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南关区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责任科室 联系电话 部门地址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区级 街、乡

1

养老服务通

用政策

国家和地方

层面养老服
务相关法律

、法规、政

策文件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19〕5号）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2
养老服务扶
持政策措施

清单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长府

办发〔2018〕53号）（重新修
订）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3
养老机构投

资指南

●本区域养老机构投资环境简
介：各单位结合本辖区实际拟

制养老服务领域营商环境基本

情况介绍，并提供咨询联系方
式。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4
养老服务业

办理
养老机构备

案

●备案申请材料清单及样式

●备案流程
●办理部门：各县（市）区民

政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发

展）局。具备一张网政务审批
条件的由对外窗口统一接受并

初步审核举办者提交的备案材

料,暂不具备的由养老服务职能
科（处）室直接受理备案。

●办理时限、办理时间、地点
、咨询电话。（国家新《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正待出台，预

计对备案条件及方式进行相关
调整。省、市也将针对新管理

办法对备案工作进行调整完善

。因此，建议暂不公开养老机
构备案相关内容）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5

养老服务业

办理

养老服务扶
持补贴

●名称：民办养老机构综合运

营补贴
补贴依据：《关于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的实施意见》（长府办发〔
2018〕53号）

补贴对象、内容及标准、申请

条件、方式：
补贴申报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时
限、办理时间、地点、咨询电

。

●名称：困难老人入住机构补
贴

补贴依据：《关于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的实施意见》（长府办发〔

2018〕53号）
补贴对象、内容及标准、申请

条件、方式：

补贴申报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时

限、办理时间、地点、咨询电

话。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6 老年人补贴

●名称：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
补贴依据：《关于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的实施意见》（长府办发〔
2018〕53号）

补贴对象、内容及标准、申请

条件、方式：
补贴申报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时
限、办理时间、地点、咨询电

话：各单位按工作实际确定。

●名称：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
补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吉林省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补贴对象、内容及标准、申请

条件、方式：
补贴申报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时

限、办理时间、地点、咨询电
话。

●名称：贫困居家失能老人护

理补贴
补贴依据：《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吉政发〔2014〕

9号）

补贴对象、内容及标准、申请
条件、方式：

补贴申报材料:依据各单位现行

方式执行。
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时

限、办理时间、地点、咨询电
话。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7

养老服务行

业管理信息

养老机构备

案信息

●本行政区域已备案养老机构

备案数量、名称、机构地址、

床位数量等基本信息：按实际
情况制定基本信息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信息公开规定

每20个工作

人更新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8
养老服务扶

持补贴信息

●本行政区域各项养老服务扶

持补贴申请数量、审核通过数

量、审核通过名单及补贴金额
、补贴发放总金额。

养老服务扶持补贴政策、《信

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每20个工作

人更新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9

老年人补贴

申领和发放
信息

●本行政区域各项老年人补贴

申领数量、审核通过数量、审
核通过名单、补贴发放总金额

等内容，因涉及老人个人隐

私，建议按各单位现行办法，
仅将老人姓名、性别、年龄、

享受补贴类型等在街道（社
区）内告示板进行公示。

《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
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
知》各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

《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规定

每20个工作

人更新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10
养老机构评

估信息

●养老机构评估标准：养老机

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
T37276-2018）

●本行政区域养老机构评估事

项申请数量、评估总体结果、
评估机构清单：按本区域评估

实际制定评估情况表。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养
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GB/T3276-2018)、各地相

关评估政策、《信息公开条例
》及相关规定

制定或获取
评估结果之

日起10个工
作日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11

民政部门负

责的养老机

构行政处罚
信息

●行政处罚事项及标准：民政

部关于印发《养老服务市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
》的通知、《长春市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
联合惩戒办法、长春市自然人

守信联合激励 与失信联合惩戒

办法》
●行政处罚结果，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监督方式及电话：

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相关法规

信息公开规定

行政处罚决

定做出之日

起5个工作
日内

南关区民政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社会福利和

社会救助科
85281198

南关区民政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