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完善

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改善和保
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40 年来，台儿
庄区基本形成了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为
基础，专项救助相配套，慈善救助、社会扶
助为补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覆盖城乡、
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有力地保
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城市低保自 1997 年开
始，由保障700人，月发放3万元，到目前
保障 1413 人，月发放低保金 30.8 万元；
2006 年农村定期定量救助改为农村低
保，由保障 3900 人，年发放 5 万元，到目
前保障 9848 人，月发放低保金 133.2 万
元。城乡低保从无到有，从重点保障到逐
步实现普惠，有力地保障了城乡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提升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指
数。经过 12 次提标，目前城乡低保分别
提高到440元/月和3900元/年。低保对
象识别越来越精准，贫困家庭状况评估指
标体系逐步建立，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人
口全部依规纳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
保”，城乡低保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明显提
升。深入推进农村低保线与扶贫线“两线
合一”，农村低保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实
现无缝衔接、数据信息达到互通共享，
2017 年，台儿庄区农村低保保障对象收
入水平与贫困线标准达到一致。截至目
前，已将1835户、3819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范围。

台儿庄区严格落实五保供养政策，把
保证五保供养对象的吃、穿、住、医、葬和
供养资金的发放作为第一要务，强化为民
意识，确保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生
活，五保供养水平逐年提升。1986年，全
区共有五保对象1414人。2005年，全区
五保集中供养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
分散供养标准为每人每年 1200 元。目
前，共有特困供养人员1435人，集中和分
散供养标准均为每人每年5070元，2018
年共发放供养资金 730.94 万元。近年
来，区民政局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对6
处镇街敬老院实施了改（扩）建，新建老年
公寓楼10座；投资700余万元对6处镇街
敬老院进行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提升
该区特困供养水平，老人的居住环境和生
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不断规范敬
老院的服务和管理，台儿庄区供养水平大
幅度提升,马兰屯镇、涧头集镇、邳庄镇和
运河街道办事处敬老院先后被评为“枣庄
市一级、省一级”敬老院和“国家三星级”
敬老院（最高级）。

2004 年起，区民政局把医疗救助作
为为民解困、保障民生的重点工作之一，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加快推进医疗救
助制度建设步伐，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医
疗救助的意见》《关于建立城乡困难群众
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和《台儿庄区城乡
医疗救助办法》等政策，对农村低保户、特
困户、五保户等困难群体实施医疗救助。
为使困难群众看病就医享受到更加方便
快捷的救助，2017年，区民政局在全面规
范城乡医疗救助的同时，开通运行“一站
式”医疗救助，努力畅通困难群众就医“最
后一公里”。此项便民新举措自实施以
来，年医疗救助资金支出从开始的 20 余
万元，增长到现在的628万余元。

按照每年灾害特点，制定完善 《台
儿庄区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完善防灾减
灾救灾人员体系，成立了区防灾减灾委
员会、区救灾指挥中心，确定专职灾情
信息员，并启用全国民政救灾即时通信
系统和报灾北斗终端，及时传送灾情信
息。建立了覆盖全区的区、镇、村三级

灾害信息员队伍。自 1986 年以来，该区
遭受各类自然灾害近 30 次，累计发放救
灾资金 703.2 万元、救灾款物 1300 余万
元，49.37万人次。目前，全区共创建国家
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6个，省级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10个。

2015年，制定了《关于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知》，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
救急难作用，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
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近年来，共救
助779户，发放救助资金180余万元。扎
实开展好“救急难”工作，充分利用各镇街

“社会救助受理窗口”，建立“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工作机制，为困难群众求助提供
了绿色通道，确保让突遇不测、因病因灾
陷入生存困境的群众得到有效救助。

慈善救助是社会救助的有力补充，区
慈善总会自 2008 年 5 月成立至今，共募
集慈善资金1636万元，先后开展“慈心一
日捐”、“微笑列车”、“霞光计划”、“爱心复
明”、“慈善助学”、“情暖万家”等慈善救助
活动，救助困难群众18000余人。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台儿庄区民政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扶持、
社会主体、多元发展的思路，积极打造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共有 6 处
镇街敬老院、1 处社会福利中心、48 个农
村幸福院、13 个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3所民办老年公寓和2处示范性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床位2198张，每
千名老人拥有床位39张。新建建筑面积
8000 余平方米的综合性养老托扶中心，
统筹推动了该区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把
健康养生纳入养老服务之中，突出医养结
合，设置床位600张。创建互联网+养老
信息平台模式，该平台启动运营后，将通
过各种互联网技术，整合社会、社区、机构
养老资源，向居家老人提供便捷化、物联
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加强养
老人才培训，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
目前全区共有中级养老护理员 65 人、高
级养老护理员36人。

优抚安置政策全面落地实施

台儿庄区认真贯彻落实各项优抚政
策，切实为优抚对象排忧解难，解决了
住房、就医、生活等大量实际困难，优
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大幅度提高。党的
十八大以来，累计发放抚恤优待金5600
余万元，发放医疗补助资金 450 多万
元，为重点优抚对象免费体检 3000 人
次。认真落实退役士兵安置政策，不断
深化退役士兵安置改革，鼓励和引导退
役士兵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自谋职
业，实现了由政府指令性安排工作向以
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业、安排工作、
退休、供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转变。
建立了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然增长
机制，抚恤补助标准年均提高 10%左
右。免费培训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700 余
人，切实保障了退役士兵合法权益。深
入开展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密切新形
势下的军地军民关系。每年春节和“八
一”建军节，全区各级分头走访慰问驻
军部队，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

社会事务管理规范有序

积极推进婚姻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以
新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
记工作暂行规范》为指导，坚持高标准、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原则，以创建文明
窗口为载体，以优质文明服务为目标，切
实履行“依法登记、为民服务”的工作宗

旨，积极推进婚姻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努
力打造“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品牌，
圆满完成婚姻登记的各项工作，受到了各
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先后
被评为“全国婚姻登记规范化单位”、“全
国3A级婚姻登记机关”称号，授予“三八
红旗手集体奖”等荣誉。

组织开展农村“三留守”人员全面摸
底排查工作，加强救助保护机构和队伍建
设，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家庭、
学校、基层组织、政府和社会力量相衔接
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络，健全困难家庭
子女、贫困农村留守儿童、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低收入家庭重病重残等困境儿
童临时食宿、基本医疗、心理咨询、法律援
助等福利保障，加强关爱保护，在镇（街
道）和学校设立社区儿童服务中心或关爱
室。按标准为孤儿、困境儿童、失能老人、
残疾人等发放基本补贴。近 10 年来，累
计为 201 位城乡低保家庭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实施全免或部分减免费手术，减免费
用共196万余元。

移风易俗工作取得明显进步

推进殡葬改革，投资300余万元对区
殡仪馆办公场所和殡仪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彻底消除了环境污染，拆除了使用30
余年的大烟囱，区殡仪馆被评为国家三级
殡仪馆。为形成厚养薄葬、文明祭祀的新
风尚，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在全区 211 个
村（城市社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制定了

《理事章程》，组织培训红白理事会成员
600 多人，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村规民
约，实现有人管事、有章程理事，机制健
全、服务规范。全面推行普惠性惠民殡葬
政策，今年来已免除 204 人、20.2 万元。
在区电视台、968 电台、报刊、网络等媒
体，及时宣传报道党员干部在推行移风易
俗中好的经验做法；印制移风易俗倡议
书、明白纸、告知书等 10 万多份，走村入
户进行发放，实现了村村悬挂宣传横幅、
户户张贴宣传标语，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进城乡公
益性公墓建设。目前，邳庄镇黄林村公益
性公墓已建成墓穴1000个，开展移风易
俗示范村（居）创建工作，在 2017 年下半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省、市移风易俗群众
满意度电话调查排名中，台儿庄区三次位
列全市第一。

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成绩斐然

全区共有211个行政村、15个社区居
委会。组织实施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开
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保障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
权和监督权，全区100%的村（居）都进行
了村（居）务公开，促进了村（居）务公开制
度的规范化；对全区211个行政村统一发
放村级附码证书。健全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优质高效完成十二届村居“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全面加大城乡社区基础设施
建设，共建成功能齐全的农村社区服务中
心 95 个，城乡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台儿庄区被评为“全省农村社区建
设示范县”。

目前，该区共有社会组织170家。建
设完成 1200 平方米社会组织孵化园，吸
引20家社会组织入驻。充分发挥各类公
益志愿服务组织作用，动员各类志愿者积
极参与救助活动。为贫困家庭、留守（下
岗）妇女、残疾家庭、孤困儿童等群体赠棉
被、送技能以及慰问金和生活物资，让贫
困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加大政
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
开展公益活动，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和救
助。

改革开放 40 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台儿庄区民政系统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深

化改革创新，以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民生问题为基本

着眼点和根本落脚点，在

保障基本民生、推进防灾

减灾、发展养老服务业、

创新社会治理、服务国防

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谱写了民政

辉煌篇章。

台儿庄区民政局

真诚送温暖 倾心为民生
□郭方英 王慧茁 谢依含

改造后的婚姻登记大厅

广场烈士纪念碑

花园里的敬老院
敬老院消防安全检查

马兰敬老院

马兰屯镇后于里社区

泥沟镇敬老院
慰问贫困户

张天峰局长慰问敬老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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