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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1 年预算安排市本级社会福利事业资金 1438.95 万元，结合

我市实际情况，将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主要用于养老服务政策和工作成

效宣传，医养结合补充保险，养老服务评估，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补助，居家养老服务运营补助，民办福利机构市级补助，老年人能力

评估体系运作，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项目，高龄老人补（津）

贴补助，农村留守儿童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收养寄养能力

评估及公告、慈善公益活动、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核查等，均严格按

照资金使用用途和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1 年预算安排市本级社会福利事业资金 1438.95 万元，截止

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1294.24 万元，预算执行率 89.94%。

其中： 

（一）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费 

1.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项目。一是市本级财政预算实际

下达 9.9 万元，实际支出 8.68万元。市民政局安排 4 万元开展 2020

年度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服务评估项目，对 7 个县（市、区）

实施情况分别进行项目评估，项目已完成，实际支出 4万元；市民政

局安排 4.68 万元开展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项目宣传工作，

支持“平安通”项目扩容扩面，让更多社会老年人和老年人家属了解

“平安通”服务项目和作用，项目已完成，实际支出 4.68 万元。二

是下达 440.3万元补助各县（市、区）开展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

通”项目，其中蓬江区 94.3 万元；江海区 47.9 万元；新会区 85.1

万元；台山市 51.7 万元；开平市 54.8 万元；鹤山市 54.8 万元；恩



平市 51.7 万元。实际支出 354.59 万元，其中蓬江区 94.3 万元；江

海区 47.9 万元；新会区 59.5 万元；台山市 27 万元；开平市 53.1

万元；鹤山市 54.8 万元；恩平市 17.99万元。 

2.下达 268万元补助新会区高龄老人补（津）贴发放，实际支出

268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月，新会区当月发放 22516 人，累计发放

高龄津贴 1131.5万元。 

    3.下达 140万元补助各县（市、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经费，其

中蓬江区 7.5 万元；江海区 7 万元；新会区 35.5 万元；台山市 47

万元；开平市 20 万元；鹤山市 13 万元；恩平市 10 万元。实际支出

131.5 万元，其中蓬江区 7.5 万元；江海区 7 万元；新会区 35.5 万

元；台山市 47 万元；开平市 16 万元；鹤山市 9.5 万元；恩平市 9

万元。 

    4.下达 100 万元用于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助，其中蓬江区

25 万元；江海区 25 万元；新会区 25 万元；鹤山市 25 万元。实际支

出 100万元，其中蓬江区下拨杜阮镇 8 万元用于支持杜阮镇北芦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建设改造，下拨 17 万元用于支持荷塘镇高村居家养老

服务站建设，实际支出 25万元；江海区下拨礼乐街道 25万元用于敬

和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实际支出 25万元；新会区下拨崖门镇 25

万元用于崖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1、2、3 号楼修缮改造，实际支出

25 万元；鹤山市下拨共和镇 25万元用于建设共和镇长者食堂，实际

支出 25万元。 

    5.下达 81.2 万元用于医养结合补充保险补助，市财政对蓬江、

江海、新会、鹤山按 2:8 比例分担，对台山、开平、恩平按 3:7比例

分担，合计资助 18067人，实际支出 73.52 万元。其中蓬江区政府资



助 346 人，实际支出 1.04 万元，江海区政府资助 215 人，实际支出

0.65 万元，新会区政府资助 2676 人，实际支出 8.03 万元，台山市

政府资助 6598人，实际支出 29.69 万元，开平市政府资助 2954人，

实际支出 13.29万元，鹤山市政府资助 1951人，实际支出 5.85 万元，

恩平市政府资助 3327人，实际支出 14.97 万元。 

    （6）下达 60 万元江门市市区民办福利机构市级补助资金，其中

蓬江区 38.07万元，新会区 21.93 万元，实际支出 44.05 万元。其中

蓬江区对幸福四季家园养老中心新增床位补助，新增床位 240张，实

际支出 38.07万元，新会区对星光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康怡颐养院，

颐和养老院 3家养老机构运营补助，实际支出 5.98 万元，结余 15.95

万元机构未申请运营补助，未支出。 

（7）市本级安排 36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评估工作，实际支出 35.44

万元。一是开展江门市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管理和评估指导项目，起草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评估实施指南》 ，实际支出 28.716 万元；二是

开展养老机构服务培训，实际支出 6.72万元。 

（8）市本级安排 25 万元用于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运作，完善已

建立的统一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优化评估流程，完善评估标准等，

实际支出 20.83万元。 

    （9）市本级安排 4 万元用于养老服务政策和工作成效宣传，实

际支出 4 万元。用于养老服务宣传资料制作，制作《江门市养老机构

名录》（简繁体）和设计“时间银行”标识；新侨都酒店户外高清幕

墙 LED发布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业务宣传短片等项目。 

（10）市本级安排 11.75 万元用于养老政策研究及发展规划编制

经费，实际支出 11.75万元。 



(11)市本级安排市福利院养老工作经费 116 万元，实际支出

117.4 万元。其中，养老呼叫系统转移项目 70 万、康复楼电梯购臵

项目 37 万，养老机构责任保险 9 万。江门市社会福利院养老呼叫系

统第一期安装预算资金为 70 万，在 2021年 12月已经完工完成验收。

江门市社会福利院康复楼电梯购臵预算资金为 37 万元，实际支出

38.50万元，其中其他资金支付 1.5 万元，2021年年底已经完工并验

收使用。养老机构责任保险预算资金为 9 万元，在 2021 年 4 月已经

支付 8.64万元。 

（二）儿童福利经费 

    1.市本级安排 45 万元用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

障，实际支出 45万元。一是 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障服务项目末期款项，实际支出 2.52万元；二是开展 2021年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服务项目，实际支出 21.28 万

元；三是开展儿童福利机构规划化信息化建设项目，实际支出 17 万

元；四是儿童福利业务宣传资料制作项目，制作儿童福利业务宣传片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资料，实际支出 4.2万元。 

    2.市本级安排 3 万元用于收养寄养能力评估及公告，实际支出

1.75 万元。一是委托第三方开展收养寄养评估项目，实际支出 1.6

万元，二是委托江门日报登报寻找弃婴父母公告，实际支出 0.15 万

元。 

3.市本级安排市福利院孤残儿童就医、就读专项资金预算资金为

31 万元，实际支付 15 元元，用于福利院孤儿的就医和就读方面使用，

结余 16万由财政收回统筹使用。 

（三）慈善工作经费 



市本级安排慈善公益活动（含“扶贫济困日”活动）经费 45 万

元、江门市慈善活动总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经费 9 万元。主要用于

开展慈善活动，保障慈善工作日常办，公制作慈善宣传片、慈善年刊

等，实际共支出 54 万元。 

（四）残疾人工作经费 

市本级安排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核查 10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核

查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落实情况，实际支出 9.9万元。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分析。 

1.完成数量指标。 

（1）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项目，通过大数据、大平台、

大服务保障兜底服务对象居家生命安全，累计服务全市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低保以及高龄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共 2.84 万人，2021

年，累计协助长者及其家属化解紧急危机 436宗，气象灾害天气期间

提供排查和预警服务，并做好临时救助和保障服务共计约 6万人次，

提供包括情感慰藉、生活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代办服务、就餐送餐

对接等服务近 31万人次，开展了 91 场次专项活动，服务特殊困难老

人超过 5000 人次。资助全市易返贫致贫人口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低收入家庭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共四类人员老年人 18067人购买

医养结合补充保险“邑康保”，持续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

展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项目，改善老年人与残疾人的居家生

活，增强老年人社会归属感。资助就医、就读孤儿 7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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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定点核查+入户+电话访问”形式抽查共 2500 名全市领

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员。 

（3）开展“慈善筑迹-江门市困难家庭家居改善项目”，委托江

门市慈善会联合相关社工机构开展“慈善筑迹-江门市困难家庭家居

改善项目”，为近 265 户困难家庭提供家居改善服务;制作约 600 个

慈善纪念品，约 1000本慈善杂志。 

2 完成质量指标。 

制作《江门市养老机构名录》（简繁体），户外发布养老服务和

儿童福利业务宣传短片等方式，加强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政策宣传引

导；通过上门探访、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等方式开展关爱帮扶留守和

困境儿童，指导帮助监护人妥善照料儿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加强

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有效减少安全隐

患，改善入住福利院的老人和小孩的居住环境，保障了孤残儿童的教

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 



（二）效果指标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安通”项目，通过大数

据、大平台、大服务保障兜底服务对象居家生命安全，改善老年人与

残疾人的居家生活；开展江门市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管理和评估指导，

提升江门市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管理水平，切实保障服务对象和工作人

员健康生命安全；通过上门探访、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等方式开展关

爱帮扶留守和困境儿童，加强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 改善和保障入住福利院的老人和小孩以及工作人员的

安全、教育和救治，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 在 2021 年我市各级红十

字会、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共接收捐赠善款折合人民币超 2.9亿元，

为慈善工作在助力扶贫济困、乡村振兴中创造更多社会价值提供有力

保障。 

2.可持续影响指标：有力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未成

年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为我市养老服务和儿

童福利项目发展提质增效。 

四、项目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一是加强政策保障，先后出台《江门市居家养老助残服务

“平安通”项目提升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江门市民办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实施细则》、《市区民办福利机构市级扶持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江门市国家级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等方案，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加强监督指导，

将资金的使用管理纳入日常的业务检查，督促项目使用单位按照资金

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等规定实施项目，专款专用。三是实时

掌握项目实施情况，要求各县（市、区）及时报送资金的分配情况，



并每月报送资金使用进度。 

（二）建立市、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在全省率先

出台方案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保障未成年人

权益。全市建有儿童福利机构 6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站点 8个，鹤

山市全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能力建设试点顺利通过验收。乡（镇）

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配备实现全覆盖，基本建成“市-县-

镇-村”四级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荣获“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是广东 6 个获评“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的单位之一，是全省

唯一获评此项荣誉的地市级民政部门。 

（三）慈善公益活动由江门市慈善活动总指挥部统筹，江门市慈

善活动总指挥部办公室具体负责，充分发挥政府的平台作用，通过举

办系列宣传活动，利用慈善年刊、慈善画册、慈善展览、慈善视频等

多形式、多渠道、广宣传，进一步推动我市“大慈善”工作进程，凝

聚多方社会慈善力量，积极发挥慈善事业对政府救助的补充性作用。 

（四）核查 2021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落实情况，一是以

电话、入户等形式核查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情况，包括补贴是否按时

按标准发放到位、发放对象是否符合条件、是否存在多发漏发情况等；

二是抽查各市、区 2021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复核情况，以及资格

复核宣传工作落实情况；三是核查各市、区是否存在未及时通过“广

东省残疾人两 项补贴管理系统”和“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

受理残 疾人两项补贴申请的情况；四是对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对象

进行满意度调查。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财政结算流程时间长，资金支付进度较慢。 

2.部分项目建设时间跨度长，资金管理未够精细化。 

3.受人员因素等客观原因限制，项目资金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改进措施或有关建议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按照“谁分配、谁使用、谁负责”和“谁

分配、谁管理、谁督查”原则，共同督促资金使用单位进行整改、完

善。 

2.强化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确保各专项资金使用合

法合规、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拨付资金支出进度，确保专项资金及时

发挥效益。 

3.加强抽查督促，对资金使用相关单位进行重点抽查，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各项监管制度。 

六、项目自评结论及得分 

该专项资金使用用途明确，程序清晰，做到事前有预算，过程有

记录，事后有评价，年度有考评。项目已完成预定绩效目标，起到了

较好的社会效应，自评 9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