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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政发〔2016〕123号 

 

 
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

73 号) 精神，保障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结合我市实际，提出

以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特困人员是困难群众中最困难、最脆弱的群体，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中最基础、最根本的一项制度。健全

普洱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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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是完善社会救

助体系、编密织牢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共享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必然要求。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站在密切党和人民群

众血肉联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充分认

识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加大工作力度，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城乡

特困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主要目标任务 

（一）主要目标 

以解决城乡特困人员突出困难、满足城乡特困人员基本需求

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在全市建立起城乡

统筹、政策衔接、运行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城乡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

养范围，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 

（二）主要任务 

确保托底供养。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为城乡特困人员提

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和殡葬服务等方面保障，做到

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实行属地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做好本行政区域

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分级管理，落实责任，强化管理服务

和资金保障，为特困人员提供规范、适度的救助供养服务。 

实现城乡统筹。健全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管理体制，

在政策目标、资金筹集、对象范围、供养标准、经办服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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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乡一体化，确保城乡特困人员都能获得救助供养服务。 

坚持适度保障。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合理制定救助

供养标准，加强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实现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保基本、全覆盖、可持续。 

坚持社会参与。鼓励、引导、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慈善捐赠以及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为特困人员提供服

务和帮扶，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的良好氛围。 

三、制度内容 

（一）对象范围 

持有本市户籍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范围：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

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符合孤儿养育政策的，按照孤儿保

障工作相关规定执行。  

（二）办理程序 

申请程序。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书面说

明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本人申请有

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了解掌握

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情况，发现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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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应当告知其救助供养政策，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等无法自主申

请的，应当主动帮助其申请。 

审核程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

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收入状况、

财产状况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等进行调查核实，于 20 个工作日内

提出初审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后，报县（区）民

政部门审批。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配合调查，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审批程序。县（区）民政部门应当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

府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并随机抽查核实，于 20 个工作

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

在村（社区）公布；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并书面向申

请人说明理由。 

终止程序。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村（居）民

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乡（镇）人民政府，由乡

（镇）人民政府审核并报县（区）民政部门核准后，终止救助供

养并予以公示。 

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在工作中发现特困人

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应当及时办理终止救助供养手续。

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满 16 周岁后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在普

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三）救助供养内容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包括供给粮油、副食品、生活用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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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被褥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零用钱。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提供疾病治疗。全额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

费部分。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

保障制度规定支付后仍有不足的，由救助供养经费予以支持。 

办理丧葬事宜。特困人员死亡后的丧葬事宜，集中供养的由

供养服务机构办理，分散供养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村（居）

民委员会或者其亲属办理。丧葬费用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中

按照每人 2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通过配租

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给予住

房救助。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特困人员，给予教育救助；对

在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的特困

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教育救助。 

（四）救助供养标准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 

基本生活标准应当满足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所需，不得低于当

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生活救助供养资金省级财政对各

地给予适当补助，差额部分由市、县（区）财政按 3：7 的比例

分别配套。我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2016 年为分散供养每人

每月 442 元，集中供养为每人每月 540 元。 

照料护理标准参照《普洱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细则》（普洱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46 号）的有

关规定执行，按照一级重度残疾特困人员每人每月 70 元，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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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残疾特困人员每人每月 40 元，三级、四级智力和精神残疾

特困人员每人每月 30 元的标准发放。照料护理补贴省级财政对

各地给予适当补助，差额部分由市县（区）财政按 3：7 的比例

分别配套。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实行动态增长机制。年度救助供养标准，由省民政厅牵头，会同

财政、统计等部门研究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于每年 4

月前公布。市级由市民政局牵头，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按照

不低于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和不低于市级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原则，根据我市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等指标，研究提出市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方案，于每年 6月

前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公布。县（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本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市级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标准。 

（五）救助供养形式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在当地的供养服

务机构集中供养。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鼓励其在家分散供养；完

全或者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优先为其提供集中供养服务。 

分散供养。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经本人同意，乡（镇）

人民政府可委托其亲友或村（居）民委员会、供养服务机构、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住院陪

护等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为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提供社区日

间照料服务。 

集中供养。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由县（区）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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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就近安排到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未满

16 周岁的，安置到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 

（六）供养服务机构管理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

构管理工作，发展改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

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税务、工商、机构编制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有条件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需求的基础上，可面向社会开展日间照料等养老服务。 

供养服务机构必须依法办理法人登记，建立健全内部管理、

安全管理和服务管理等制度，为特困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料、送

医治疗等基本救助供养服务。有条件的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

可设立医务室或者护理站。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转经费给予

补贴，补贴标准为每集中供养 1名特困人员每年补贴 720 元，省

级财政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差额部分由市、县（区）财政按 3:7

的比例分别配套。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服务人员原则上按照工作服务人员

与特困供养人员数量 1:10 比例配备，其中，对生活不能自理的

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按 1:3 和 1:6 比例配备。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服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并参加

相应的社会保险。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聘用的服务人员薪酬待

遇标准，扣除单位代缴的社会保险金外，应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 150%给予保障，并实行年度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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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

作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将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强化其托底保障功能，进一步完善工作协调机制，

切实担负起资金投入、工作条件保障和监督检查责任。民政部门

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重点加强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工作日常管理、能力建设、供养机构建设，推动相

关标准体系完善和信息化建设，实行特困人员“一人一档案”，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加强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工作的

绩效评价，将结果送组织部门，作为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发展改革部门要将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纳入有关专项规划，支持供养服务设施建设。财政部门

要做好有关资金保障工作。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积极

配合民政部门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有关工作，实现社会救助信

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制度衔接。各县（区）要统筹做好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制度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

障、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等制度的有效衔接。符合有关

条件的特困人员，可同时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等社会保险和高龄津贴等社会福利待遇。纳入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的，不再适用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范围的，不再适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纳入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的残疾人，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 9 —

护理补贴。 

（三）强化资金保障。市、县（区）两级要将政府设立的供

养服务机构运转费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

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安排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省、

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并重点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任务重、财政

困难、工作成效突出的地区倾斜。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

可从中安排资金用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各县（区）要完善

救助供养资金发放机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四）加强监督管理。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将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制度落实情况作为督查督办的重点内容，建立监督管

理的长效机制，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民政、财政、审计、监

察等部门要加强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防止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现象发生。要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公众和媒体发现揭

露的问题，及时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

行政问责力度，对因责任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要

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五）鼓励社会参与。鼓励群众团体、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工作。鼓励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和项目支持力度，落实各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

收费减免等政策，引导、激励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以及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医疗等服务机构，为特困人员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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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个性化服务。 

（六）加强宣传培训。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不

断提高社会知晓度，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特困人员的良好氛

围。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帮助有关工作人员熟练掌握

政策和服务技能。 

市民政局、财政局要加强对本意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重大

情况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市人民政府将适时组织专项督查。 

 

 

普洱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11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普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18 日印发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所有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470.24，相对垂直位置：66.25，胶带宽：59.81，胶带高21.17（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Both
         440
         AllDoc
         453
              

       CurrentAVDoc
          

     470.2374 66.2463 59.8149 21.1653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10
     9
     10
      

   1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所有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75.46，相对垂直位置：69.93，胶带宽：61.66，胶带高14.72（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Both
         440
         AllDoc
         453
              

       CurrentAVDoc
          

     75.4588 69.9273 61.6554 14.7237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10
     9
     10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