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新区民政局

滨海新区民政局要求养老机构细化防控措
施，提高防控等级，强化养老机构封闭式管理，
暂停接待家属探视和不必要人员进入。加强
日常防控，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内部控制、安全
管理和物资储备，内设医疗机构停止诊疗服
务。认真做好老年人节日返家服务保障工
作，对返家老年人建立台账，书面告知注意事
项，节后返院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无异常报
告，并在单间居住隔离14日。合理做好春节
期间工作人员调配工作，鼓励工作人员尽量
留在本地过年。加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疫情防控管理，春节期间不组织人员密集
活动，老人家食堂暂停堂食。积极组织开展员
工定期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做到重点人
员应检尽检、应接尽接。

和平区民政局

和平区民政局要求养老服务机构在详细
了解入住老人数量、疫情防控措施、工作人员
管控、日常生活品采购、消毒测温等封闭式管
理规定落实下功夫。做好智能监控养老机
构，确保封闭落实到位。工作人员上下班保
持“两点一线”，严禁接触外界人员并做好途
中个人防护。通过养老服务智能监控系统
24小时实时查看养老机构封闭管理情况，坚
决阻断传播途径。实行日报告制度，专人汇
总上报当日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及护理人员
身体状况，对上报的问题“即时上报、即时处
置”，每日卫生消毒覆盖所有活动场所。适
时调整老人食谱，做好物资储备工作。正规
渠道采购食品，落实粮油菜肉蛋奶等农副产
品储备供应，正常存放、科学使用。做好老人
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工作，指导养老机构协
助老人与家属进行视频或电话等形式沟通。
有序推进全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

河北区民政局

河北区民政局通过搭建“养老机构视频监
控平台”，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养老机构的远
程监管，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控各养老机构人
员出入情况，并与各院实时连线通话。同时，
平台还可以监控到各养老机构食堂以及院内
公共区域，配合区养老机构安全监管平台的
安全防控巡查功能，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掌握
各养老机构的安全自防自控情况，破解了封
闭管理期间无法进入养老机构检查的问题。

区民政局还利用远程会议系统召开养老机构
负责人会议，减少各院负责人流动聚集，要求
各养老机构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项
安全防范也不能放松，为院内老人营造安全、
健康的生活环境。

红桥区民政局

红桥区民政局构建以区、街、居民政力量
为主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三级联动”机制，重
点关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
全面了解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按照困难人员身
体状况、劳动能力、家庭情况和自救能力等具
体情况，分类分项建立台账，保障排查工作不留

盲区。做到“三个一次”：每天入户“探视一次”，
对处于危险紧急状态的困难群众采取提示预警
方式，提示街道和社区进行重点关注、监管。极
寒天气“提示一次”，统一印制《极寒天气温馨提
示》发放至特殊困难群众手中，提醒特殊困难群
众在极寒天气下要注意防寒保暖、用电暖气、燃
煤取暖的特殊困难群众要注意消防安全。春节
前向困难群众“问需一次”，要求各街道要组织
社区网格员通过走访、电话、微信联系等方式，
详细问询特殊困难群众有无生活上的需求，特
别是极寒天气下确保其过冬物资储备充足并为
他们补充防疫物资。严格落实好困境儿童春节
补贴发放工作，畅通救助渠道，加强电话值守，确
保每名困难群众求助有门。

西青区民政局

西青区民政局下发《西青区养老机构秋冬
季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西青区养老机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应急处置预案》，对全
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提出六点要求：一是实
行封闭管理，加强出入人员管控；二是强化
封闭管理期间服务保障，解决好院内老人日
常就医问题；三是做好人员、物资筹备，确保
防疫物资供应“不断档”；四是加强内部管
理，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做好员工、老
人心理疏导，安心过节；五是做好新入院人
员管理，严防输入性风险；六是落实应检尽

检，及时组织职工接种新冠疫苗，医养结合
机构要重点加强病患与老人隔离等内容。

东丽区民政局

东丽区民政局对儿童及其监护人开展疫
情防控宣传，在原有“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工作
基础上，通过网格员走访工作，持续加大摸底
排查力度，动态更新台账信息。加大对散居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
关注力度，各街道开展全方面入户走访。未
保中心联合社会组织，开展“把爱带回家”送温
暖活动，为33名困境儿童送去新年礼物“暖心
包”，对儿童及监护人遇到的成长问题给出解
决方案。

津南区民政局

津南区民政局充分发挥儿童督导员、儿
童主任、民政专干队伍作用，落实工作职责、
强化探访机制、坚持日报制度，对散居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家庭儿童进行电
话、微信、入户探访，并做好台账动态管理及
系统数据更新，做到有情况立即上报，严格
防范传染源进入困难儿童领域。鼓励全区儿
童主任、儿童督导员“非必要不离津”，同时
做好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要
求各街镇严格落实探访机制，积极组织提供
助医、送餐、代购和生活照料等服务，同时多
领域、多渠道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为我区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做好防疫
物资储备。

北辰区民政局

北辰区民政局关注特殊群体，全面落实“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工作要求。
各街道民政干部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动态监
测全区困境儿童、孤儿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
切实做到对弱势群体的照料服务，做到困难群
体“生活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护”。加大主动
发现力度，发挥三级网络群作用，定期开展排
查，公布救助热线电话，加强值班值守，确保求
助有门、受助及时。

蓟州区民政局

蓟州区民政局联合各街道、乡镇分别通
过电话、微信、入户等方式对辖区内困境儿
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和留守儿童进
行关爱工作，了解儿童的生活状态、家中供
热情况、疫情防护物资准备情况，并按时发
放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金，优化、简化新申请孤儿及困境儿童生
活补贴的审批程序。压实各街道儿童督导
员和儿童主任职责，入户了解辖区民政保障
儿童家庭居住情况、疫情防护物资情况。要
求采取电话形式对区域内困境家庭儿童、农
村留守儿童家庭疫情防控情况进行摸排，确
保出现问题早发现，帮助困难家庭及时协调
解决，对心理不安者要积极安抚，必要时给
予专业心理辅导。

养老机构实施封闭管理

市民政局要求各区民政局严格执行
民政部《零星散发区域养老机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南》，机构内老年人原则上
不外出，暂停来访咨询接待业务、志愿服
务和社会实践等活动，暂停接待外来人
员探视和不必要人员进入。回家返院老
年人和外地返院工作人员，无《指南》所
列禁止进入情形的，经核酸检测无异常
后才能返回养老机构。要全面落实工作
人员疫苗接种和定期核酸检测工作，加
强内部防控和日常健康监测，做到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每日上下午
做好全员体温监测。要坚持生活物品从
正规渠道采购、可追溯，并做好查验消
毒，肉类、水产等冷链冷冻食品要充分煮
熟后才能食用。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要
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
机构，严禁对外开展服务。

严格管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暂

停集聚性服务和活动，有老年人短期托养
资质的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服务
场所，要参照养老机构封闭管理，不具备封
闭管理条件的，要动员家属亲友把老人接
回家居住。老人家食堂要暂停堂食，可在
确保疫情防控安全情况下，提供预约外带、
送餐上门等服务。

深入落实关心关爱服务

一是做好居家特殊困难老年人关心关
爱服务，把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工
作纳入各区联防联控整体部署，充分发挥
基层组织和巡访联系人的作用，加强对子
女未能返乡回家的空巢、失能老年人，尤其
是农村留守老年人的摸底排查和家庭照料
服务，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各自工作职
责和属地责任，每天探视了解情况，全面掌
握辖区内空巢、失能、留守老年人信息，关
注健康状况，做好疫情防控，做好助医、助
餐、代购等生活照料服务。二是鼓励养老
机构结合节日特点组织好机构内小规模的
节日活动，加强老年人心理慰藉，加强工作
人员关心关爱，创造条件帮助老年人、工作
人员与家属亲人开展线上拜年问候，努力
帮助解决后顾之忧。

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准备

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部门、
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指导养老机构完
善《养老机构出现疫情后的应急处置预
案》，真正落实好“五有”措施（有疫情防控

指南或预案、有防控制度和责任人、有适
量物资储备、有属地卫生医疗指导、有隔
离场所和转运安排），加强防控应急演练，
根据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应急预案，进一
步明确分工职责，妥善处置矛盾纠纷，增
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确保
发现疫情，能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
速开展疫情处置。通知强调，各区民政
局、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养老服务领域疫
情防控工作的巡访和检查，既要督导机构
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也要督查机构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市民政局将持续对各区落
实会议精神和养老服务领域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情况开展明察暗访。

加大宣传增强保护意识

结合当前开展的“政策宣讲进村
（居）”等活动，采取电话、微信、大喇叭、明
白纸、入门入户等方式，加强《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引导儿童和监护人强化法
律意识，养成戴口罩、勤洗手等卫生习
惯，提醒孩子做到少聚集，防范交通事故、
冰雪天气等意外伤害，增强疫情防控和自
我保护意识。

强化摸底排查精准保障

要求各区民政部门积极争取党委、政
府支持，统筹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区
工作者、社区网格员等工作力量，通过电
话、微信等多种形式加强走访探视，对各村
（居）儿童生活保障和监护照料情况，特别
是对委托监护的儿童、社会散居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
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摸清底数，建档立卡，
动态更新。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关心关
爱和保障范围，做到精准保障，加大帮扶力
度，织密兜牢生活保障网。

加大关心关爱化解风险

针对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等困境儿童和父母不能回家的农村留
守儿童，广泛发挥儿童主任、社会组织和
志愿者的作用，利用寒假假期，开展心理
疏导和“把爱带回家”等送温暖活动，营
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良好氛围。各区民政部门特别是
涉农区民政部门要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
和应急处置有机结合，严密做好社会散
居孤儿、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疫情防
控，注重防范儿童受侵害等触及社会道
德底线的事件发生、补齐基层工作力量
薄弱、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等短板，强化风
险防控管理，狠抓强制报告机制落实，细
化各环节风险点防范手段，切实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
一
老
﹄

压实“四方”责任
织牢养老服务领域安全网

日前，市民政局对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系列部署，要求各区民政部门和市属福利机构始终绷紧
疫情防控之弦，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关键环节，按照落实“人”“物”同防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市、区两级民政部门高效联
动，坚决筑牢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线，守护民政“一老一小”服务对象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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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一老一小”织密疫情防控网
坚持底线思维 确保群众安全

全力守护孩子安全
各市属儿童福利机构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市民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领域冬春季疫
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要求各儿童福利机构坚决落实“五有措
施”，结合防控指南完善疫情防控措施、预案，加强封闭管理，配备不
少于1个月防疫物资，强化机构内人员防护、健康监测、区域消毒、隔
离管理等措施，细化完善儿童服务与防护工作，强化工作人员监管，
非必要不串门、不聚集、不离津、不返乡、不进京，抓实机构管理服务
工作，加强儿童冬春季流行性疾病和躯体综合疾病的预防用药，建立
就医绿色通道，内设医疗机构加强院感管理及空气消毒，严格终末消
毒，通过“人”“物”同防，闭环管理，为儿童福利机构的孩子筑起抵御
疫情的坚固围墙。

市儿童福利院

继续封闭管理，停止不必要社会接待,对工作人员及必须进院外来
人员落实防控指南“五必”措施，并查验“我的健康信息”，强化食品安全
和冷链食品疫情防控，相对固定日常采购及配送渠道，保证可溯源，严
格工作人员监管，落实请销假制度，开展个人承诺，停止购买中高风险
地区和境外发货产品，加强垃圾分类及医疗垃圾密封转运等工作。

SOS儿童村

制定疫情防控升级方案，自1月20日起实行全封闭管理，对
假期回村大学生、外来应急抢修等必须入村人群在落实防控指南
“五必”措施基础上，查验14天行程码、填表双重流调、着隔离衣、
穿戴鞋套手套、加强消毒等措施，对寒假教育活动及工作人员与妈
妈、阿姨、儿童在村内的必要会面设置固定地点，家庭之间走访转
为线上，细化防疫、生活物资采购、发放等要求。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强化封闭管理，深入学习民政部防控指南，依托属地卫生部
门给予防控措施指导，加强食品安全和儿童膳食营养，做好物资储
备，加强重点区域的消毒、通风等措施，全面保障儿童健康安全。

市救助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印发《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和
《所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出现本土确诊病例的儿童福利领域服务
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确保工作人员人手一册。积极争取
外援，与天津市西青区卫生监督管理所和河东建委取得联系，并针
对救助站工作特点予以专业指导。做好防疫物资的储备，应对突发
情况和日常需求。完善细化机构内管理措施，在受助人员生活区域
增设了防疫物资存储箱，对预设的隔离区域进行全面检查，完善应
急预案，一旦有疫情能迅速投入使用。为受助儿童提供足量的牛
奶、饼干、蛋糕等食物，加强膳食营养。加强对受助人员生活区的室
温监控，确保受助人员温暖过冬。全员定期参加核酸检测，一线工
作人员疫苗接种全覆盖。

服务到位 防护到位 保障到位
我市各区民政局认真落实疫情防控任务

﹃
一
小
﹄

突出精准保障
筑牢儿童福利领域防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