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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
序号
单位

市残联

17

18

责任项目

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

月度排名

困难残疾人康复

目标任务：为 7040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为 924 名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
康复训练救助；
为 70 名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为 62 名残疾儿童适配辅助器具。
进展情况：为 13673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完成率 194.2%，发放补助资金 1367.3 万元；为 2430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
成率 230.1%。
涡阳：为 3789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完成率 236.8%，发放补助资金 378.9 万元；为 456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成率
181.7%。
蒙城：为 2733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完成率 170.8%，发放补助资金 273.3 万元；为 594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成率
236.7%。
利辛：为 4735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完成率 249.2%，发放补助资金 473.5 万元；为 536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成率
210.2%。
谯城：为 1983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完成率 107.2%，发放补助资金 198.3 万元；为 815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成率
272.6%。
高新区：为 433 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
完成率 481.1%，发放补助资金 43.3 万元。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养老服务和
智慧养老

目标任务：规范养老服务三级中心运营管理。支持家庭承担养老服务功能。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落实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开展
326 户居家适老化改造，鼓励家庭安装智能安防设备。建立老年人补贴制度，全面落实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高龄津贴覆盖率达
100%。对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补贴，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覆盖面不低于 55%。支持社会办养老机构发展，落实社会办
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和贷款贴息政策。提高养老服务智慧化水平。
进展情况：老年人高龄津贴累计发放 124426 人，累计发放金额 1418.3 万元，覆盖率 100%；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累计发放 40192 人，累计发放
金额 212.2 万元，覆盖率 56.2%；
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 326 户，
完成率 100%。
涡阳：老年人高龄津贴累计发放 31068 人，累计发放金额 502.2 万元，覆盖率 100%；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累计发放 13458 人，累计发放金额
351 万元，覆盖率 56.3%；
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 80 户，完成率 100%。
蒙城：老年人高龄津贴累计发放 27462 人，累计发放金额 211.4 万元，覆盖率 100%；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累计发放 4249 人，累计发放金额
593.2 万元，覆盖率 56.7%；
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 80 户，完成率 100%。
利辛：老年人高龄津贴累计发放 34327 人，累计发放金额 379.5 万元，覆盖率 100%；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累计发放 8427 人，累计发放金额
569.5 万元，覆盖率 56.5%；
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 80 户，完成率 100%。
谯城：老年人高龄津贴累计发放 31569 人，累计发放金额 325.2 万元，覆盖率 100%；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累计发放 14058 人，累计发放金额
598.5 万元，覆盖率 56.2%；
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 86 户，完成率 100%。

蒙城第一
涡阳第二
谯城第三
利辛第四

市民政局
市总工会
市医保局

目标任务：保障农村低保 216564 人，动态管理，应保尽保，有进有退，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供养对象 28256 人，动态管
理，应保尽保，应退尽退；保障 5163 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权益，动态监管，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生活无着人员社会得到及时救
助、应救尽救；对符合政策规定的 104280 名困难残疾人给予生活补贴，其中，一、二级 48997 名残疾人，三、四级 55283 名残疾人，补助标准分别
为每人每年 800 元、400 元；对 69286 名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给予护理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60 元，实行动态
管理，
应补尽补。
进展情况：实际保障农村低保 226989 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67478 万元；保障特困供养对象 27517 人，其中集中供养 6292 人、分散供养
21225 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5699 人，累计发放资金 4717.5 万元；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实际救助 679 人次，使用救助资金 396 万元；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实际救助 103499 人，
发放救助资金 4052.7 万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保障 68096 人，累计发放资金 3288.5 万元。
涡阳：实际保障农村低保 63806 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7767.2 万元；保障特困供养对象 7981 人，其中集中供养 1834 人、分散供养 6147 人；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1619 人，累计支出资金 1377 万元；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实际救助 120 人，使用救助资金 76.7 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 贴，实际救助 22525 人，
发放救助资金 912.5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保障 12633 人，累计发放资金 608.8 万元。
19.1 工帮扶工程（困难人员
蒙城：实际保障农村低保 45381 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4712 万元；保障特困供养对象 5247 人，其中集中供养 1431 人、分散供养 3816 人；孤
救助）
儿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1551 人，累计支出资金 1313.8 万元；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实际救助 110 人，使用救助资金 87.3 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实际救助 17465 人，
发放救助资金 712.8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保障 13699 人，累计发放资金 656.4 万元。
利辛：实际保障农村低保 67327 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9767.8 万元；保障特困供养对象 9335 人，其中集中供养 1967 人、分散供养 7368 人；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1324 人，累计支出资金 1016.3 万元；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实际救助 95 人，使用救助资金 123.6 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
实际救助 40478 人，
发放救助资金 1524.4 万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保障 22628 人，
累计发放资金 1109.1 万元。
谯城：实际保障农村低保 50475 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5231 万元；保障特困供养对象 4954 人，其中集中供养 1060 人、分散供养 3894 人；孤
儿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1205 人，累计支出资金 1010.5 万元；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实际救助 38 人，使用救助资金 2.5 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实际救助 21296 人，
发放救助资金 835.5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保障 16760 人，累计发放资金 800.2 万元。
高新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实际救助 1736 人，发放救助资金 67.6 万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保障 2376 人，累计发放资金 113.9 万元。
市本级：
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实际救助 316 人，
使用救助资金 105.9 万元。

农村低保：
蒙城第一
利辛第二
谯城第三
涡阳第四
特困供养对象
保障：
谯城第一
涡阳第二
利辛第三
蒙城第四
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
涡阳第一
蒙城第二
利辛第三
谯城第四
生活无着人员
社会救助：
涡阳第一
利辛第二
谯城第三
蒙城第四
困难残疾人生
活和护理补贴：
蒙城第一
利辛第二
涡阳第三
谯城第四

目标任务：为 25 户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为 150 户困难职工子女提供助学救助，为 160 户符合条件的患病职工提供医疗救助，推动困难职
工家庭解困脱困。
进展情况：
提供生活救助33人，
发放资金19.7万元；
子女助学198人，
发放资金115.6万元；
医疗救助162人，
发放资金200.7万元。
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
19.2
涡阳：
提供生活救助 12 人，
发放资金 7 万元；
子女助学 67 人，
发放资金 38.8 万元；
医疗救助 47 人，
发放资金 65.1 万元。
工帮扶（困难职工帮扶）
蒙城：
提供生活救助 10 人，
发放资金 6.3 万元；子女助学 50 人，发放资金 30 万元；
医疗救助 60 人，
发放资金 71.6 万元。
利辛：
提供生活救助 6 人，发放资金 3.7 万元；
子女助学 51 人，
发放资金 29.8 万元；医疗救助 30 人，发放资金 42.9 万元。
谯城：
提供生活救助 5 人，发放资金 2.8 万元；子女助学 30 人，发放资金 17.1 万元；医疗救助 25 人，发放资金 21.1 万元。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目标任务：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全覆盖，其中对特困人员实行全额资助，其他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实行定额资助。住院救助和门诊救助
应救尽救，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
进展情况：
资助困难群众参保 37.4 万人，资助金额 9466.1 万元，
直接救助 30.1 万人，救助金额 17381.5 万元。
19.3 工帮扶工程（城乡医疗
涡阳：
资助困难群众参保 9.3 万人，
资助金额 2342.6 万元，
直接救助 9.5 万人，
救助金额 4736 万元。
救助）
蒙城：
资助困难群众参保 6.6 万人，
资助金额 1675.2 万元，
直接救助 6.2 万人，
救助金额 2555.6 万元。
利辛：
资助困难群众参保 15 万人，资助金额 3792.3 万元，
直接救助 8.5 万人，
救助金额 4747.5 万元。
谯城：
资助困难群众参保 6.6 万人，
资助金额 1656.1 万元，直接救助 5.9 万人，救助金额 4462.7 万元。

谯城第一
蒙城第一
利辛第三
涡阳第四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目标任务：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 95%以上；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政策，进一步提
高筹资标准；新增筹资主要用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稳定在 70%左右；普通门诊政策内报销比例不低于
50%；
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落地惠民；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进展情况：参保 565.3 万人，参保率 102.6%，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507561.8 万元，基本医保基金累计支付金额 275511.6 万元，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 73.6%。
涡阳：参保 143.7 万人，参保率 103.7%，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128131.2 万元，基本医保基金累计支付金额 68680.4 万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 72.2%。
蒙城：参保 127.6 万人，参保率 107%，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120456 万元，基本医保基金累计支付金额 67325.8 万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 75.7%。
利辛：参保 147.9 万人，参保率 99.6%，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123393.7 万元，基本医保基金累计支付金额 65617.5 万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 70.7%。
谯城：参保 146.1 万人，参保率 100.7%，参保人员医疗总费用 135580.9 万元，基本医保基金累计支付金额 73888 万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 75.5%。

利辛第一
涡阳第一
谯城第三
蒙城第四

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

目标任务：实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理有效衔接。大病保险制度覆盖全体参保居民，稳步提高大病保险筹
资水平、保障待遇，确保不低于上年度实际标准（合规费用报销比例不低于 60%），显著减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实行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
保险业务，推进大病保险“一站式”
即时结算。
进展情况：大病保险待遇享受 154644 人次，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 64865.9 万元，大病保险基金累计支付 40026.5 万元，合规费用报
销比例 61.7%。
涡阳：
大病保险待遇享受34072人次，
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17134.9万元，
大病保险基金累计支付10551.1万元，
合规费用报销比例61.6%。
蒙城：
大病保险待遇享受44889人次，
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16810.5万元，
大病保险基金累计支付10378.2万元，
合规费用报销比例61.7%。
利辛：
大病保险待遇享受34806人次，
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14486.1万元，
大病保险基金累计支付8934.7万元，
合规费用报销比例61.7%。
谯城：
大病保险待遇享受40877人次，
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16434.4万元，
大病保险基金累计支付10162.4万元，
合规费用报销比例61.8%。

谯城第一
蒙城第二
利辛第三
涡阳第四

20

21

22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市人社局
23

就业创业促进
工程

目标任务：
当年缴费人数达 198.96 万人，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人员养老金发放率达 100%。
进展情况：
实际缴费 220.4 万人，
完成率 110.8%；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发放 77.2 万人，
发放率 100%。
涡阳：
实际缴费 54.4 万人，完成率 108.2%；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发放 18.7 万人，发放率 100%。
蒙城：
实际缴费 57.6 万人，完成率 119.3%；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发放 16.7 万人，发放率 100%。
利辛：
实际缴费 53.3 万人，完成率 108.3%；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发放 20.7 万人，发放率 100%。
谯城：
实际缴费 55.1 万人，完成率 107.6%；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发放 21.2 万人，发放率 100%。
目标任务：开发 2200 个公益性岗位，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强化就业服务对接，为各类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托底，并按规定落实相关补贴
政策；组织 1306 名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其他 16-24 岁失业青年，参加 3-12 个月的就业见习，并按规定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做好毕
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校园招聘会补贴发放工作，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前实现就业。
进展情况：
2200 个公益性岗位完成 2602 个，完成率 118%；开发就业见习岗位 1795 个，
完成率 137.4%。
涡阳：
550 个公益性岗位开发完成 550 个，
完成率 100%；
326 个就业见习完成 475 个，
完成率 145.7%。
蒙城：
550 个公益性岗位开发完成 803 个，
完成率 146%；
326 个就业见习完成 409 个，
完成率 125.5%。
利辛：
550 个公益性岗位开发完成 619 个，
完成率 111.5%；326 个就业见习完成 431 个，完成率 132.2%。
谯城：
550 个公益性岗位开发完成 630 个，
完成率 114.6%；328 个就业见习完成 480 个，完成率 146.3%。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下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