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民生托底 让民心更暖
——“十三五”宁波民政逐梦路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梅薇 钱怡丰

照片由市民政局提供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十三五”期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市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创新，着力

保障基本民生，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基本社会服

务，为贫困家庭送去关爱，让老人晚年更加安稳，让

弱者看到生活的希望。

回望过去 5 年，我市民政系统
有机融合各种社会救助政策、手
段，兜牢民生底线，织好织密民生

“保障网”。一项项民生暖政、一条
条民生举措，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
到困难群众的身边。

“没想到这么快。”江北区慈城
镇望京社区徐女士因肢体残疾无法
正常工作生活陷入困顿，在向社区
提出低保申请意愿后，社区工作人
员上门服务，本以为要等很久，没
想到过了两周低保审批就通过了。
快捷的背后，是今年 8 月，江北在
慈城镇试点社会救助审批权下放工
作。

改革清晰指向，悠悠万事，民
生为大；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过
去 5 年，我市稳步推进新型社会救
助体系建设，有力保障基本民生。

五年间，在全省率先以政府规

章形式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低保
范围，率先出台重病重残对象以单
人户纳入低保的救助政策，率先实
现市、区县 （市） 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全覆盖。修订社会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认定办法，进一步降低准
入门槛，扩大救助覆盖面。

五年间，聚焦不同困难群体的
救助需求，逐步完善特困人员供
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管理、医疗救助、价格补贴等救助
制度；建立大救助体系，应用省大
救助信息平台实现低收入农户和低
保边缘户“两线合一”、“一站式”
医疗救助即时结报。

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低保金
逾22亿元。2016年至今，城区低保标
准从每月744元提高到每月990元。

一项项政策、一串串数字，见
证了温暖困难群众的“民生温度”。

保障民生
织密筑牢“托底网”

如何切实把老年人照顾好，让
他们健康幸福地安度晚年？五年
来，民政系统完善政策制度，内容
涵盖养老服务体系的方方面面，交
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2018 年，我市出台了全省首
部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

《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先后
推出助餐配送餐服务、老年人意外
伤害保险、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等一
揽子惠老举措。建立广覆盖、可持
续的高龄津贴制度，惠及全市 22
万老年人。

紧跟顶层设计的步伐，我市持
续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养老设施建
设，这为养老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硬
件支持。在全省率先实现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乡镇 （街道） 全覆盖，全
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部达到 AA
级 以 上 。 全 市 养 老 床 位 达 8.7 万
张，平均每百名老人拥有 5.57 张。

“这里环境舒适，护理员服务
周到，爸爸跟我说，住得舒服。”
在海曙区高桥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陪伴父亲的潘女士说。今年 7 月，
她把独居在家的 90 岁父亲送到院
里托养，院里给予 24 小时照顾，
每日会有健康方面的监测和指导，

“现在我安心多了。”
五年来，我市养老事业步履坚

实，养老服务稳步提升。
民以食为天。我市通过村社老

年食堂、中心食堂+社区助餐点、
养老机构辐射、餐饮机构协作、中
央厨房配送等模式，推进老年人助
餐服务有效覆盖。2019 年起，连
续两年将“爱心车轮”老年助餐服
务列入民生实事工作，目前实现全
市乡镇 （街道） 全覆盖。

“填好肚子”，还要“养好身
子”“找到乐子”。我市融合“医康
养”，推广海曙区、镇海区、宁波
市民康医院全省康养试点经验，新
建 18 个康养联合体。全市 95%以
上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签约，为老年人提供慢性
病管理等服务。为每个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站）配置一定数量的文体娱
乐设施，并以社区（村）为单位，培育
组建了 2000 多个老年文体组织，推
进老年大学或社区老年大学在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设立教学点。

我市聚焦养老行业风险保障，
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控体系，明确
75 项风险管控处置细则。养老机
构综合责任保险覆盖全市 39 万老
年人和 3172 家养老服务机构。已
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投入老年人意
外伤害保费 986 万元，投保人数 25
万人。

稳步提升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十三五”期间，我市民政部
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
部署，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成功
创建一批省级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涌现了“村民说事”“小微权
力 36 条”“开放空间”“小区自治”等
一批基层自治创新性实践。2017 年
村（社区）换届选举的直选率、参选
率均创历史新高。在全国率先建立
群众评议社区、社区评议部门的“双
评议”制度，推行“全能社工”“一门
受理、后台协同办理”等服务模式。
目前，新一届 2803 个村（社区）换届
选举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积极引导推动社会组织深度参

与扶贫攻坚、公共服务、市域治理
现代化、平安宁波建设等，在“四
个服务”中强化自身发展能力。激
发社会组织活力，目前全市依法登
记法人社会组织 9910 家、备案社
会组织 4 万多个。

扎实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
7578 人。积极拓展社会工作应用
空间，创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
点 6 个、省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
训及实训基地 4 家。大力倡导志愿
服 务 ， 全 市 注 册 志 愿 者 214 万 余
人，志愿服务指数位居全国第四。

积极培育慈善组织，认定和登
记慈善组织 66 家，获得公开募捐
资 格 的 有 15 家 ， 连 续 五 届 入 选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百强榜”。

创新驱动
基层治理更显活力

过去 5 年，我市民政系统深入
推进社会事务改革和专项行政管
理，为社会提供更为便捷、高效、
优质的社会服务，广大服务对象有
了更多认同感。

婚丧嫁娶皆民生。在全省率先
实施惠民殡葬，累计减免殡葬费用
2.8 亿元。深入实施全国殡葬改革
试点，全市节地生态安葬率达到
62%。编制 《宁波市殡仪服务技术
指引规范》，推动殡仪服务机构管
理规范化。着眼移风易俗，推进婚
俗改革，探索实施婚姻家庭辅导服
务长效机制。婚姻、收养登记合格
率多年保持 100%。

行政区划管理与地名公共服务
持续加强。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实

施县级和乡镇级行政区划调整。国
务院批复撤销江东区，调整鄞州区
和海曙区区域管辖范围，奉化撤县
设区；开展撤镇建街和街道层面行
政区划调整工作。在全省率先出台
市级地名管理条例，服务城市发
展，优化区划地名服务。做实做细
行政区域界线联检，深化平安边界
创建。

提升城市温度，维护群众利
益。完成钦寸水库移民安置，全市
72 个镇乡 （街道） 170 个安置点安
置 移 民 4585 人 ， 实 现 “ 愿 迁 尽
迁”。扎实推进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扶和小型水库移民解困等工作，帮
助移民解决一系列困难问题，加快
融入当地生产生活。

全面加强
让民政服务便捷优质

第五届“宁波慈善奖”颁奖活动

市民政局赴吉林省延边州等地考察对口帮扶工作。

全市社会组织党员公益日活动

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村村民投票。

市民康医院护理员为服务对象送餐。

鄞州区东胜街道戎家社区居民共同制订惇叙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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