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努院美子全面建立皓吋救助制度的通知

口友  〔2014〕 47号

各省、自治区、宣籍市人民政府,国各院各部委、各宣属机杓 :

力貫御落実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三中全会精神,避一歩友揮社会

救助托底銭、救急荘作用,解決城多困荘群余突友性、緊迫性、施吋性生活困維 ,

根据 《社会救助暫行方法》有美規定,国雰院決定全面建立格吋救助制度。

現就有美同題通知如下 :

―、充分汰浜全面建立協吋救助制度的重要意文

党和政府高度重視社会救助工作。多年来,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

供券、受実人員救助等基本生活救助和医庁、教育、住房、就並等寺項救助

制度力支禅的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絶大多数困荘群余得到了及吋、有嫉

的救助。同吋,社会救助体系併存在 “短板",解決一些遭遇突友性、緊迫性、

施吋性生活困荘的群余救助同題例鋏乏相度的制度安引卜,迫切需要全面建立

1缶 吋救助制度,友拝救急荘功能,使城多困荘群余基本生活都能得到有数保障 ,

兜住底銭。

建立幅吋救助制度是填ネト社会救助体系空白,提升社会救助練合数益 ,

碗保社会救助安全国同底不破的必然要求,対千全面深化改革、促逃社会生ヽ

平正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文。各地区、各部門要充分汰沢建二

幅吋救助制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増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格其作力加張和テ「

善民生的一項重要任各,全面落実,札実推遊。

二、明碗建立皓吋救助制度的目禄任勢和患体要求

幅吋救助制度要以解決城多群余突友性、緊迫性、.悔吋性基本生活困|

同題力目林,通道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強化責任落共;鼓励社

参寺,増張救助吋数,ネト“短板 "、 掴 “盲区",編実須密困准群余基本

活安全国,切実保障困荘群余基本生活枚益。

怖吋救助制度実行地方各吸人民政府負責制。具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政部11要銃等倣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楕吋救助工作,工生汁生、教育、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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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建没、人力資源社会保障、財政等部I]要主劫配合,密切跡作。

国各院民政部l]銃等全国晦吋救助制度建没。国各院民政、工生汁生、

教育、住房城多建没、人力資源社会保障、財政等部「],按照各自取貴倣好

相美工作。

悔吋救助工作要堅持庄救尽救,碗保有困難的群余都能求助有,1,井按

規定得到及吋救助;堅持通度救助,着眼千解決基本生活困堆、援脱皓吋困

境,既要尽力而力,又要量力而行;堅持公升公正,倣到政策公弄、通程透明、

結果公正;堅持制度衛接,加張各項救助、保障制度的衛接配合,形成整体

合力;堅持資源銃等,政府救助、社会希扶、家庭自救有机結合。

三、格吋救助制度的主要内容

晦吋救助是国家対遭遇突友事件、意外傷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尋致基本生活陥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哲吋元法覆蓋或救助之后基本生

舌哲吋例有声重困堆的家庭或今人給予的度急性、通渡性的救助。

(― )対象疱園

家庭対象。因火実、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員突友重大疾病等原因 ,

尋致基本生活哲吋出現芦重困准的家庭;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増加超出家庭

承受能力,早致基本生活哲吋出現芦重困理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遭遇其他

■殊困准的家庭。

今人対象。因遭遇火実、交通事故、突友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困難,暫
:=元法得到家庭支持,早致基本生活陥入困境的今人。其中,符合生活元着

]:流浪、乞付人員救助条件的フ由具象人民政府按有美規定提供施吋食宿、

書病救治、跡助返回等救助。

因自然実害、事故実荘、公共工生、社会安全等突友公共事件,需要升

桑緊急結移安畳和基本生活救助,以及属千疾病庇急救助荘目的,按照有美

・lt執行。

具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度当根据当地実隊,制定具体的晦吋救助対象汰

こち法,規定意外事件、突友重大疾病、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増加以及其他特

■ヨ准的癸型和疱園。

(二 )申清受理

-29-



依申清受理。凡決力符合救助条件的城多居民家庭或今人均可以向所在

地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姓)提出怖吋救助申清3受申清人委托,村 (居 )

民委員会或其他単位、今人可以代力提出描吋救助申清。対千具有本地声籍、

持有当地居住江的,由当地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受理;薄千上述情

形以外的,当地夕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赴)度当柳助其向具象人民政府没

立的救助管理机杓 (即救助管理靖、未成年人救助保押中心等)申清救助 ;

当地具象人民政府没有没立救助管理机杓的,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赴)

鹿当跡助其向具象人民政府民政部11申情救助。申情塩吋救助,鹿按規定提

交相美江明材料,元正当理由,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姓)不得拒絶受理 :

因情況緊急元法在申清吋提供相美涯明材料的,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

可先行受理:

主功友現受理。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 村 (居 )民委員会要及

吋核実籍区居民遭遇突友事件、意外事故、罹患重病等特殊情況,希助有困

理的家庭或今人提出救助申清。公安、城管等部|]在執法中友IJmL身 処困境的

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元民事行力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力能力人,以及失去

主劫求助能力的危重病人等,虚主劫采取必要措施,帝助其脱高困境。多鎮

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或具象人民政府民政部 |]、 救助管理机杓在友現或

接到有美部 |]、 社会狙須、公民今人扱告救助銭索后,度主劫核査情況,対

予其中符合格吋救助条件的,度柳助其申清救助井受理。

(二 )常核常れ

一般程序。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庇当在村 (居 )民委員会柳助下,

対悔吋救助申清人的家庭径済状況、人口状況、遭遇困堆癸型等逐一調査,

祝情狙須民主平波,提出申核意見,井在申清人所居住的村 (居 )民委員会

張榜公示后,報具飯人民政府民政部「1常批。対申清幅吋救助的♯本地声籍

居民,戸籍所在地具象人民政府民政部「]鹿配合倣好有美申核工作。具象人

民政府民政部向根据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姓)提交的常核意兄作出常批

決定。救助金額校小的,具吸人民政府民政部「1可以委托多鎮人民政府 (街

道亦事姓)常批,但鹿扱暴吸人民政府民政部,1各案。対符合条件的,鹿及

吋予以批准3不符合条件不予批准,井弔面向申清人悦明理由
`申

清人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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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由重隻申清幅吋救助,元正当理由的,不予救助。対千不持有当地居住

江的♯本地声籍人員,具須人民政府民政部 |]、 救助管理机杓可以按生活元

着人員救助管理有美規定事核申批,提供救助。

緊急程序。対子情況緊急、需立 RIJ采取措施以防止造成元法挽回的損失

或元法改交的芦重后果的,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 暴須人民政府民

攻部「1泣先行救助。緊急情況解除之后,鹿按規定ネト芥常核常批手数。

(四 )救助方式

対符合条件的救助対象,可采取以下救助方式 :

友放lh吋救助金。各地要全面推行幅吋救助金社会化友放,按照財政国

葦管理制度格悔吋救助金直接支付到救助対象今人敗声,碗保救助金足額、

及吋友放到位。必要吋,可直接友放現金。

友放実物。根据悔吋救助林准和救助対象基本生活需要,可采取友放衣

物、食品、欽用水,提供糖吋住所等方式予以救助。対予采取実物友放形式的 ,

徐緊急情況外,要声格按照政府采殉制度的有美規定執行。

提供結介服各。対給予幅吋救助金、実物救助后,偶不能解決幅吋救助

対象困堆的,可分情況提供特介服各。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或医庁、教育、

住房、就立等寺項救助条件的,要跡助其申清;対需要公益慈善須須、社会

工作服努机杓等通道慈善項目、友劫社会募捐、提供寺並服努、志原服券等

形式給予帝扶的,要及吋結介。

(工 )救助林准

幅吋救助林准要与当地径済社会友展水平相逓鹿。具級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要根据救助対象困准癸型、困難程度,銃等考慮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保障水

平,合理碗定幅吋救助林准,井道吋調整。幅吋救助林准庄向社会公布。省

坂人民政府要加張対本行政区域内皓吋救助林准制定的銃等,推劫形成相対

統一的区域糖吋救助林准。

四、建立健全幅吋救助工作机制

(― )建立 “一「可受理、協同亦理"れ 411

各地要建立“一「]受理、協同亦理"机制,依托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 )

政券大F「、あ事大FF等 ,没立銃一的社会救助申清受理宙口,方便群余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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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部

'1取

責建立受理、分か、特亦、錯果反後流程,明碗亦理吋限和要求 ,

眼踪亦理第果,杵有美情況及吋告知求助対象。要建立社会救助熱銭,物通

求助、報告渠道。

(二 )か llt建立た会救助信`a共事れlll

各吸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管理部11え同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己有

資源,加快建没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銃,実現民政与工生汁生、教育、住房

城多建没、入力資源社会保障等部l]的信息共享。要依法完善跨部

'1、

多層次、

信息共享的救助申情家庭径済状況核対机制,~提高申核甑男J能力。要建立救

助対象需求均公益慈善狙須、社会工作服努机杓的救助資源対接机制;実現

政府救助―b~社会帝扶的有机結合,倣到因情施救、各有叡1重、相互ネト充。

(二 )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場 JLlll

要充分友揮群△囲体、社会狙須尤其是公益慈善狙須、社会工作服努机

杓和企事立単位、志應者険伍等社会力量資源率富、方法貝活、形式多祥的

特点,通辻委托、承包、采賄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賄采服各,鼓励、支持其参

均施吋救助。要劫員、引早具有影鳴力的公益慈善狙須、大中型企立等没立

青項公益基金,在民政部

'1的

銃等称凋下有序汗展悔吋救助。

公益慈善狙須、社会工作服各机杓、企事立単位、志思者険伍等社会力

量可以利用自身仇勢,在対象友現、寺立服発、友功社会募捐等方面友揮釈

板作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按照国家有美規定享受財政ネト貼、税枚

仇悪、費用減免等政策。

(四 )不断え姜1傷 叶救功資金寿集れ制

地方各象人民政府要杵幅吋救助資金列入財政預算3省吸人民政府要仇

化財政支出錯杓,切実加大幅吋救助資金投入事城多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

有錯余的地方,可安排部分資金用予最低生活保障対象的幅吋救助支出。中

央財政対地方実施幅吋救助制度給予遣当ネト助,重点向救助任努重、財政困荘f

工作成数突出的地区傾斜。

五、強化皓肘救助制度実施的保障措施

(― )か薇姐奴板子

地方各象人民政府要按照属地原ス1,格建立完善幅吋救助制度列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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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事日程,孤緊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碗保2014年底前全面実施幅吋救助制度。

要逃一歩建立健全政府頷早、民政部「1牽共、有美部「]配合、社会力量参≒

的社会救助工作協調机制,及吋研究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要杵幅吋救助

等社会救助工作列入地方頷早班子和頷尋干部政鏡考核澤含指林体系,井合

理碗定杖重;考核結果納入政府頷早班子和相美飯尋干部妹合考核坪伶的重

要内容,作力干部逸抜任用、管理監督的重要依据。民政部|]要切実履行主

管部,1取責,友拝好銃等跡凋作用:財政部

'1要

加張資金保障,提高資金使

用敷益3其他有美部「1要各司其取,釈板配合,形成井孤共管、整体推逃的

工作格局。

(二 )か薇能力建没

省象人民政府要切実加張晦吋救助能力建没,銃等考慮常住人口、最低

生活保障対象和特困供券人員数量等因素,制定落実基居社会救助取責的具

体方法和措施。地方各象人民政府要結合本地実除全面落実施吋救助制度要

求,科学整合具 (市、区)、 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処)管理机杓及入力資源 ,

充実加張基居幅吋救助工作力量,碗保事有人管、責有人負。要釈板研究制

定政府賄要服各的具体方法,充分利用市場机制,加張基居幅吋救助能力建没。

要充分友拝社区居民委員会和村民委員会的作用,柳助倣好困堆排査、倍息

報送、宣借引早、公示監督等工作
`要

加張人員培切|,不断提高幅吋救助管

理服券水平。要加張径費保障,杵悔吋救助所需工作径費幼入社会救助工作

径費銃等考慮,列入地方各象財政預算。

(二 )か張上督管理

暴象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実担負起悔吋救助政策制定、資金投入、工

作保障和監督管理責任,多鎮人民政府 (街道亦事赴)要切実履行崎吋救助

受理、申核等取責,民政部「1要会同工生汁生、教育、住房城多建没、人力

資源社会保障等部「1,按照 “一「]受理、跡同亦理"的工作要求,明碗各立

各不市的径亦主体責任,張化責任落実,碗保困難群余求助有「]、 受助及吋。

民政、財政部11要会同有美部「1杵橋吋救助制度落実情況作力督査督方的重

点内容,定期須須升展青項栓査。財政、申汁、盗察部11要加張対皓吋救助

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的監督栓査,防止排占、朝「用、套取等達究達法現象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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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千出具虚侵江明材料瑞取救助的単位和今人,要在社会信用体系中予以氾

最。幅吋救助実施情況要定期向社会公升,充分友拝社会監督作用,対千公

余和媒体友現掲露的同題,度及吋査姓井公布処理結果。要完善施吋救助責

任追完制度,明碗須化責任追完対象、方式和程序,加大行政同責力度,対

因責任不落実、相互推倭、赴畳不及吋等造成芦重后果的単位和今人,要依

妃依法追究責任。

(四 )加張政策宣特

各地要姐須好晦吋救助政策宣倍,充分利用扱刊、声播、屯祝等媒体和

互咲岡,以及公共査測室、資料索取点、信息宣4t桂、宣倍勝、明白妖等群

余喜日示兄的途径和形式,不断加大政策宣特普及力度,使轄吋救助政策家

喩声晩、人人旨知。要加張輿稔引尋,炊政府作用、今人杖利、家庭責任、

社会参均等方面,多角度宣特幅吋救助的功能定位和制度特点,引 早社会公

余理解、支持悔吋救助工作,菅造良好社会輿稔気日,弘揚中隼民族囲錯友愛、

互助共済的倍銃美徳。

国家逸拝有特点、有代表性的区域遊行 “救急荘"工作鰊合拭点,在体

制机制、服各方式、信息共享、財政税費等方面避行探索含J新 ,先行先拭 ,

力不断完善施吋救助制度,全面升展 “救急堆"工作提供径始。省象人民政

府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結合実隊,狐緊制定配套落実政策,国各院相美部 II

要根据本部門取責,孤緊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民政部、財政部要加強対本這

知執行情況的監督栓査,及吋向国雰院報告。国各院1年遣吋笙須寺項督査。

国努院

2014年 10月 3日

(此件公升友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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