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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台风威马逊
过去已有一年多时间，
在台风登陆点的文昌翁
田镇，灾后被列入补助
对象的毁坏房屋5213
户，其中3111户得到
修缮，2000多户得到重
建。如今，曾经的废墟
变成了崭新的砖瓦房，
红色绸带悬挂门口，村
民一脸幸福和喜悦。

同样，在位于三亚
荔枝沟的三亚市救助
管理站内，7层高的综
合救助中心已经建成，
楼内装修一新，宽敞明
亮的房间内设有卫浴、
网线插口。目前，当地
民政部门正在逐步添
置生活必需品，希望在
春节前给三亚那些临
时困难的人群创造一
个温暖的家。

“十二五”期间，我
省以最低生活保障、五
保供养、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以及专项救助
为主要内容，以社会力
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会救助体
系基本建立，救助工作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明
显提升，各项救助标准
和补助水平大幅提高。

城乡低保水平提升、减灾救灾能力增强，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

为困难群众撑起爱的晴空

设“保护伞”为受灾
群众撑起一片天

陶瓷的墙面、光洁的地面、全新的
家具……文昌市铺前镇东坡村贫困户
陈文合落成快一年的新家洁净、喜
气。陈文合在新房旁边搭了3个简易
育苗棚，棚内加勒比松幼苗，一片勃勃
生机。

“政府兜底帮我家建起了新房。”
2014年夏天的“威马逊”超强台风把陈
文合一家住的房子掀翻了，全家6口人
只得挤住在民政部门提供的救灾帐篷
里。是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及海南部
分爱心企业及时伸出援手，为这个遭受
风灾重创的贫困家庭撑起了一把“保护
伞”，帮助陈文合援建了新房，带他们渡
过了灾后重建的难关。

“灾害中，我们要确保所有受灾群
众的转移安置，保证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水喝、有衣穿、有地方治疗、有地方
住。”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
显示：因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强台风

“海鸥”袭击，全省2万多间房屋倒塌。
民政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共投入救灾资
金11.08亿元，救助受灾群众近250万
人（次），恢复重建倒损房屋4万多间。
紧急下拨灾区大米 1240 吨、食用油
2500桶、帐篷14060顶、折叠床9600
张等一批救灾物资，为灾后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今，被台风摧残过的家园焕然一
新，记者近日回访曾经的重灾区文昌，
在文城、翁田、昌洒、铺前、罗豆、公坡等
乡镇，随处可见新建整齐的房屋。

这只是一个缩影，“十二五”期间，
我省民政部门共救助受灾群众478.9万
人次，恢复重建因灾倒损民房26.07万
间，各类救灾补助项目不断完善，救助
标准逐步提高，基本实现灾害发生后
12小时内受灾群众得到初步救助。

省民政厅厅长苗建中多次指挥强
台风救灾工作，在他看来，海南市县救
灾物资的储备非常重要。“我们要保证
灾害发生后12小时之内，救灾物资能
够送到灾区受灾群众手中。”

目前，我省已有省救灾物资储备中
心和三亚市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共2个
储备仓库投入使用，有4个救灾物资储
备仓库正在建设，分别是海口、海南省
西部（儋州市）、东部（万宁市）、中部（五
指山市）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苗建中表示，新建的4个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建成后将与已投入使用的救
灾物资储备中心构成东、西、南、北、中
全方位覆盖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体系。

防灾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也在同步
进行。位于海口市友谊路的海南省救
灾应急避难中心项目集公众应急避难、
减灾教育培训、灾情信息管理、救灾技

术支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减灾防
灾基地。投入使用后，将设立防灾减灾
宣传教育培训中心、防灾减灾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灾害应急救助指挥中心、公
众灾害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防灾减灾
相关专业器材及影音设备等。

在“十二五”期间，全省共创建57
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社会公众防
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

保障困难群众实现
各项救助有效衔接

“家里的房顶被台风打坏了，今年
可以用这笔钱来补一补了。”在文昌市
文城镇城南村委会六村，80岁的村民
彭明寿去年在领取低保金时，发现存折
里多出了一笔600多元的灾后补助金，
老人欣喜不已。

苗建中表示，“十二五”期间，我省
构建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
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以及社
会力量参与在内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
各项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协调发展。

为进一步完善低保制度，省政府出
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实施意见》。

截至2015年底，全省低保对象为
27.2万人，城乡低保月平均保障标准分
别达到463元和341元，城乡低保月平
均补助水平提高到260元和177元，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五保供养对象
为2.9万人，集中、分散供养标准分别达
到5508元/人/年、4560元/人/年。我
省还实施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机构集中
养育和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分别为
每人每月1000元、600元。

另一个让人内心充满暖意的数据，

“十二五”期间，为让困难病患燃起希
望，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普
遍推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

在位于五指山市的海南省慈善惠
民医院住院区一楼外二病房。38岁的
白沙患者王秋漫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去
年8月13日，患有甲状腺肿瘤的王秋漫
刚刚做了手术。

“王秋漫治疗总费用花了1万多
元，通过新农合、民政救助资金报销了
大部分（自付部分85%），剩余自费部分
（自付部分15%）医院全部减免了，并实
现了一站式结算。”省慈善惠民医院副
院长孙羽说，作为低保对象的王秋漫享
受到了医疗费用全免的福利，而和她一
样，家在海南中部五指山、保亭、琼中、
白沙、乐东、昌江和陵水7市县的特困
家庭患者、民政救助对象、市县政府确
定的其他特困群众、低收入边缘贫困人
员，都可在医院得到免费救治。

在医疗救助的基础上，主管部门救
助特殊群体，解决部分人在接受救助后
难以脱困的探索也一直在尝试。 昌江
县委、县政府于2014年3月出台了“双
特”办法，每年拨款2000万元，对特殊
困难群众进行救助，力图解决政策之外
的救助盲点。

探索更广阔保障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省全面落实孤
儿保障政策，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制度。强化儿童福利机构兜底功能
并推动其向社区开放和提供辐射服
务，为亲属抚养、家庭寄养孤儿提供
指导和服务。加强对流浪乞讨未成
年人的救助保护，维护困境儿童生存
发展权益。

积极探索把事实上无人抚养儿童、
艾滋病儿童分类纳入保障范围的工作

也在探索中。今年7月，琼海嘉积镇退
休职工黄培波查看银行卡，发现里面汇
入了800元，老人打听后得知，这是琼
海市民政部门给他孙子、孙女发放的困
难家庭儿童救助金。

多年前，黄培波的儿子遭遇飞来横
祸，被歹徒伤害不幸身亡，此后儿媳改
嫁他乡。抚养孙子和孙女成了黄培波
老两口最重要的事情。

“小孩子很需要这笔钱，可以给他
们增一些伙食费，买一点书本。”黄培波
说，对于抚养两个在琼海市区上学的孩
子，他每个月2000元的退休金要精打
细算，才能度过去。

2013年，琼海成为民政部关于开
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第二
批试点地区。对孤儿、困境儿童、困境
家庭儿童、普通儿童等进行分类分标准
保障。困境家庭儿童，就涵盖了父母一
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
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每人每月
发放生活救助金400元；父母为国家
残疾标准2级以上残疾人的儿童，父母
患重病暂时失去劳动能力致生活困难
家庭的儿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救助
金300元；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
戒毒的儿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救助
金300元等。

从今年7月起，伴随着核查工作的
完成，琼海全市1582名困境家庭儿童
可以领取儿童救助资金。“对于一些贫
困儿童的家庭，我们在向他们发放低保
金的基础上，再帮助他们兜底。”琼海市
民政局副局长陈世雷表示，“我们的目
的，是让孩子们不会因为家庭原因没钱
穿衣、没钱吃饭。”除了对这一特殊群体
儿童的救助金外，如果儿童生了大病，
民政部门还将在医疗救助政策上“给予
倾斜，优先考虑”。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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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全省民政系统着

力推进政策创制、机制创新、服务创

优，实现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基层民主活力和

社会自治功能明显增强，服务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更加有力，城乡居民

的基本社会服务需求得到满足，民政

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5 年来，全省民政事业经费支出

从2010年的19.59亿元增加到2015年

的28.44亿元。民政为民服务能力显

著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救助体

系不断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能力

快速高效，双拥工作水平持续提升，

社会福利事业蓬勃发展，社区服务覆

盖面不断扩大，民政工作惠民生、暖

民心、解民忧、聚民力的重要作用充

分彰显。

过去的5年，我省健全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覆盖城乡、救急解难、

有效兜底、持续发展的社会救助体系，

实现救助主体多元化、救助内容综合

化、救助方式法治化、制度建设体系化、

管理服务规范化。

过去的5年，我省自然灾害应急救

助体系更加健全，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显

著增强，常态减灾与非常态应急救灾有

效结合，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显

著提升。

过去的5年，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

适度普惠型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

享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

福利服务。

截至2015年底
全省低保对象为27.2万人

省妇联慰问患病妇女。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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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低保月平均保障标准
分别达到463元和341元

城乡低保月平均补助水平
提高到260元和177元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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