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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 讯2019 年 7 月 2 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胡逢超 通讯员李俊 李锐镅

蝉联自治区双拥模范城“九连冠”、全国
“八连冠”，兜底保障工作获自治区政府考核先
进，市民政局先后荣获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
查先进集体、全区民政系统集体二等功等荣
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市民政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工作理念，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政
府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努力发挥民政
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民政服
务对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力推动全市民政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聚力脱贫解困

民政兜底保障坚实有力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这不仅是民政系
统的工作理念，也是全市各级民政部门摆在桌面
上，放在心坎里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
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民政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每年都把民政重点工作列入党
委和政府议事日程，把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低保提标、社区服务站建设
等群众关切的难点热点问题都纳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民
政工作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了农村低保、特困人
员救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养老服务业发展
和加强社区治理以及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等方
面的政策性文件 40 多部，为推动民政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
安排各类财政资金支持民政事业发展经费 12 . 75
亿元，年均增长达 11 .6 % ，为民政事业创新跨
越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聚焦脱贫攻坚，坚决完成兜底保障任务方
面，市民政局全面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
政策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农村低保的兜底作
用。十八大以来，全市累积发放低保金约 35 .33
亿元，特困人员供养资金 5 . 82 亿元，临时救助
资金 6686 万元，受益群众达 2388 万人次。全
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 2012 年末的每人每
月 300 元和每人每年 1680 元分别增加到现在的
每人每月 660 元和每人每年 4500 元，增长率分
别为 120% ， 167 . 86% 。强化“五关三公
示”，确保在享对象更加精准，通过查处低保经
办服务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充分发挥农村低保
制度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在聚焦特殊群体，筑牢基本民生防线方面，
我市出台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困境儿童保
障、困难残疾人补贴等政策文件，针对不同群体
的救助需求，提供多元化、针对性救助，做到精
准兜底。 2016 年以来，全市共发放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107 . 4 万人次，资金 5515 . 92 万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累计发放 147 . 52 万人次，
资金 7388 . 69 万元。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
动，帮助 2126 名留守儿童落实监护责任，为
521 名留守儿童登记落户，基本杜绝农村留守儿
童无人监护现象。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发放标准
提高至散居孤儿 800 元每月，机构供养孤儿
1200 元每月。 2012 年以来，慈善、福彩事业
快速有序发展，我市通过销售福利彩票筹措公益
金 1 . 65 亿元，为扶贫济困、助医、助学、助残
等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聚焦群众关切

基本社会服务水平提质增效

民政工作一头连着人民，一头连着政府；民
政部门与群众联系最密切,是最能体现党的宗旨
的政府组成部门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养
老服务业新格局初显，专项社会事务不断深入，
行政区划地名调整和地名工作稳步推进。

为充分利用桂林得天独厚的养生养老资源优
势，加快建设桂北休闲旅游养生养老示范区的步
伐，十八大以来，我市先后投入 3 . 2 亿元升级
改造社会福利院、乡镇敬老院、社区养老的基本

服务设施，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基本覆盖城乡，各
类养老服务机构 1758 家。全市养老床位 24370
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24 . 5 张，养老机构年
服务老人约 2 . 8 万名，社区各类服务机构年服
务老年人近 20 万人。 2018 年、 2019 年共整合
资金 1308 .6 万元开展城市高龄失能老人居家养
老政府购买服务，将六城区符合项目条件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约 2 . 1 万人列入服务范围，开创
了全区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人群最广泛的先
例。指导秀峰区鲁家村、龙胜县龙脊镇、阳朔县
兴坪镇、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开展自治区养生养老
小镇创建工作，并成功获批，我市成为目前广西
获得此称号个数最多的城市。

2012 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1 .06 亿元用于
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资金 420 万元用于鼓

励开展花坛葬等节地
生态安葬工作，免除
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
用 644 万元，节地
绿色生态安葬的理
念深入人心；参加靖
江王陵遗址重点保护
范围内民坟治理、迁
移安置工作，对 695
座影响文物保护的散葬
民坟迁入合法墓园，配
合林业部门对尧山一带非
法占用林地建墓情况进行排
查和整治，加快推进尧山公益
性公墓建设，引导散葬民坟实行

易地迁入公墓，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工作；推广
婚姻登记网上预约，全面停止婚姻和收养登记收
费；规范救助管理工作， 2012 年以来，提供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 3 . 58 万人次，护送流浪人
员 1798 人次返乡。

在全市民政系统的共同努力下，荔浦撤县设
市获国家批复，并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正式挂
牌；顺利完成 24 个乡镇撤乡建镇工作、第二次
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和湘桂线等行政区域界线联检
工作；地名理论文章接连获奖，我市 13 篇地名
故事获自治区地名普查办奖章， 2 篇入围全国
最美地名故事前 100 名，并入编《中国 150 个
最美地名故事》；在国家民政部举办的“全国地
名理论征文”活动中， 1 篇地名理论文章荣获二
等奖、 1 篇地名理论文章荣获优秀奖，编辑出版
了《桂林市最美地名故事》。

创新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焕发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激发基层社会
活力，基层社区治理迈出新步伐。 2016 年起，
每年投入 60 万元进行“桂林民政社区服务网格
化管理平台前期设计编制服务”课题研究；落实
财政资金 1380 万元对 4 个中心城区的 8 个社区
服务站点进行新建或改造；大力推广“党群理事
会”、“村（居民）理事会”、“圆桌会议”等
民主协商平台，城乡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秀
峰区解东社区“线上线下、互通互融”工作法被
民政部作为优秀社区工作法在全国进行推广；顺
利完成 2014 年和 2017 年全市村（居）委员会
的换届选举工作，村书记、主任文化、年龄结构

得到优化，村（居）领导班子综合素质大
幅度提高。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有效治理了涉黑涉恶人
员操纵破坏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插手村级公共事务
等问题，有力地维护了
农村和谐稳定。

与此同时，全市
社会组织工作持续
健康发展。全市登
记社会组织 2800
多家，其中市本级
583 家，包含社会
团体 331 家，民
办非企业单位 252
家，基金会 5 家。
大力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工作。
公布了 34 项与企业

群众等服务对象密切
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

给付等公共服务事项，其
中，有 23 项可作为“最多

跑一次”事项； 8 项“零跑

腿 ” 事 项 ， 以 上 两 项 约 占 所 有 事 项 的
67 . 6% 。 50% 以上的事项在网上统一平台受
理和初审。依法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与公安局
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
活动的公告》，并按照民政部《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快建立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督促社会组
织的健康发展。

救灾优抚安置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在此次机构改革前，我市民政系统高效应
对各类自然灾害。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以
来，全市共救助受灾群众 335 .88 万人次，累计
发放救灾补助资金 1 . 77 多亿元，完成 6057 多
户倒房重建任务。同时加强防灾减灾科普教育，
积极推进减灾示范社区建设，创建全国减灾示
范社区 36 个，自治区减灾示范社区 44 个。

历年来，“双拥”创建工作都得到了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优抚安置政策的持续
真抓落实，军转干部与家属的安置力度不断加
大，定期召开市委常委议军会议和国动领导小
组会，积极协助部队官兵解决“五难”问题。
2012 年以来，全面落实优抚安置政策，累计发
放抚恤定补金 8 . 85 亿元，同时圆满完成 970
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接收
任务，退役军人服务管理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在多年的工作中，全市民政系统坚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将“两个维护”贯彻到学习教育、决策部署、
政策制定、督促检查等民政工作的全过程。认
真落实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坚持把
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
实、同考核。加强作风建设，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扎
实推进民政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开展全市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深入基层
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和纠正扶贫领域的不正之
风。强化日常监督，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学习，坚持抓早抓小，让“咬耳
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此外，市民政局还在民政项目建设、智慧
民政、民政政策理论研究、绩效管理、财务统
计、信息宣传、干部队伍建设、档案管理等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良好成绩。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保持和发扬为民爱民
的优良传统，全市民政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正在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落
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决策部
署，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桂
林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为实现桂林“两
个建成”目标作出新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版图片由桂林市民政局提供）

践行为民爱民理念
奋力谱写桂林民政事业发展新篇章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民政工作综述

▲桂林市民政局在自治区民政厅举办的区划地名现场会上向全体参会人员展示桂林
市区划地名工作成果

市民政部门上街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

象山区
在社区召开圆
桌会议经验交
流会

民政工
作人员入户核
查低保对象生
活情况

 2018
年开始在城区
开展居家养老
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图为安
康通为老服务
员为 80 岁以
上高龄失能老
人提供免费贴
心的服务

▲关爱儿童助力扶贫 ▲桂林市社会组织党委开展爱在乡村扶贫公益活动 ▲民政部门护送流浪乞讨人员返乡
▲秀峰区开展“周周课堂”老年人艺术文化培训，

丰富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