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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启动适度普惠型儿
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 � 为全面建立与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相符合、与儿童生存
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适度普惠
型儿童福利制度，民政部决定在
江苏省昆山市、 浙江省海宁市、
河南省洛宁县、广东省深圳市等
地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
度建设试点工作。 6 月 19 日，民
政部就有关事项发出通知。

7 月 10 日，民政部在浙江省
海宁市召开全国适度普惠型儿童
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
进一步落实李立国部长“要抓好
试点，取得实效，及时推广”的批
示精神，全面部署试点工作。

据了解，开展适度普惠型儿
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目
的，是先行先试，摸索路子，取得
经验，推广实施。 适度普惠型儿
童福利制度总体要遵循“适度普
惠、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分
区域”的理念，按照“分层推进、
分类立标、分地立制、分标施保”
的原则和要求，立足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紧紧围绕儿童生存
发展需要、适应社会福利制度的
整体发展，全面安排和设计儿童
福利制度。“适度普惠型”是指逐
步建立覆盖全体儿童的普惠福
利制度。

会上，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保障各类儿童基本生活是适
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主要
任务。 各地一方面要在对儿童尤

其是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
儿童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为这些
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对于残
疾儿童和重病儿童，在补贴基本
生活费的基础上还要发放医疗
康复补贴。 另一方面，要着力健
全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同时，会议要求各试点省份
要充分利用现有儿童福利机构
资源，自上而下建立工作站、点，
形成完备的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一是要依托地、市和县级福利机
构建立儿童福利服务指导中心，
主要职能是：建立涵盖全体儿童
的信息数据库；负责各类儿童津
贴的申请受理和审批；指导儿童
福利服务工作站开展工作；设立
儿童福利热线协调解决社会反
映的各类问题；为有就业需求的
孤儿；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
组织就业培训等。 二是要在街
道、乡镇一级设立儿童福利服务
工作站，承担汇总儿童福利督导
员上报的儿童基本信息、负责各

类儿童津贴的申请受理并上报
儿童福利服务指导中心、定期对
儿童福利督导员进行培训等职
能。三是在居委会、村委会设立 1
名专职儿童福利督导员，承担收
集儿童基本信息、 宣传政策、帮
助儿童及其家庭申请有关福利
津贴、家庭巡访和指导等职能。

会议最后强调，处在试点一
线的四个市、县，要敢于探索、勇
于创新、善于总结。 要从促进儿
童全面发展、提高儿童生活幸福
指数、 解决代际贫困传递的角
度， 思考和设计儿童福利制度。
要把政策创制作为试点工作的
着力点，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加强调查研究，科学搞好
数据采集和分析，摸索出管用的
儿童福利政策和制度。 要有强烈
的典型示范意识，及时把好的做
法总结为实在的经验，为全国其
他省市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
利制度建设摸索出模式，探索出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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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149,065.84

本年度总支出 5,692,799.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000,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4,651.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1.3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6%

� � 本基金会 2012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56,744,324.76 51,804,966.85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54,594,324.76 48,654,966.8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02,147.5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56,922,472.26 51,804,966.85

资产总计 56,922,472.26 51,804,966.8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6,922,472.26 51,804,966.85

无形资产 76,00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6,922,472.26 51,804,966.8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75,293.59 0.00 575,293.59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5,692,799.00 0.00 5,692,799.00

（ 一）业务活动成本 5,000,000.00 0.00 5,000,000.00

（ 二）管理费用 14,651.50 0.00 14,651.50

（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 四）其他费用 678,147.50 0.00 678,147.5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117,505.41 0.00 -5,117,505.4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马俊岩 范凯声 周建平

“分层次”，是将儿童群体分
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
童、普通儿童四个层次。

“分区域”，是指全国划分为
东、中、西部，因地制宜制定适应
本地区特点的儿童补贴制度。

“分标准 ”，是指对不同类

型的儿童 ， 分不同标准予以福
利保障 。“分层推进 、分类立标 、
分地立制 、分标施保 ”就是要分
不 同 的 地 区 因 地 制 宜 建 立 制
度 ，分不同的层面逐步推进 ，分
不同的儿童类别按照不同的标
准实施保障 。

� � 7 月 10 日，首届中国儿童
大病救助论坛在京召开，此次
论坛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联合主
办，旨在系统研究中国儿童大
病救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交流和分享开展大病救助工
作的经验，探讨政府与慈善组
织合作开展儿童大病救助的
新机制。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基层卫生司司长杨青介绍，
国家的医保体系渐趋完善。 他
以农村儿童利用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障制度为例做了阐述：
到 2013 年 3 月，全国参合农民
已超过 8 亿，参合率高达 99%。
报销比例从最初的 35%提高到
75%,最高支付限额已经达到不
低于 8 万元。

针对重大疾病的个人支付
部分，杨青表示，计划从新农合
基金中拿出 15 到 30 元钱，为
其购买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据
悉， 该做法已经在我国部分地
区展开试点。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
刘喜堂认为， 在国家逐步加大
对重大疾病的关注度并提高保
障水平背景下， 公益组织应发
挥利用社会资源与提供细致专
业服务的优势， 广泛开展民间
儿童大病救助工作。

由中国红基会和中国公益

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
大病救助现状与慈善组织参与
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 年，70
多家慈善组织开展了 130 多个
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覆盖了 10
多种儿童重大疾病， 对数万名
患儿实施了救助。

刘喜堂强调， 建立儿童大
病救助综合协作机制迫在眉
睫。 他说：“民政部门最大的优
势是通过我们的行政程序，通
过我们对居民家庭经济的一个
相对准确的调查， 知道谁是穷
人，谁是需要救助的对象。我希
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平台， 使我
们救助的需求和救助资源实现
一个有效对接。 ”

对此，北师大中国公益研
究院副院长高华俊表示赞同。
高华俊介绍，以社会捐款作为
指标，作为政府机构代表的民
政部门和社会公益慈善组织
接受捐赠款规模的对比关系，
已经从 2004 年的五五开演变
到二八开，社会捐助越来越得
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他建议：

“慈善组织儿童大病救助工作
的灵活多样性，使其成为我国
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工作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 未来可加入
对脑瘫儿童这类救助需求人
数多、救助资金少的救助类项
目的投入，在资金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增加对恶性肿瘤等重
症贫困患儿的救助力度。 ”

首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召开
医保体系渐趋完善
公益组织应发挥服务优势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