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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14 家 APP 接入公安部“团圆”系统 2.0
儿童失踪信息覆盖更多平台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上午，公
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
台“团圆”系统 2.0 版上线启动仪
式在北京举行，14 家 APP 接入
系统。

启动仪式上，国务院反拐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公安部
刑事侦查局局长杨东介绍了平
台上线以来的情况，公安部刑事
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锋展示
了“团圆”系统 2.0 的功能。李咏、
黄晓明被聘为第二批“中国反拐
义务宣传员”， 并与首批宣传员
沙溢一起表示了对打拐工作的
支持。

平台发布失踪信息 286 条
找回比例 90.91%

据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
局局长杨东介绍，公安部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 6 个
月以来， 共发布失踪儿童信息
286 条，找回儿童 260 名，找回儿
童比例达到 90.91%。

其中解救被拐卖儿童 18
名、离家出走儿童 152 名、迷路
走失儿童 27 名、 不幸溺亡儿童
32 名、不幸遇害儿童 20 名、其他
原因(如绑架、家庭矛盾等)儿童
11 名。对于网友反映的儿童失踪
线索，平台第一时间通知涉案地
打拐民警核查， 确属失踪的，积
极督促涉案地警方发布信息，尽
快找回儿童； 失踪儿童找回的，
将失踪原因及找回情况即时反

馈给网友和广大群众；属于不实
谣言的，即时辟谣，形成了与网
友的良性互动。

平台启用半年来，通过高德
地图共推送儿童失踪和结案信
息计 29 亿人次， 覆盖移动设备
约 4.2 亿台。

启动仪式上，国务院反拐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公安部
刑事侦查局局长杨东授予黄晓
明、李咏等文艺明星成为第二批

“中国反拐义务宣传员”。 首批
“中国反拐义务宣传员” 之一沙
溢也参加了启动仪式，并分享了
作为父母支持反拐工作的心得。

作为两个孩子爸爸的沙溢
表示要尽力做好反拐宣传，希
望所有的家庭都能像他的家庭
一样团圆幸福。 即将升级当爸
爸的黄晓明表示很能感受为人
父母的心情， 希望通过大家共
同努力， 最大限度地帮助走失
的孩子。

14 家 APP 接入“团圆”2.0
总有一款在你手上

本次全新上线的“团圆”系统
2.0 版最大的变化是接入了更多
的超级 APP， 除一期已经接入的
新浪微博、高德地图，二期新接入
了支付宝、手机淘宝、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百度地图、百度搜索、
腾讯 QQ、360手机卫士、 滴滴出
行、UC浏览器、UC 头条、YunOS
操作系统等。 各大互联网公司齐
心协力，支持全民反拐。

这么多 APP， 总有一款在
你的手机上，“团圆” 系统 2.0
几乎可以实现全国移动用户完
全覆盖。

普通公众参与的方式也非
常简单，只要关注“公安部儿童
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微或
开启接入平台的 APP 消息推送，
就能及时获取警方权威发布的
儿童失踪信息。

当收到“公安部儿童失踪信
息紧急发布平台” 发布的信息
时，民众可以积极转发给周边的
亲朋好友，并根据手机推送的儿
童照片和体貌特征，主动留意周
边有没有失踪儿童和犯罪嫌疑
人的行踪。

如果发现孩子独自一人，立
即拍照取证， 报警并留在现场，
直到警方到来。 如果孩子与可疑
人员一起，也立即拍照取证并报
警，如果他们没有移动，在旁边
悄悄守候，直到警方到来。 如果

可疑人员带孩子移动，确保自身
安全前提下悄悄跟随，并实时向
警方通报可疑人员所处位置，协
助警方快速达到现场。 如果身边
有儿童失踪或被拐，请第一时间
拨打 110! 警方确认后会立刻在

“团圆”系统中发布，发动社会力
量，提供宝贵线索。

“团圆”系统内部如何运作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
主任陈建锋介绍了“团圆”系统
2.0 的运作模式。 团圆系统用于
全国一线打拐民警即时上报各
地儿童失踪信息，并能通过移动
应用实时向周边群众推送，目前
公安部、省、市、县四级共 6000
余名打拐民警有平台发布权限。

二期系统功能进行了改善，
扩大了发布渠道。 当某地有儿童
走失，群众报案，公安机关受理
后，立即启动快速查找机制。 如

确认有必要向公众发布信息，发
动群众寻找，则通过“团圆”系统
发布。

“团圆”系统的技术方面，由
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专门成立
的“团圆”公益项目技术团队提
供支持。 该团队基于钉钉为全国
打拐民警开发了一套警务协同
程序，并能通过开放平台接入公
安部认可的移动应用。

根据公安部要求， 接入的
APP 可将儿童失踪信息和结案
说明，按既定规则推送给自己的
用户。 距离孩子丢失时间 1 小时
内， 发送以孩子丢失为中心，覆
盖半径 100 公里的范围；2 小时
内， 覆盖半径 200 公里；3 小时
内，覆盖半径 300 公里；3 小时以
上的，覆盖半径 500 公里。 另外，
根据要求，结案说明必须做到精
准推送，当孩子找回时，能够让
曾经收到失踪信息的群众第一
时间放心。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成立
11 月 19 日， 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在大会
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京宣读了成立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的批复以
及总干事的任命决定。

医务社会工作是指综合运
用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
法，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机构
和社区提供专业医务社会服务，
帮助其舒缓、解决和预防医务社
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的
职业活动。

与医师和护士不同，他们为

患者提供的是“非医学诊断和非
临床治疗”；“他们是医师的助
手，护士的伙伴，患者与家属的
朋友，家庭的保护人，社区的组
织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
者”。

医务社会工作的存在改变
了之前医院单纯的治疗“身体疾
病”的模式，让患者在医院能够
得到身心各方面的照顾。 医务社
会工作是现代卫生系统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专业技术人员。 医
院是否设立医院社会服务部或
社会工作部等机构， 已成为衡
量、检验、评价医疗服务质量与

现代化程度不可缺少的重要指
标之一。

目前，我国卫生人力资源构
成相对单一，主要由医生、药剂
师、护士、技辅人员四类组成，社
会工作者和医务社会工作者尚
未正式成为卫生人力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且难以进入医疗机
构。 医务社会工作在许多国家和
地区被社会和行业认可，在我国
要建立医务社会工作制度与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需要
密切相关：

第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卫
生服务的改变需要医务社会工
作。

第二，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改
革需要医务社会工作。 医务社会
工作是在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
构建多层次医疗社会问题的处
理机制，是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
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现代医患关系发展趋
势呼唤医务社会工作。 医患之间
的误解常常发生并演化发展成
医患纠纷，医患关系的总体形势
是异常严峻的。 为消除误解和化
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必须开
展医务社会工作。

第四，社区（公共）医疗卫生建

设要求有医务社会工作的介入。
正是为了推进医务社会工

作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8 月 29 日召开会长办公会，批准
在原医务社工联盟基础上设立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受
到了医务社工相关各界的关注，
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公立
医院、医疗机构以及专业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等单位的 100 余人
参加了成立大会。

会议还宣读了委员会的理
事名单，选举通过了常务理事名
单，副主任、主任、专家委员会名
单， 一致通过了委员会管理办
法，并聘任原国家卫生部医政司
司长于宗河、原中国社工协会常
务副会长杨建昌为委员会名誉
主任。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
黄胜伟、卫计委法制司副司长陈
宁姗对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
会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
和建议。

原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司长、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于宗河，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副会长、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

员会主任刘良玉针对医务社工
专委会的具体工作，以及医院如
何建设、 发展医务社会工作部，
如何借助医务社会工作推动医
院公益品牌建设等提出了要求。

会议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总干事
解栩楠主持。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中国康复研
究中心、河南省胸科医院、北京大
学、 中华女子学院， 以及来自香
港、台湾地区的专家、代表在会议
上热情交流了医务社会工作的发
展思路和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将依托中
国社工联合会在社会工作领域
的权威性、 专业性和影响力、号
召力，高举医务社工旗帜，整合
专业资源，倡导、推动医务社会
工作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发
展；同时加强理论研究，促进相
关政策出台，致力于医务社会工
作发展环境建设；提高全社会对
医务社会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丰
富、 创新医务社会工作内容，使
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医
疗卫生行业改革、进步，满足百
姓多元化、 多层次医疗服务需
求，促进和谐医患关系建设。

11 月 16 日，公安部领导与来自互联网公司的代表共同启动团圆 2.0。

� �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京为原国家卫生部医政
司司长于宗河颁发委员会名誉主任聘书。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