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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发布

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儿童关爱服务
� � 5 月 27 日，民政部举行第二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民政部儿
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介绍了民
政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的有关情况。

据郭玉强介绍，《意见》进一
步明确要建立多方力量共同参
与的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格局。 一
是提倡培育孵化社会组织。 二是
要求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三是发
动社会各方参与。

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短板

2016 年，国务院先后印发了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政策
体系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进一
步完善、 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关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
长倪春霞介绍，民政部在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方面做了很
多工作。

第一方面，推动完善政策法
规体系。 国务院两个《意见》印发
了以后，推动地方出台了有针对
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

第二方面，健全了领导协调
机制。 2016 年国务院《意见》出台
之后，当时国务院已经批准民政
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部际联席工作制度，
去年 8 月底的时候国务院又批
复民政部在这个基础上牵头建
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

第三方面，加强了信息的动
态管理，已经建立了全国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的信息系统，实现
了信息的实时录入、动态更新。

第四方面， 会同公安部、教
育部等 7 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
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
护专项行动， 帮助落实家庭监
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
学等责任。

第五方面，注重加强督导评
估。 连续三年引入第三方力量对
18 个省 38 个县进行独立评估调
查；民政部连续三年将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督导纳入加
强部基层民政工作重点内容。

第六方面，加强政策宣传引
导。 通过制作关爱保护的公益宣
传片、通过开展“百场宣讲进工
地”等活动，不断强化家庭监护
的主体责任，不断地营造全社会
共同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社会氛围。

但目前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仍然存在很多短板，比如，机构
建设还不够到位， 工作力量配
备不够足、 社会力量参与度不
够广泛、 儿童类的社会组织成
长发育不足等， 客观上影响和

制约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向更深层次、 更高
质量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和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精
神，进一步聚焦特殊群体、聚焦
群众关切，切实加强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民政部
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
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等 10
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健
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提升现有机构服务能力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
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
郭玉强表示。

一是厘清两类机构功能定
位。 明确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遭
受监护侵害、 暂时无人监护等
未成年人实施救助， 协助民政
部门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等工作， 其主要
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和组织开展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职责；儿童福利机构（福利
院） 主要负责收留抚养由民政
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 18 周
岁儿童， 其主要承担的是长期
监护责任。

二是提出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转型升级思路。 第一种，
对于已设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的，推进其向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转型； 第二种，对
于尚未建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的， 推进其整合现有资源，
明确救助管理机构、儿童福利机
构等来承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相关工作；第三种，对于已
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但
抚养照料儿童能力不足的，推进
其就近委托儿童福利机构代为
养育。

据倪春霞介绍，目前，全国
共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1806 个， 其中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是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者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目前有
1482 个，另一类是依托救助管理
站设立的带有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科室的机构 324 个。

2018 年我国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共计救助保护各类儿
童，包括流浪儿童、家暴儿童、临
时无人监护的儿童 6.8 万人次。

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

《意见》要求，在村（居）一级
设立“儿童主任”，由村（居）民委
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
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
（居）民委员会女性委员担任，具
体负责村（居）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在乡镇
（街道）一级设立“儿童督导员”，
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
名工作人员担任，具体负责乡镇
（街道）的关爱服务工作。

《意见》要求，各地按照“分
层级、多样化、可操作、全覆盖”
的原则组织开展儿童工作业务
骨干以及师资培训，地市级民政
部门负责培训到儿童督导员，县
级民政部门负责培训到儿童主
任，每年至少轮训一次，初任儿
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经培训考
核合格后方可开展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刚刚推行
开，好多地方都是村里的妇联
主任、大学生村官或者社会组
织来担任，不一定知道怎么具
体来做，专业化水平、精细化
还要进一步提高，所以对其开
展培训，这是第一步。 ”郭玉强
强调。

《意见》要求，各地要建立和
完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
跟踪机制，对认真履职、工作落
实到位、工作成绩突出的予以奖
励和表扬，并纳入有关评先评优
表彰奖励推荐范围；对工作责任
心不强、工作不力的及时作出调
整。 各地要依托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对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实行实名
制管理，并及时录入、更新人员
信息。

据倪春霞介绍，目前全国已
经初步配备了乡镇和街道一级
的儿童督导员， 目前共有 4.5 万
名，在村（居）这一级配备了儿童
主任，目前一共配备 62 万名。 都
已经实现了实名制管理，全部录
入了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的信
息系统当中。

“可以说这支力量的初步建
立，为我们夯实基础儿童工作力
量，特别是打通关爱服务儿童的
最后一公里迈出了可喜的第一
步。 ”倪春霞强调。

下一步民政部还要通过组

织编写《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
工作指南》， 开展示范培训班，
包括推动社工+儿童主任，用专
业的工作力量， 带动本土化的
工作力量， 加大对基层工作队
伍的指导。

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构建
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儿童关爱
服务工作格局。

一是提倡培育孵化社会组
织。 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及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要通过多种方
式，积极培育儿童服务类的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组织和
志愿服务组织。 要支持相关社会
组织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精准
化服务能力建设， 在场地提供、
水电优惠、食宿保障、开通未成
年人保护专线电话等方面提供
优惠便利条件。

二是说要求推进政府购买
服务。 要求各地将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纳入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
政府购买力度，重点购买热线运
行、监护评估、精准帮扶、政策宣
传、业务培训、家庭探访等关爱
服务。 不但明确要购买服务，而
且对购买服务的重点也进行了
规范。 同时，要引导承接购买服
务的社会组织优先聘请村（居）
儿童主任协助开展上述工作，并
适当帮助解决交通、通讯等必要
费用开支。

三是发动社会各方参与。
支持社会工作者 、 法律工作
者、心理咨询工作者等专业人
员，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不同特点，提供专业性的
关爱服务。 积极倡导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重点加强贫困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及其家
庭救助帮扶，引导企业督促员
工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
监护责任。

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

《意见》还对加强贫困地区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据郭玉强介绍， 主要包括，要
求支持贫困地区尤其是“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提升服务
能力；要求加大对贫困地区儿童督
导员、 儿童主任培训工作的支持；
要求统筹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儿童
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要求继续向
贫困地区进行资金倾斜等。

“民政部这几年也始终把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
工作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加
强民生保障的重点任务。 ”倪春
霞强调。

一是加强资金方面的支持
力度。 今年民政部首次从中央财
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当中
单独划出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资金 4 亿元，可以用于开展救助
保护线索收集、监护情况的调查
评估、跟踪回访等工作，资金的
分配对深度贫困地区和“三区三
州”做了重点的倾斜。

二是加大了项目的支持力度。
推荐全国重点的儿童类社会组织
和优秀的项目在贫困地区落地。这
两年由儿童福利司联系的儿童类
社会组织当中，大约有 70%的项目
都已经投向了贫困地区。

三是加大培训和支持力度。
培训的资源、培训的名额不断向
贫困地区倾斜。 2019 年，将利用
财政资金、 国际合作项目资金
140 多万元， 用来组织中西部 22
个省份、“三区三州”还有罗霄山
片区儿童工作骨干力量的培训。

四是指导各地通过工作试
点、定点帮扶、结对互学等方式，
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
州”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
儿童福利机构不断提升工作服
务能力。

5 月 27 日，民政部举行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图片来自民政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