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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政局

以“打硬仗”的姿态和决心
打开民政工作新局面
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楼国军

时光匆匆，
新年的钟声又将敲响。回顾 2017 年，富阳区民政局牢固树立
“民政为民、
民
政爱民”的理念，紧紧围绕“三看四态促转型”，紧扣“三年融杭”目标任务，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
深化
“亲民、
利民、
为民”
实践，
开拓创新，
求真务实，
全区民政工作稳步提升。
展望 2018 年，区民政局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坚持“三看四态促转型”不动摇，坚定发展方向不回头，以“打硬仗”的姿态和决心，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打开民政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
城区贡献力量。

窈口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全区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大会

2017 年干了什么？

2018 年怎么加油干？
养老服务改革初显成效

2017 年，富阳区以杭州市被列入国家、省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进一步深化
养老服务业改革，通过推动一批重点项目改
革、实施一批惠老服务工程、打造一批养老服
务品牌的“三个一”举措，为建成以居家养老为
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富裕阳光、幸福
养老”的品牌效应而不断努力。
强化保障，富阳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将养老服务工作写入区政府工作报告，把
养老机构床位建设、照料中心建设列为 2017
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区委书记亲自担任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增强总体补助力度，及时
调整和拨付照料中心建设、运行补助资金，共
拨付 701 万元；农商银行金晚霞慈善资金用于

夕阳入画志愿者和华丰村老人合影

资助老年食堂建设 100 万元；安排专项资金
250 万元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发放老年协会补
助资金 152.1 万元。成立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
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安全管理工作
落实。
突出重点，全面完成涉老实事工程。养老
机构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积极打造雍柏荟、瑞
丰、曜阳等机构养老服务品牌；完成公办养老
机构公建民营 4 家。照料中心建设运营持续
有效，建成乡镇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24
家，实现全覆盖；27 家照料中心进行社会化运
营；259 家照料中心和当地卫生院签订了服务
协议，签约率达 84%；老年人就餐服务覆盖全
区 304 个村（社区）。倡导和发展养老服务志
愿者队伍，目前已有 20 个专业为老服务公益

组织；开展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培训三次，培训
养老护理人员 308 人次；组织“最美护理员”评
选活动。养老服务补贴工作面广质高，采用市
场化运作模式，全年享受养老服务补贴人数为
7926 人，投入资金 720 万元；引入第三方满意
度测评工作机制，年平均回访达到 11110 人
次，
满意度均在 95%以上。
多措并举，提升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推进
富春药谷小镇以“医养”为主题打造省级颐养
小镇。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在春江街道八
一村试点智慧医养项目，让老人“足不出户”就
能在家“在线诊疗”。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广度，
区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开展失能、失智困难残
疾老人的救助工作，出资 35 万元，对全区 700
名重度失能、失智困难老年人提供生活补助。

在新的一年，
区民政局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有关民
生民政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认真研究新时代民政工作
的定位、特点和规律，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
一是完善社会救助、防灾减灾救灾、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残疾人保障等各项救助保障制
度，在托底线、补短板、强弱项上下功夫，编密织牢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安全网。
二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深化基层群众自治，创新社
区治理，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有序发展社会工
作、志愿服务，动员人民群众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三是完善优待、抚恤、褒扬、安置和服务制度，积极解
决优抚安置政策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巩固和发展军
政军民团结。
四是顺应人民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发
展社会养老服务，拓展社区服务，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推
进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应用，加强婚姻服务，规范殡葬服
务，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民政服务对象多样化多层
次需求。

社会救助服务不断升级
社会救助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
定的有力保障，其作用至关重要。2017 年富阳
区民政局不断创新做法，升级救助服务，让困
难群众真正享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关怀。
2017 年，富阳实现了社会救助一站式服
务。区民政局在搭建“社会救助一站式服务平
台”框架基础上，不断升级救助系统功能，做好
新老系统衔接，并陆续与区社保中心医疗数据
库以及杭州市残疾人办证系统无缝对接，实现
了临时救助预警功能和主动救助。
该平台还不断增加业务模块，现可操作的
业务除了低保救助、临时救助，还增加了残疾
人两项补贴、红十字会专项救助，同时实现了

教育、总工会、住房等部门救助数据的共享，建
立了全区统一的社会救助对象库，实现了多个
部门之间救助信息共享，初步建立起全区社会
救助“一张网”。2017 年救助平台主动发放临
时救助金 203.75 万元，救助人次达 707 人，发
出预警数据 800 余条，百余户家庭被及时纳入
低保或低边救助范围。
此外，区民政局兑现三年融杭承诺，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富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与主城区同步，并实现了城乡统筹，低
保标准由原来城镇每人每月 680 元、农村每人
每月 618 元统一调整为每人每月 917 元，分别
提高了 34.8%、48.4%。

为了更加精准识别救助对象，规范入户调
查，2017 年，区民政局不断培育和发展社会救
助调查类社会组织，确定社会救助调查类社会
组织为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其宗旨是为
区民政局、乡镇街道、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工作
服务的组织。2017 年，富阳共完成了胥口镇、
环山乡、新登镇等 19 个乡镇 188 个行政村 1850
户困难家庭的入户抽查，分别对家庭成员、收
支状况、健康及就业状况、生活环境、财产状况
信息核查，并根据多维度信息计算得分，对与
现有社会救助水平不相符的情形，经梳理后反
馈至乡镇街道，并要求乡镇街道按时作出复核
调整。

市民在慈善药房领取爱心卡

公益行动亮点凸显
2017 年，由区民政局、区老龄办、区文明
办等多部门主办的品牌公益行动“夕阳入画”
慈善公益活动持续开展。志愿者们用镜头记
录农村老人现状，以此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
注。
“夕阳入画”慈善公益活动计划利用三年时
间，跑遍全区 276 个农村社区，为每位 70 周岁
以上的留守、
“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拍一张
照。
根据区老龄办统计，在农村，
“ 空巢老人”
已接近 4 万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群体增长较
快，达到 9105 人。此次公益活动引发社会对
农村老年人生活现状的关注，呼吁和号召更多
年轻人关注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该活动无
论是摄影师还是与老人沟通交流的工作人员，

全部由志愿者来担当，目前参与其中的志愿者
达 200 名。
截至 2017 年年末，
“ 夕阳入画”已走进富
阳区上官乡、龙门镇、大源镇、里山镇等乡镇
（街道）67 个行政村，为农村老人拍摄了近万
张定格幸福晚年的照片。
为了鼓励社会积极开展慈善活动，2017
年 8 月 23 日，富阳还召开了慈善事业表彰大
会，首次表彰了全区慈善事业爱心单位和个
人。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 21 家单
位获“慈善贡献奖”，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等
90 家企业获“慈善爱心奖（机构）”，黄小荣等
10 名爱心人士获“慈善爱心奖（个人）”，
“永通
慈善关爱基金”等 6 个基金、10 个义工团队、2

个基金会、15 个公益慈善组织、31 个行政村
（社区、合作社）获“慈善进步奖”，区委办等 42
个单位获
“慈善工作先进奖”
。
2017 年，富阳还培育和发展多种类型公
益项目，成功举办第二节公益创投项目，邀请
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市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价中心专家组成评审会
对前期征集的 50 个项目进行审核。经过项目
初审、复审，最终确定 16 个创投项目入围，获
得政府资助金额 65 万元。项目内容涵盖了妇
女儿童保障、为老服务、青少年服务、家庭、学
校、社区、优抚、文化传承、建筑工人、小儿推
拿、病友、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等人群或领域，项
目实施范围覆盖全区 24 个乡镇（街道）。

志愿者上门进行家境调查

“最多跑一次”成为现实
2017 年，区民政局不断贯彻落实“最多跑
一次”精神，在多领域实现“最多跑一次”，甚至
“一次都不用跑”。例如，区民政局压缩社团变
更登记等 7 个事项的办理时限，提速 80%以
上；进一步推进“简化办”，精简 34 个办事项目
审批材料；推进教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登记
“一窗受理”工作；新开设 3 项办事和便民服务
事项，涉及慈善组织登记、收养登记、婚姻登记

等方面，
方便群众办事。
此外，2017 年开始，本地户籍 60 周岁和 70
周岁的老人办“浙江省老年人优待证”，将“一
次都不用跑”。区民政局委托富阳市民卡有限
公司，利用新开发的老年优待证制证系统，直
接完成全区当年度将满 60 周岁或者 70 周岁的
老年人信息采集，自动生成红底照片，完成编
号，并下发到各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再派

发到村、社区，再由村、社区工作人员送证上
门。
去年，全区共有 1.8 万人刚满 60 周岁或者
70 周岁，不过由于系统还不完善，一直到年
中，1.8 万张老年卡才制证完毕并下发。2018
年刚开年，在本年度内满 60 周岁、70 周岁老年
卡已经全部制证完成，截至目前，大多数的老
年卡已经由村、社区送到了老人手里。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公益创投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