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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自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扎实推进“红色引
擎 工 程 ”， 常 态 化 制 度 化 开 展 “ 两 学 一 做 ” 学 习 教
育， 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基层纵深持
续推进。 通过牢牢把好思想关口，抓好思想教育，
落实好两个责任，促进全市民政事业发展，将民生
兜底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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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扎实推进“红色引擎工程”

落实两个责任 践行民政为民

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全面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民政局党组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自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种好“责任田”，坚守“主阵地”，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全面加强和提升。 年初制定下发相关方案，局党组
成员深入基层单位，参加下级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
会，全覆盖督促指导。在基层党支部中，规范设置支
部委员会。开展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规范型、廉
洁型、赶超型党支部创建，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开展“星级争创”活动，为党组织和党员评星评级，
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高度重视“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多次专题研究并印发了常态化制度化的
实施方案，每月第一个周四“支部主题党日”和第三
个周四“支部学习日”活动，采取“送清单”方式，把

学习内容、计划、安排送到全局系统各级党组织，对
学习过程进行监督。 以“做合格党员，践行党员常
青”为主题，开展民政系统“不忘初心，担当为民”活
动，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党性为主要内容，开
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围绕“创新务实现代民政
建设”主题，把“红色引擎工程”贯穿民政中心工作
全过程，依托“红色引擎工程”的社区治理创新工作
在基层不断丰富深化，进一步享誉全国。 融合“红色
引擎工程”的社会组织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组织党
建“扩面提质”逐步实现。 市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
市优抚医院、市社会福利院、黄浦路军休所、汉口
馆、市救助站等红色资源精彩喷涌，形成了具有民
政特色的红色品牌。

着力夯实思想建设主阵地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今年以来， 全局系统签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书，建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梳理风险点、
确定突发事件的处置程序和流程。 认真查找当前
意识形态工作的短板和不足，制发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考评办法，明确考评内容、计分、方式及标
准等，把责任具体分解到岗、到事、到人，确保意
识形态工作“桩桩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 开展意识形态形势政策报告，组织党员干部

进行思想状况调查问卷，了解全局系统党员干部
思想状况， 有针对性地推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充分用好网络平台，用“好声音”传播“正能量”。
发挥机关处室和各下属单位履行意识形态主体
责任意识，承办“清风正气传家远”故事分享会、
开展“九峰烈士陵园红色文化宣讲进社区”活动，
积极参与申报“我是武汉好声音”摄影及微视频
大赛。

着力巩固“四风”整治成果

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修订完成党务公开、中心组
学习、联系服务群众、民主生活会、党风廉政建设
等 17 项制度，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
生态建设，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一
是层层分解、传导、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召开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总结
分析部署安排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层层签定 《党风廉政建设和治庸问责责任书》，明
确任务，压实责任。 采取分别谈话和集中谈话等形
式，将落实“第一种形态”谈话制度作为市民政局
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 落实局领导党风廉政建设
调研督导检查的责任制， 建立市民政局机关纪检
组织履行监督责任《责任清单》《任务清单》，明确
责任目标、责任要求，细化任务条目，规定完成时
间。 印制《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纪实台账》，制定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检查考核有关问题整改方案，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
单位和整改完成时限。 建立典型案例通报教育制
度，制发《关于市民政局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案件
的通报办法》及实施细则。 印发规范性文件廉洁性

评估办法，保障评估流程、评估质量，从源头上预
防腐败。 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做到早预防
早提醒。 开展局系统第十八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教育月活动，举办廉政文化书画展，组织以“为民、
务实、清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开展各类警示教
育、廉政文化创建等系列活动。 将年节假期当成作
风建设的前沿阵地重点督查，针对元旦、春节、清
明、五一、端午等重要时间段，专门提前下发通知，
提出明确要求，公布举报电话，及时提醒、督查，严
防用公款发贺卡、办年货、买棕子，公车私用、公款
旅游、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礼金、购买烟花爆竹等
行为发生，推动党员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三
是深化“四风”整治，巩固作风建设成果。 局机关纪
委配合市纪委派驻市民政局纪检组， 成立 5 个明
察暗访检查小组，对 41 个直属单位落实八项规定
的情况每季度开展明察暗访， 及时督促落实问题
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予以通报。 积极
组织参与全市评议机关中层处室活动、 市治庸办
组织的行风连线活动等。 对前期违规违纪党员干
部进行回访教育活动，督促做好离任审计、经责审
计等，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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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中心的孩子学习音乐课 张珺 摄

落实责任 促进发展 全面提升民政服务水平
抓好“两个责任”落实，为推动民政工作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全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强化，养老服务项目纷纷落地，社会
救助水平大幅提升，大数据核查、互联网 + 应用等平台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为老服务、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等模式日趋成熟，困
境儿童救护、公益慈善项目开展、优抚安置工作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武汉民政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社区治理铸就“武汉经验”
选优配强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实现社区书记、
主任“一肩挑”100%，整治街道、社区对业委会组建
管理不力问题，1571 个符合条件的小区全部组建业
委会，197 个小区业委会全部按期换届， 全市 1319
个社区，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1000m2 以上的达到
80%。 积极培育发展 8000 余支社区文化活动队伍，
推动 1000 余个社区文化活动广场建设，推动驻社区
单位、专业社工、志愿者、社区骨干、“两代表一委员”
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深化社区协商，全市建立“微公
约”3692 个，组织居民成立居民议事、环境管理、停
车管理、宠物管理等多种公益类、慈善类、互助类志
愿服务组织， 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自治事
务。连续组织五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选拔大赛，培育
优秀社会公益组织 100 多家， 获得项目资金上千万
元。 每年投入 2000 余万元，在全国开展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 对行业协会商会等 4 类社会组织实行
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达到 5500 多家。 推动
建成 7 个区和 19 个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培育发
展各类社会组织 1184 个，市局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
党组织覆盖率和党的工作覆盖率均达到 100%。

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武汉社会福利院综合大楼

王志平 摄

以政策资金为引力，聚合养老服务社会资源，撬
动吸引社会资金 40 多亿元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推动
近 300 家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实行社会化运营，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率达到 51.5%。 对市社

会福利院综合大楼 B 栋以 PPP 模式进行了探索尝
试，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养老服务设施 1047 处，其中
市、 区政府办养老机构 15 家、 社会办养老机构 43
家、社区养老院 164 家、农村福利院 71 家、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站）583 个、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
动中心 170 个， 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施的街道 （乡
镇）全覆盖。 全市 46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老年
康复床位，设置老年康复床位 2000 余张，50 余家养
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点， 全市 90%以上
的养老机构与卫生服务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引导
扶持企业开发“互联网 +”的养老智能穿戴设备、服
务软件和相关服务项目。建立并落实了市、区本级福
彩公益金留存不低于 50%用于养老服务事业的投入
制度。将养老保障方向由“小众”向“大众”、由“补缺”
向“普惠”转变，形成“政府 + 社会 + 市场”合力，各
类特色养老项目发展提升我市养老服务的辐射面和
影响力。

民生托底保障网愈加密实
连续 5 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城镇低保标准增
幅达 48.89%，农村低保标准增幅达 200%，城乡救助
水平差距明显缩小。 近五年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
资金近 60 亿元，25 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
保障。将救助封顶线提高至 5 万元。全面建立临时救
助制度， 年最高救助标准提高至低保标准的 12 倍。
建立社区纳凉取暖点 1400 个， 每年惠及困难群众
800 余万人次。 出台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建成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 倡议并率先加入全国

首家城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联盟， 推动城市流
浪未成年人保护城际间合作。 开办流浪未成年人教
育矫治班，为 2000 多名困境儿童回归家庭、走向社
会打牢基础。 与 6 个爱心单位、14 所高校建立志愿
服务和实践基地，拓展教育矫治和源头预防工作。近
五年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6000 多人次。 与全市万余名
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和受委托监护人签订 《农村
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农村留守儿童无人
监护现象明显改善。 投入资金近 1.5 亿元，救助受灾
群众 26 万余人次。 建成市级以上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563 个。 推出以慈善专项、百万留本、冠名、小额冠名
四类基金为主的慈善品牌，设立各类基金 48 个。 近
五年通过企业捐赠、慈善一日捐、主题活动、突发灾
情紧急募捐等，筹集慈善款物 9700 余万元。

双拥模范城创建实现“六连冠”
全市军地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中国梦武汉篇与
强军梦武汉篇的“双梦”内核，发展军政军民关系，扎
实推进双拥创建工作，我市连续六次荣获“全国双拥
模范城”称号。 近五年市领导慰问调研驻汉部队 400
余次， 现场办公帮助解决驻汉部队实际问题 60 余
件。 全市各级各部门走访驻军 1200 余家次。 全市各
级为驻军办实事 900 余件， 支持部队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19 项。 保护维修市属 7 座烈士陵园、1198
处烈士散墓和 27 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全市烈士纪
念设施面貌得到整体提升。 接收退役士兵 21773 人，
符合政府安置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率达到 99%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