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鼎府规 〔⒛21〕 2号

ZDFG2021002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鼎湖区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

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及市驻区各单

位:

《鼎湖区80岁 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办法》已经⒛21年 2

月 1日 八届呢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 民政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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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区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办法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肇庆市 80岁 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

试行办法>的通知》 (肇府办 〔⒛ 11〕 35号 )文件精神,推进我

区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努力实现
“
老有所养

”
目标,现制

定我区80周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政府津贴办法。

一、发放对象和标准

发放对象:鼎 湖区户籍,年满80周 岁以上 (含 80周 岁)的

农村、城镇高龄老人。发放标准:80至 89周 岁的老年人每人每

月 300元 ;90至 %周 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ω0元95至 ” 周岁

的老年人每人每月⒛OO元 ;100周 岁以上 (含 100周 岁 )老年

人每人每月 50OO元。每年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

高龄津贴自然增长机制,逐步适当提高发放标准。

二、申报程序

(一 )由 申请人 (或代理人 )向 户籍所在地村 (居 )委会提

出申请。申请人需提供下列证明和材料: (1)申 请人身份证、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2)1寸彩色相片 2张; (3) 《鼎湖区

80岁 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申请审批表》 (附件 1,一 式两份 )。

(二 )村 (居 )i委会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对符合高龄老人津贴申请条件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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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属地宣传栏进行为期 7天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经公示无

异议后,将申请人有关资料报所属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

核,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汇总名册

后报鼎湖区民政局。

(三 )已批准领取高龄老人津贴的老人,如达到⒛ 至舛 周

岁、%ˉ∞周岁或 100周 岁以上 (含 100周 岁 )发放标准的,需

重新填报《鼎湖区SO岁 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申请审批表》(附

亻4二 1)。

(四 )特殊情况。遇申请人因身体原因不能自行提出申请的,

可委托其直系亲属代理申请,提交申请资料及申请人的授权文字

证明。

三、发放办法

鼎湖区民政局对获得高龄老人津贴对象,从批准之日起的次

月,按月发放高龄老人津贴,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每月

25日 前将高龄老人津贴申请审批表及汇总表报鼎湖区民政局 ,

鼎湖区民政局对相关资料进行汇总审核审批后于次月 15日 前报

鼎湖区财政局申请资金,所需资金由鼎湖区财政局划拨到鼎湖区

民政局专户,再由鼎湖区民政局于每月 25日 前将津贴金通过社

会化发放到高龄老人的个人银行账户。

四、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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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发放:享受政府津贴的高龄老人因去世或户籍迁移出本

区的,其所在村 (居 )委会于每月 5日 前填报 《鼎湖区sO周 岁

以上高龄老人辞世 (户 籍迁移 )情况 (月 报 )》 (附件 2)上报

镇 (街道 ),经镇 (街道)审核后,填写 《鼎湖区终止领取高龄

老人政府津贴审批表 (月 报 )》 (附件 3),于每月 8日 前报鼎

湖区民政局,次月终止发放,确保高龄老人津贴依时精准发放。

定期排查:高龄津贴发放每半年实行 100%排查,重点排查

辖区内高龄老人已故、户籍迁移情况,村 (居 )委会、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 )应在每年 7月 31日 前完成上半年 100%排查 ,

次年 1月 31日 前完成下半年 100%排查,建立排查台账,对排查

存在以上情况的按终止发放程序终止,排查过程无法了解其状况

的经村(居 )委会公示 7天后仍无法确认的暂停发放高龄津贴金 ,

待确认后符合发放标准的予以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发放期间的

津贴金,排查完成后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将情况汇总形成

工作报表报鼎湖区民政局备案。

五、有关要求

(一 )高龄津贴所需资金由区财政预算安排,实行动态、专

账管理,确保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按时按标准划拨到高龄老人个人

银行帐户。

(二 )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要加强宣传,做好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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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和动态管理,主动服务,通知申请人或监护人申请高龄津贴 ,

落实工作责任制,确保让每一位符合高龄津贴城乡老人享受政府

福利,确保应发尽发,精准发放。

(三 )鼎 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必须提供年度生存认证

后的80周 岁以上高龄老人名单至鼎湖区民政局。

(四 )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分局必须每月 5日 前提供上月⒛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户籍迁移、注销的名单至鼎湖区民政局。

(五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挪用高龄老人政府津贴 ,

不得发生虚报行为。鼎湖区民政局定期或不定期会同财政、审计、

监察等有关部门对实施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六 )领取津贴高龄老人的家属必须及时如实反映基本状

况,高龄老人已故或户籍迁移必须在当月向村 (居 )委会或镇人

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告知,如有虚报、刻意隐瞒造成多发补贴 ,

除要退回已多领取的高龄津贴外,相 关信息记入有关部门建立的

诚信体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本办法由鼎湖鼎湖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七、本 《办法》自⒛21年 4月 15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肇庆市鼎湖区 80岁 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试行办法》 (肇鼎

府办 〔2012〕 35号 )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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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鼎湖区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申请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白底

一寸

相片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电话

赡养人姓名 电话

申请原因

申请人 现年 周岁,符合高龄津贴申领条件,现提出申领

高龄津贴。

代办人签名： 申请人签名：

与申请人关系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村（居）

委会意见

老人符合申

领高龄津贴条件，拟请办

理。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核意见

经核实， 老人

符合申领高龄津贴条件，拟予

办理。

经办人：

分管领导：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民政局

审批意见

同意 老人从 年 月起领取 县（市、区）

□80至 89周岁、□90至 94周岁、□95至 99周岁、□100周岁以上标准的高

龄津贴。每月发放高龄津贴金额共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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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鼎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辞世情况（户籍迁移）（月报）

第一联：居（村）委会存根

年 月， 居（村）委会共有 名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户籍迁移）

辞世，特此报告。

具体名单：

填报人： 年 月 日

鼎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辞世情况（户籍迁移）（月报）

第二联：乡镇（街道）存根

年 月， 居（村）委会共有 名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户籍迁移）

辞世，特此报告。

具体名单：

填报人： 居（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居（村）委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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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鼎湖区终止领取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审批表（月报）

注：本表一式两份，镇（街道）、区民政局各留存一份。

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

事 处 ）

审 核 意 见

经审核，从 年 月起终止 名老人高龄津贴的发放，其

中 80 至 89 周岁 名、90至 94周岁 名、95至 99 周岁 名、100

周岁以上 名，金额共 元。

具体名单：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区民 政 局

审 批 意 见

经核实，从 年 月起终止 镇（街道） 名老

人高龄津贴的发放，金额共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分管领导： 单位（盖章）：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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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