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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民政局

邵阳市财政局
文件

邵民发〔2019〕13 号

关于印发《2019 年“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
助水平”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经开区社会事务局、财政局：

为认真落实省政府 2019 年“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

水平”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根据《2019 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实施意见》（湘绩办发〔2019〕3 号）、《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19 年“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民发〔2019〕5 号）、

《关于明确 2019 年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责任单位及具体任

务的通知》（邵绩办发〔2019〕1 号）、《关于提高 2019 年全

市城乡低保标准、城乡特困供养标准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邵民发〔2019〕10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2019 年“提高农村低保

标准和救助水平”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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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邵阳市民政局 邵阳市财政局

2019 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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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

市政府将“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列为 2019

年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和市绩效评

估办公室的具体部署，为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特制定如

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任务

全市全年农村低保标准不低于 310 元/月（3720 元/年），

月人均救助水平不低于 185 元。2018 年月人均救助水平高于

上述标准的地区，2019 年的救助水平只升不降。

以上指标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各地具体指

标详见《2019 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分解表》。

二、工作内容

（一）规范对象认定。各地要根据低保政策文件规定，

严格按照政策做好农村低保对象的审核审批工作，将符合农

村低保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特别是要落

实湘民发〔2018〕38 号文件精神，将完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建档立卡贫

困对象纳入低保范围，实现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坚持应保尽

保、应退尽退，做到不错不漏，精准认定对象。

（二）规范资金发放。各地要认真组织提标资金发放。

农村低保金应当按月通过惠农补贴“一卡通”社会化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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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法

考核采取逐月报进度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一是要严格月报制度。各地要建立工作台账，按月上报

重点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认真填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情况表》，县市区民政局于每月 10 日前将情况上报市民政

局。上报的数据须经当地绩效部门和统计部门认定，并确保

与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和社会服务统计信息管理

系统数据一致。市局将汇总各县市区数据后报市绩效办、市

统计局和省民政厅。

二是年终开展实地考核。12月上旬，各地民政、财政部

门要会同绩效、统计等相关部门完成对当地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的考核工作，考核结果在网上公示，并于 12 月 5 日前上

报市民政局。12 月中下旬，市绩效办将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市

所有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进行考核。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两项

指标中凡有一项未达标考核均评定为不合格。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地要按照各自职能职责，成立工作

机构，为完成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提供组织保障。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部署，要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按时按量完成各项任务。

（二）明确责任。民政部门负责做好低保对象审核审批、

资金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资金测算和

资金保障等工作。各地民政、财政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各司

其职，密切配合，确保圆满完成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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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保障。各地民政、财政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做好资金测算，在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的基础上，

足额安排社会救助配套资金，切实做好资金兜底保障。

（四）加强管理。各地要加快工作进度，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本地农村低保救助水平。认真组织提标资金发放，加快

资金拨付力度，确保资金使用效益。要严格按照政策做好低

保对象的审核审批工作，坚持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做到不

错不漏，精准认定对象。

（五）加强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进

行宣传，积极营造浓厚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的舆论氛围。

重点抓好典型推介和宣传工作，及时报道工作动态和经验，

做到家喻户晓、群众熟知。

（六）强化督查。各地民政部门、财政部门要及时推进

重点民生实事任务工作实施，市民政局将每个月跟进实施进

度，并不定期地进行实地抽查。对领导不够重视、工作进展

缓慢、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单位，将进行通报批评，

并作为年终考核扣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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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分解表

地区

目标任务

农村低保标准 农村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

双清区 3720 元/年 不低于 185 元/月

大祥区 3720 元/年 不低于 209 元/月

北塔区 3720 元/年 不低于 228 元/月

邵东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185 元/月

新邵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204 元/月

邵阳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185 元/月

隆回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193 元/月

洞口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196 元/月

绥宁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203 元/月

新宁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186 元/月

城步县 3720 元/年 不低于 185 元/月

武冈市 3720 元/年 不低于 207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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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 月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情况表

地区

1—上月累

计保障人

数（人）

1—上月累

计支出资金

（万元）

1—上月累计

月人均救助水

平（元/月）

农村低保标准

（元/年）

邵阳市

合计

XX县

XX市

XX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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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考核细则

考核内容 计分标准 分值

各地按照重点民生实事要求确定本地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及时组织提标资金

的发放，到年底凡有一项未达标，考核均评定为不合格。

任务落实

7月 31日前，各县市区按照考核任务要求将提标资

金发放到位，并补发 1—6月提标资金，确保全年低

保标准和 1—7月累计月人均救助水平达到重点民生

实事目标任务要求。7月 31日前达标得 4分，有一

项未达标扣 2分，扣完为止。

4分

数据报送

每月 12日前报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情况表》。及

时报送得 1分，有一次报送不及时扣 0.5分，扣完为

止。

2分

12月 6日前按照省统计局要求完成重点民生实事认

定工作。及时按要求完成得 2分，未及时报送扣 0.5

分，未按要求公示扣 0.5分，数据不准确不真实扣 1

分。

2分

上报和认定的数据与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和财

务社会服务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一致。全部一致得

1分，有一次不一致扣 0.5分，扣完为止（如因系统

原因造成数据不一致不扣分）。

2分

扣分项

在市级、县市区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考核中，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存

在扣分情况的，扣 2分

低保领域存在腐败和作风问题被审计、纪检监察部门查实通报处理或出

现重大负面舆情的，扣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