优行业服务，紧盯中心任务，履职主责
主业，把服务广大社会组织的文章写在实践的大地上，当好
“民政为民”声誉的忠实加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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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践行提质提速提效的岗位诺言

2月18 日，湖南省民政
工作暨民政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长沙召
开，会议传达了省长毛伟明关于
民政工作批示精神 ， 厅党组书
记、厅长曹忠平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2022 年， 湖南省
民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迎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主线，在省委省政府坚强
领导下，全力保民生、兜底线、救
急难、促稳定，推动各项民政事
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全省城乡低
保平均标准分别达到 619 元/月
和 5593 元/年， 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平
均每人每月 85.6 元和 79.3 元，孤
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散居和
集中养育基本生活标准每人每
月达到 1006 元和 1447 元， 新增
养老护理型床位 5000 张， 适老
化改造 20051 户，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总量达到 9 万人，社区志愿
服务站点覆盖率达 92%， 乡镇
（街道）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
盖率达 67.5%，先后有 20 多项工
作在全国创造成功经验。

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牢牢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深刻认识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是民政事业发展的关键
所在，坚定政治信仰，锤炼政治
品格，增强政治能力，扛牢政治
责任，撸起袖子铆足劲，在“闯创
干”中奋争一流。 要牢牢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认
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民政事业
发展的要求所在， 树立问题导
向，坚持守正创新，注重重点突
破，强化制度保障，将高质量发
展作为各项工作的主旋律，充分
体现在民生保障的精准度上，体
现在为民服务的专业化上，体现
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上，体现在
安全管理的规范化上，体现在工
作手段的智能化上，体现在群众
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上。 要牢牢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
刻认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民
政事业发展的目标所在，更加注
重兜牢底线， 更加注重均衡可
及，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更加注

重精神富裕， 在解决“有没有”
“够不够”等同时，更要解决“好
不好”“优不优”“公平不公平”。
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
国家的使命任务，深刻认识狠抓
落实是民政事业发展的责任所
在，提升能力抓落实，主动担当
抓落实，确保实绩抓落实，奋勇
争先抓落实，推动全省民政事业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奋争一流。

会议强调，2023 年是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重要一年，各级民政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湖南工作、民政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高
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坚

持“稳进高新”工作方针，把握和
落实“发展六仗”要求，着力加强
民政“五化”建设，致力打造“四
个先行区”， 全力做好完善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基本
养老服务发展壮大、全力加强未
成年人关爱保护、着力规范殡葬
服务与管理、统筹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着力促进社会组织
健康发展、提升专项社会事务管
理水平、积极推动慈善和社工事
业发展、全力提升区划地名工作
效能、积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
战等 10 个方面的工作。 实现城
市低保标准提高到不低于 650
元/月， 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不
低于 5000 元/年， 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标准均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80 元，散居和集中养育孤儿和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标准
不低于 1100 元/月和 1500 元/
月， 全省新增护理型养老床位
5000 张，完成困难老年人居家适
老化改造 3 万户，县级公益性骨
灰安葬安放设施覆盖率达到
90%，乡镇（街道）综合功能养老
机构覆盖率达到 55%，乡镇（街
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盖率
达到 75%，社区志愿服务站覆盖
率达到 95%，全省福彩发行增长
达到 5%的目标， 切实兜住兜牢
基本民生底线，持续推进基层治
理现代化，加快发展基本社会服
务，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
同富裕， 不断厚实民生成色，加
热民生温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会议要求，要发扬自我革命
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化
巡视审计整改，切实转变作风行
风，推进法治民政建设，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 驰而不息正风肃
纪，以忠诚干净担当为全省民政
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自银主持会议，省纪委省监委
驻省民政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二
级高级监察官、省民政厅党组成
员谢卫国讲话。 省民政厅全体
厅领导， 厅机关各处室单位主
要负责人，各市州、县市区民政
局主要负责人，邀请各市州纪委
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
人，各市州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参
加会议。 （据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民政工作暨民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