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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儿童政策进步指数发布
� � 6 月 1 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研发的“中国儿
童政策进步指数 2017” 在京发
布。该指数显示，2015 年，中国儿
童政策进步指数排名前十位的
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浙江、
江苏、湖北、重庆、山东、天津、宁
夏、黑龙江。

儿童政策发展整体比较平
稳，四川、贵州、甘肃 3 个省排名
持续升高。

此次发布会是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第二次发布

“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 指
数对全国（除港澳台外）31 个省
份儿童政策实施和创新情况进
行系统评价， 以及对儿童事业
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旨在推动
各地加大儿童政策实施和创新
力度， 促进儿童发展和权益保
护快速发展。

京沪宁等省份
多项指标领跑全国

2015 年，中国儿童政策进步
指数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北、重
庆、山东、天津、宁夏、黑龙江。

北京儿童福利机构覆盖率
领跑全国，县级儿童福利机构覆
盖率达到 62.5%。 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平均床位数为 225 张/
个，每万名儿童妇幼保健院卫生
技术人员达到 23 人， 均排在全
国首位。

上海儿童出版物水平全国
最高，上海每万名儿童出版物数
达到 73 件。 7 岁以下儿童保健系
统管理率达到 99.5%， 围产儿死
亡率 2.15‰，均位列全国第一。

浙江家庭收养水平位居全
国前列。 儿童福利经费占社会福
利支出比例显著增长，由 2.5%上
升到 3.6%,年增长率达 41.6%。

江苏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优势明显，城乡义务教育阶段
师生比达到 1.0，位列全国第二。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平均儿童床
位数为 42 张/个， 比上年增长

33.2%；每万名儿童妇幼保健院卫
生技术人员数达到 9 人，比上年
增长 20.3%。

湖北为中部地区排名最高
省份，儿童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全
国领先，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覆盖率为 53.4%， 每万名儿
童人均社区服务机构床位数达
到 5 张，每万名儿童妇幼保健院
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 19 人，每
万人口儿童救助人次数为 4 人，
上述指标均排在全国前三。

重庆为西部地区排名最高
省份，出生正常体重儿童比例全
国第二，儿童收养机构每千名孤
儿拥有社工助工师数为 38 人，
比上年增长 69.7%。

天津学前教育在园儿童男
女比例最均衡，达到 48.8%，跃居
全国第一。

宁夏儿童福利机构专业化
水平较为先进，儿童福利机构每
千名孤儿拥有社工助工师比例
达到 55 人，居全国首位。

山东地方教育支出占地方
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全国最高，地
方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比达到 20.49%， 位列全国第
一。

黑龙江为东北地区排名最
高省份，儿童医疗保健水平表现
突出， 孕妇住院分娩率达到
100%，每万名儿童儿科床位数达
到 19 张，居全国第二。

川贵陇排名持续升高

据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
显示，2012－2015 年，北京、浙江、
天津、江苏、湖北、上海、重庆 7
个省份连续四年蝉联儿童政策
进步指数前十名。 对比 2012—
2015 年指数排名结果，15 个省份
位次未出现明显变动，儿童政策
发展整体比较平稳，四川、贵州、
甘肃 3 个省份排名持续升高。

儿童政策进步指数排名与
人均 GDP 排名对比， 半数省份
的儿童政策进步程度与经济社
会发展比较适应，其中湖北省连

续三年指数排名高于人均 GDP
排名 5 个以上位次，表明这些省
份儿童政策进步走在经济发展
的前面。

综合进步指数的研究情况，
省级儿童政策创新呈现五个亮
点。

亮点一：29 个省份 74 个地
区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加强
人员资金配备。 截至 2016 年底，
据不完全统计， 已有 29 个省份
74 个地区具体出台了困境儿童
分类保障相关制度文件。 从地区
分布来看， 东部地区占 8 席，中
部地区占 2 席， 西部地区占 5
席，东北地区占 1 席。可见，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困境
儿童分类保障工作走在前列，
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和落后的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部分省份的困
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也亮点突
出。

亮点二：14 个省份初步建立
基层儿童服务体系，设立儿童主
任 2.25 万名。 2016 年 2 月，国务
院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目前 31
个省份均已出台了地方措施。 其
中，3 成省份要求配备专员，4 成
省份将建设机构设施，近 7 成省
份明确经费支持，3 成省份纳入
财政预算。

亮点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逐步完善，儿童医保覆盖范围持
续较高。 全国 31 个省份均已下
发文件，将新农合与城居保整合
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有力推动
城乡儿童大病救助的公平发展。

亮点四：12 个省份探索“9+
N”免费教育，进一步推动教育公
平。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
有 12 个省份实施“9+N”免费教
育。 其中， 西部地区有西藏、青
海、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甘
肃、新疆 8 个省份，中部地区有
山西、湖南 2 个省份，东部地区
有山东、广东 2 个省份。 西藏、青
海率先实现 15 年免费教育全覆
盖（从义务教育扩展到学前 3 年
和高中 3 年）。

亮点五：未成年人国家监护
干预制度落实取得实质性进展。
截至目前， 已有 22 起国家监护
干预的成功实践案例，申请主体
为地方民政部门和村居委会。

儿童政策发展六大趋势

随着国务院困境儿童保障
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两大
文件的贯彻实施、地方儿童政策
的不断创新，以及普惠型儿童福
利制度建设的稳步推进，普惠型
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建设将成
为工作重点。

儿童生活、医疗、教育、保护
政策将持续稳步发展。 2012 年以
来，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上升
和平稳指标达到 66.2%， 分地区
来看，各地区均呈现上升发展态
势，中部地区增速较快。

基层儿童工作人员队伍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 2016 年，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的意见》全面部署，村（居）
民委员会将设立儿童福利督导
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开展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全国将建成一支
由 68 万名兼职或专职儿童福利
督导员组成的基层儿童福利与
保护服务专业工作队伍，惠及全
国 3 亿儿童。

孤儿生活保障制度范围向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拓展。 孤儿、
艾滋病感染儿童以外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 监护缺失儿童、病
残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等更多儿
童将逐步纳入地方政策保障范
围。

极重病儿童医疗保障和救
助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在儿童医
疗救助方面，国家制度安排和地
方政策实践均呈现出稳步推进
的趋势。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落实
和地方实务的创新，社会力量参
与儿童大病救助救助联动机制
的建立，极重病儿童的医疗救助
将实现托底保障。

“9+N”免费教育将成为教育
事业发展方向。 面对财政投入有
限、地区发展不均等问题，各地
政府须在现有财力、人力、区域
范围内，从实际出发，逐步探索

“9+N”免费教育。
社会组织将成为防治校园

欺凌重要力量。 校园欺凌问题日
益受到公众和政府的重点关注。
针对校园暴力进行专门治理甚
至专门立法是各国政府的通行
做法。 借鉴他国经验，加强专项
治理和专门立法的同时，要特别
注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合
力，创新出更富针对性的治理措
施。

� � 6 月 1 日上午， 由国务院反
拐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安部
刑事侦查局主办，国务院妇儿工
委办公室、教育部、全国妇联等
部门共同参与的“关爱儿童 反
对拐卖”六一主题活动，在北京
朝阳公园举行。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政委曾
海燕等代表国务院反拐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授予影视明星张
嘉译、佟大为、关悦，央视新闻主
播胡蝶、央视法治节目主持人王
筱磊等社会知名人士为“中国反
拐义务宣传员”， 共同呼吁全社
会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公安部刑侦局政委曾海燕

在致辞中称，全国范围内，儿童
拐卖案件早已大幅度减少，目
前大部分儿童走失原因是离家
出走。

据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
发布平台“团圆”系统统计数据显
示，截止到今年 5 月 15 日，该系
统上线一周年累计推送信息
1100亿条， 将近 7亿人次接受过
推送信息。包括发布 1317名儿童
失踪信息， 找回儿童 1274 人，找
回率 96.74%。 其中溺水 75人，遇
害 29 人，离家出走 750 人，解救
40人，迷路 192人，外出到同学家
玩耍 67 人，其他 114 人，其他意
外身亡 7人，未找回 43人。

针对“离家出走 750 人，占
比高达 57%”， 曾海燕表示，在
持续加大对拐卖儿童打击力度
的同时， 也要重视关爱儿童心
理健康问题。 这个数据暴露出
来儿童离家出走背后的问题，
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学校、家
长的注意。

活动现场， 影视演员佟大
为、关悦、张嘉译，央视主播胡
蝶、王筱磊被授予“中国反拐义
务宣传员”。 他们纷纷表示要通
过自己的影响力，号召社会一起
关注和保障广大儿童的合法权
益，为儿童健康茁壮成长创造安
全的社会环境。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
发布平台“团圆”系统，是阿里巴
巴技术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协
助公安部开发的移动打拐平台。

今年 5 月 17 日，“团圆”系统
3.0 版本正式上线 ， 除高德地
图、新浪微博、支付宝、手机淘
宝、UC 等早期接入平台的 APP
外，又新增钱盾、国家应急广播
中心、腾讯、百度、宝宝树、OFO
共享单车等新媒体和移动应
用。 至此，正式接入“团圆”系
统，总计已有 19 家新媒体和移
动应用 、21 个 APP 成功加入

“团圆”系统，几乎全面覆盖国
内所有上网用户， 为及时推送

失踪儿童信息、 动员全民参与
反拐公益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六一活动当天，阿里“团圆”
幸福团的志愿者也来到北京朝
阳公园活动现场， 通过发放反
拐宣传册、 与现场小朋友互动
游戏， 帮助家长孩子了解正确
的反拐常识。 幸福团负责人博
雷对记者说， 目前阿里内部的
“团圆”幸福团志愿者已经超过
240 人，希望通过幸福团成员的
努力，团聚天下爱心，共同为全
国各地一线打拐民警和失踪儿
童家长们做些实事，让失踪儿童
早日回家。

多部门联合举办“关爱儿童 反对拐卖”六一主题活动

中国的儿童政策正在从宏观层面向微观落实层面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