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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访谈

市民政局：
努力打造人民幸福“心城”
核 心 提 示
近年来，全市民政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民生、
维护民利、落实民权为主线，认真履责、忠于职守，不断创新思路、强化举
措、真抓实干，
民政事业实现全面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市民政部门将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对标“两个河源”发展思路，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贡献河源力量？近日，市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爱平在接受本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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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转观念、抓作风、明目标、强责任、促落实，全力
推动全市民政工作迈上新台阶，
为打造人民幸福“心城”
作出民政贡献。

案例点击

开展乡镇敬老院专项整治
农村五保对象是最需要帮助
的困难群体，对他们提供及时救
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人
民幸福“心城”的客观要求，是构建
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的具体举措。
乡镇敬老院负责集中供养农
村特困人员，承担着政府“兜底线”
的职能。为全面规范农村敬老院
管理工作，今年 2 月至 4 月，市民政
局组织各县区对照安全防范是否
到位、伙食质量是否合格、门诊看

病是否落实、卫生防疫是否正常、
人格尊严是否受到侵害、日常护理
是否落实、财务管理是否规范、工
作人员是否配足 8 大项 56 小项检
查整治内容，对辖区内敬老院逐间
开展排查，逐项逐条仔细查找存在
的问题，
落实整改措施。
经过两个月的敬老院专项检
查整治，我市乡镇敬老院面貌焕然
一新，居住条件明显改善，规范化
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达到了整
治目标，得到了省民政厅和省检查
组的高度评价。

访谈对话

全市民政工作有关数据
一、低保
城镇标准
城镇补差
农村标准
农村补差
（元/人·月） （元/人·月） （元/人·月） （元/人·月）

年份

2013 年

300

242

200

109

2014 年

370

333

230

147

2015 年

410

374

260

172

2016 年

485

418

335

190

2017 年

580

457

400

206

2018 年

638

503

440

228

二、五保
年份

集中供养
（元/人·月）

分散供养
（元/人·月）

2013 年

411

381

2014 年

486

452.5

2015 年

525

502

2016 年

582.6

564.8

2017 年

640

640

2018 年

704

704

工作谋划

衔接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
今年，市民政局将充分发挥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提高城乡低
保补助水平，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推动农村
低保兜底扶贫。提高城乡特困供
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健全和完
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额资助特困供
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以及低收入救助对
象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进一
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完善救

灾应急体系，提升社区综合减灾能
力，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模式，
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做好新生灾害
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快养老服务
业和老龄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发展，不断提升基层政
权建设和社区治理水平，推动社会
组织、社工和志愿者服务健康发
展，主动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加
强区划地名管理，扎实推进专项社
会事务管理工作。

制表：
黄剑锋

重点任务

努力提高底线民生保障水平
市民政部门将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
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按
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
织密扎牢社会救助安全网，筑牢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为建设
“两个河源”、打造人民幸福“心城”
贡献民政力量。
今年，将努力提高城镇、农村
低保对象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
水平 ，分别从每月 457 元、206 元
提高到 503 元、228 元 ；特困人员

我市迅速查处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

○本报讯 记者 敖海冲 通讯
员 黄佑添 张勇波 连日来，我市
围绕中央环境保护第五督察组转
办的环境信访案件，迅速行动，第
一时间查处，立行立改。昨日，我
市环保、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对源城
区一起转办案件进行再次核查，初
步来看该案件为不属实举报。

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当地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 1.6 倍、且不低于
当地现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确定；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
育标准集中、分散供养水平，分别
从 每 人 每 月 1450 元 、880 元 提 高
到 1560 元 、950 元 。 确 保 城 乡 低
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
范围内基本医疗救助比例达到
80%以上；提高 困难残疾人生活
■东源县黄田敬老院配备了充足的护工，较好地保障了老人的身心
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分别从每人每年 1800 元、2400 元 健康。目前，我市乡镇敬老院面貌焕然一新，居住条件明显改善，规范化
提高到 1890 元、2520 元。
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本报记者 杨坚 摄

一起案件已被核定为不属实
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第五督察
组交办给我市的第四批举报案件
信息，位于我市源城区白岭头民营
工业园内的源发电子有限公司存
在违法生产销售含汞碱锰纽扣电
池行为。举报信息显示，该公司未
履行涉汞环保手续、未上涉汞环保
设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电

池和含汞污染物随意处理，未交与
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危险废物
处理公司。此外，该公司还销售含
汞碱锰纽扣电池。
在 6 月 8 日晚上接到中央环境
保护第五督察组转办此案后，
我市相
关部门于6月9日前往核实。经查，
河源市源发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源城
区白岭头民营工业园内，
租用厂房已
空置，
无生产设备，
无生产迹象。经
调取税务申报登记，
该公司注册至今

未有经营记录。环保部门日常巡查
亦未发现该公司有实际生产情况。
因此，
认定该案件为不属实举报。
市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市将进行再排查，根据
投诉人的情况和排查结果再进一
步处理，认真对待督察发现的问
题，加大力度整改，立行立改，用实
实在在的整改措施和整改成效解
决环境问题，让督察组满意，让社
会满意，
让群众满意。

坚决处理参与者与“保护伞”抓住关键环节打造治污亮点
效；要严肃纪律要求，强化责任担
当，清醒认识到县委向破坏生态
系列报道②
环境行为宣战的坚强决心，坚定
不移把思想统一到县委部署的生
○本报讯 记者 李成东 特约
的从严记录在案。
记者 李远来 黄廷首 通讯员 欧阳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态环境保护 14 个专项行动上来，
明确肩负职责、重大使命，做到守
晓 陈苏宁 东源以最严厉制度、最
突出整改落实，按照目标要求，各
土有责、守土尽责，切实保护好东
严密法制和最严厉追责对生态保
司其职，对 31 宗中央环境保护督
护发出“强音”。记者日前从东源
察案件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 源青山绿水与优质生态。
县委书记赖小卫表示，做好
环境保护工作暨中央环境保护督
确保顺利完成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生态环境保护是东源最大的政治
察“回头看”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回头看”迎检任务；要保持高度
任务，东源历届县委县政府一直
专项行动推进会获悉，该县纪委、 清醒，抓住关键环节，继续大力推
组织部门将全程介入生态保护专
进生态环境保护 14 个专项行动， 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在水源保护、
森林保护、河砂整治等方面做了
项整治行动，对依然不收手、不收
重点抓好治理桉树、规模养殖、矿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摘下了多
敛或充当“保护伞”的坚决予以处
山开采、农村垃圾、生活污水等关
项国字号、省字号的生态金牌，成
理，对为涉嫌违法者说情或打招呼
键环节，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绩来之不易。接下来，将进一步
提高环保思想认识，强力推进生
态保护 14 个专项行动，把桉树林
整治、水质改善、水浮莲整治、非
法规模养殖场整治、生活污水和
垃圾治理（PPP 项目）打造成东源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亮点。
县长骆世文提出，生态环境是
东源立县之本、至关重要，要围绕
部署要求，迅速抓好贯彻落实；要
围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要围绕生
态环境保护 14 个专项行动，持续
有力推进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市民政局局长王爱平在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请结合自身工作，谈
谈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工 作 提 出 的“ 四 个 走 在 全 国 前
列”
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
王爱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广东
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广东的具体化，既是对广东工
作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广东干部
群众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更
是对广东改革发展的把脉定向、
掌舵领航，对加快河源经济社会
发展、推进建设“两个河源”具有
非常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是我
们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的强大
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是河
源决胜小康、率先振兴、同步现
代化的具体路径和方向指引。
市民政部门将充分发挥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基础骨干作用，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着力点，积极
推进“三社联动”，全面推进社会
治理重心下移和创新发展，让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记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市民政部门在
改革领域会有哪些举措？
王爱平：今年，市民政部门
将围绕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村（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一是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实现党领
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
民自治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城乡
社区治理法治化、
科学化、
精细化
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
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
力建设。优化服务资源配置，创
新服务供给方式，有效提升乡镇
政府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脱贫攻
坚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
三是出台《关于推进防灾减

本报记者 杨坚 摄

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结合河源灾情特点，着力
从健全统筹协调体制、健全属地
管理体制、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
参与机制、全面提升综合减灾能
力等方面，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改革。
记者 ：
今后，
市民政局在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上会有哪些新举措？
王 爱 平 ：一 是 提 高 政 治 站
位，突出政治建设，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继续
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科学制定学习教育计划。
三是以提高组织力为重点，
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
深化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
作，推动基层党组织书记主动担
责、认真履责、扎实尽责。实行
党 建 台 账 管 理 制 度 ，严 格 执 行
“三会一课”
制度。
四是持之以恒正风反腐，大
力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
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
岗双责”，
加强党内监督。
五是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
局，不断增强党建工作实效。结
合开展精准扶贫，定期组织党员
干部到挂钩帮扶村和结对社区
开展调研、走访联系户等活动，
实现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常态化。

更多报道见今日
“河源发布”
本报记者 张平

源城举办首届“非遗墟市”

■源城区首届“非遗墟市”活动现场，两名歌手在演唱客家山歌，
向市民展示本土特色文化。
通讯员 廖伟聪 摄
项 目 的 桂 山 茶 以 及 萝 卜 粄 、汤
圆、老鼠粉、豆腐花、九重皮等客
家特色小吃供市民免费品尝。
据区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介
系列报道 11
绍，近年来，源城区紧紧围绕“首
善之区·幸福源城”的奋斗目标，
○本报讯 记者 何海华 特约
坚持文化惠民、
文化乐民，
广泛开
记者 黄赟 日前，
源城区首届
“非遗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
墟市”
活动在老城中山广场举行。
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
据了解，此次“非遗墟市”活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本次活
动 由 源 城 区 文 广 新 局 主 办 ，以
影响力大，
是推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为主题， 动群众热情参与，
进源城区创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
旨在保护和传承源城区历史传
务示范区工作的四大特色活动之
统文化，全面展示源城区非物质
一，也是一项具有源城特色的主
文 化 遗 产 和 客 家 文 化 、民 俗 民
题活动，全面展示了源城区非物
风，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
质文化遗产和客家文化民俗的独
的保护意识。
特魅力，将推动源城区非物质文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除了客
化遗产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进
家山歌、粤曲、舞狮、腰鼓等民俗
一步增强源城区文化软实力。
表演，还有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造“新”
“心”两城
建好首善之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