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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政规—2020—24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洛政办〔2020〕65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8〕

53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9〕57 号）以

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进一步推进我市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保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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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实

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制度措施，健全责任体系，加强监督管理，

切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合法权益和平等发展权利，实现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增强流浪乞讨人员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1. 以人为本。尊重流浪乞讨人员人格尊严，保障其人身安

全和基本生活，帮助其摆脱流浪乞讨困境，早日回归社会、回归

家庭，形成政府、社会、家庭共担的救助服务体系，确保其得到

及时有效的救助服务。 

2. 政府负责。加强党对救助管理工作的领导，夯实地方政

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强化政府在政策制定、设施建设、资金保障、

人员配备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落实政府社会治理、公

共服务和兜底保障职责。 

3. 严格监管。完善救助管理工作监管责任体系，落实地方

民政部门主要监管责任，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健全监管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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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细化责任追究措施，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4. 协同配合。加强流入地和流出地、相关部门间的联动救

助，强化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协同配合，加强与其他

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形成救助管理工作合力。 

5. 标本兼治。既立足当前，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措施，

着力解决流浪乞讨人员身份甄别、接送返回、照料安置等突出问

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预防和减少外出流

浪乞讨现象。 

二、完善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 

（一）厘清救助管理机构与托养机构关系。救助管理机构是

县级以上政府设立、依法依规救助流浪乞讨人员、保障其人身安

全和基本生活的第一责任主体。托养机构是经过民政部门严格审

核、审慎选择，按照托养工作有关政策要求和托养协议，为受助

人员提供照料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应具备相应资

质、条件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救助管理机构要按照谁送托、谁负

责的原则，强化对托养机构照料服务情况的日常监管。 

（二）优化救助服务供给。救助管理机构要坚持“站内照料

为常态、站外托养为例外”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开展照料

服务，因设施设备或人员不足确实无法提供照料服务的，要选择

公办机构承接托养服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专业力

量提升照料服务水平。各县（市、区）要根据受助人员身体状况、

年龄等情况实施分类托养，科学测算托养费用。受助人员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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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费用经卫生健康部门审核后，由救助管理机构据实结算。 

（三）完善救助管理体系。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网络，各县（市、区）政府要按规定设立救助管理机

构，设置乡镇（街道）救助管理所和村（社区）救助服务点。要

充分发挥民政、公安、交通运输、铁路、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

部门和单位信息平台作用，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及时开展重点场

所、重点时段及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救助管理工作。 

（四）强化救助工作监管。各县（市、区）要健全救助管理

工作体制机制，指导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建立完

善受助人员走失、伤亡强制报告等制度。民政、财政、卫生健康

等部门要加强救助管理工作日常监管，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强化

部门协同配合，完善责任追究体系。 

三、压实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主体责任 

（一）压实救助管理机构责任。救助管理机构要依法依规开

展照料服务、身份查询、接送返回等救助工作，因失职渎职、滥

用职权等导致受助人员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除有关人员承担直

接责任外，救助管理机构负责人承担领导责任，其他工作人员按

照岗位职责承担相应责任。救助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托养机构的监

督指导，设置专人负责与托养机构对接沟通，每月至少两次到托

养机构了解受助人员受照料服务情况，通过“互联网+”、DNA 数

据比对、人像识别等多种方式开展受助人员身份查询和寻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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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实托养机构责任。托养机构要主动强化内部管理，

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和托养协议为受助人员提供居住、饮食、照料、

医疗等救助服务，不得侵害受助人员合法权益；要定期向送托救

助管理机构报告受助人员基本情况，第一时间向送托救助管理机

构报告受助人员走失、病重、病危、死亡等异常情况；要接受行

业主管部门、登记机关的监督检查，接受送托救助管理机构的监

督检查，完善建筑消防、食品安全等相关手续；未按照托养协议

实施救助服务的承担违约责任，违规违法的承担法律责任。 

四、落实部门责任 

（一）落实市、县级民政部门监管责任。市、县级民政部门

对所属的救助管理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依法履行行业安全管

理职责；指导和督促救助管理机构落实法规政策，加强内部管理，

完善建筑消防、食品安全等相关手续，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督促

托养机构严格履行托养协议；健全统计报告制度，每季度向上级

民政部门报告救助管理工作情况；建立负责人定点联系制度，定

期开展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对受助人员走失、病重、病危、死

亡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向本级政府、上级民政部门报告，并妥

善处置。 

（二）落实相关部门责任。各县（市、区）政府要督促相关

部门履行职责，积极解决救助管理工作的突出问题。发展改革部

门要把救助管理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

不断完善救助管理机构设施。公安部门要协助救助管理机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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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DNA 信息、人像识别等方式开展受助人员身份核查工作，

并在收到救助管理机构协助核查申请一个月内及时反馈核查结

果；指导救助管理机构加强安全防范力量建设，完善安全防范设

施。财政部门要将救助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足额

保障，根据工作需要为救助管理机构配备救助专用车辆等相应设

施设备；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会同财政、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救助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倾斜政策和相关待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依

法对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建筑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

和备案抽查。公安部门、消防救援机构要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开展

行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依法对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

开展消防监督“双随机”检查，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督

促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公安、城市管理和其他有关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履行街面巡查职责，加强对繁华街区等流浪乞讨人员

集中活动区域的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要尽快通知救助管

理机构到场救助；对巡查中发现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

行动不便人员，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在征得其同意后，可

护送至救助管理机构，并履行书面交接手续；对发现的精神病人、

疑似传染病人、危重病人，应立即通知定点医院到现场进行救治，

同时联系属地救助管理机构，到定点医院甄别其身份，并配合办

理相关手续；对违反治安管理、城市管理等规定的，要依法依规

处理。交通运输部门要按规定对救助管理机构购买受助人员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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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票、乘车和进出汽车站等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卫生健康部

门要对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疾病防控和医

疗服务等进行监管，落实“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及时接收救

治流浪乞讨人员。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的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管理进行监管。审计、教育等部

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履行监管责任。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

织要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展流浪乞讨人员困难帮扶、心理咨询、

行为矫治等服务。 

五、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属地领导管理责任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要把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工作作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方面统筹研究部

署，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作

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市政府建

立了分管民政工作副市长为召集人的洛阳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名单见附件），各县（市）、

吉利区也要建立健全政府负责同志牵头的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协

调机制，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工作汇报，落实相关工作。 

（二）明确市域流出地政府责任。流出地政府要建立流浪乞

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机制，帮助返乡受助人员解决生产、

生活困难，为符合条件的落实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等

相关政策，教育、督促其近亲属或其他监护人履行扶养（抚养、

赡养）义务，防止其再次外出流浪。对法定义务人遗弃或虐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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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无独立生活能力人员，构成违法犯罪

的，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对长期流浪被注销户

籍的受助人员，公安部门要查明情况并及时恢复其户籍。对已查

明户籍，但因原住址搬（拆）迁、原户籍注销、查找不到亲属或

亲属无能力接收等原因，受助人员不能正常返家的，流出地救助

管理机构要及时依规接收并给予临时照料，当地政府要予以妥善

安置。 

（三）明确市域各流入地政府责任。流入地政府要按照“先

安置、后落户”的原则，将超过 3个月仍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受

助人员优先安置到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安置地公安部门要

及时按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救助管理机构要及时与接收安置

单位办理移交手续。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保等部

门要加强相关政策衔接，对已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符合条件的，

及时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并协助其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各

县（市）、吉利区政府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社会福利院（社会福利

中心）、养老院、敬老院、精神病院等资源的基础上，新建或改

扩建安置场所，畅通安置渠道，满足安置需要。 

六、严格责任追究 

（一）明确对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追责情形。地方党委和政府

存在未及时研究解决救助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

件；未建立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机制且导致较多受助人员多次重

复流浪；未按规定对长期滞留人员予以妥善安置以及其他严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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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违纪违法情形，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 

（二）明确对相关部门的追责情形。民政和相关部门存在未

依规依法履行部门工作职责和监管责任；对发现的重大问题、突

发事件隐瞒不报；对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风险隐患没有及时督促整

改；对超出部门权限、本部门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未及时协调

相关部门履职或者未及时向党委和政府报告以及其他严重违规

违纪违法情形，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 

（三）明确对救助管理机构的追责情形。救助管理机构存在

拒绝为符合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服务；未按规定对受助

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未按规定为受助人员安排分区居住、提供管

理服务；对无法提供个人信息的受助人员，未在规定时限内发布

寻亲公告、报请公安机关采集 DNA、进行人像识别；对突发急

病的受助人员未及时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或送医救治；对于查明身

份的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及其他特殊困难

受助人员，未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安排接送返回；未按规定落

实消防安全、值班巡查等措施，导致发生火灾等安全责任事故；

未按规定条件和程序性要求开展托养工作；未按规定履行报告义

务以及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违法情形，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规

依纪依法严肃追责。 

（四）明确对托养机构的追责情形。托养机构存在以冻饿、

捆绑、殴打、关押等方式虐待受助人员；对突发急病的受助人员

未及时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或送医救治，对传染病人未采取有效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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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措施；未按照托养工作有关政策要求和托养协议提供救助服

务；未按规定履行报告义务以及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违法情形，并

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 

（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各县（市、区）要建立健全责任

追究机制，夯实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民政等相关部门监管责任、

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主体责任，对履职不力的有关人员视情

节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对涉嫌滥用职权、渎职、玩忽职守、

挪用特定款物、虐待受助人员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救助管理领域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民政部门与承担主要责任的职

能部门承担同样责任。 

七、强化社会参与和监督 

各县（市、区）要加大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政策宣传力度，

引导鼓励企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组织、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共

同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

社会专业力量参与专业救助服务。医疗机构、社会服务机构、救

助管理机构、托养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受助人员疑似遭受虐待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必须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告；社会公众发现上述情况的，鼓励其向有关部门举报。

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对救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民政部门和救

助管理机构对在发现报告、身份查询、救助帮扶等环节表现突出

的个人予以适当奖励，对表现突出的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可按国

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要建立完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或特邀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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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制度，每年 6 月 19 日，全市所有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都

要举办“开放日”活动，接受社会各界实地参观和监督。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实施意见要求和职责

分工，结合实际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附件：洛阳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名单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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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洛阳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王  军  市政府副市长 

副召集人：王淑霞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扶贫办主任 

巴永山  市民政局局长    

成    员：华卫军  市委政法委四级调研员 

郝  杰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 

刘  宝  市法院副院长 

蔡三军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许玉寒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梁晓丽  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生智  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 

任印强  市司法局副局长 

陈立群  市财政局副局长 

袁祖家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焦志勋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李海成  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化中心主任 

周松伟  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 

张  晓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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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成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刘洪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总监 

刘喜红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柴少勇  市扶贫办副主任 

万金龙  共青团洛阳市委副书记  

朱  丹  市妇联副主席 

张媛媛  市残联副理事长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付晓毅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

室同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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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市民政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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