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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 2019》发布

基层儿童社会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
■ 本报记者 皮磊

� � 5 月 28 日，由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指导、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
院主办的“聚焦技术支持，助力
专业化儿童服务———中国儿童
福利与保护宣传周（2019）”在北
京启动。 当天，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
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 2019》。 报
告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儿童生存
健康和教育发展状况得到显著
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
升，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这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自 2010 年以来第十
次发布儿童福利与保护年度政
策报告。 通过对 2018 年儿童福
利与保护领域重大政策进展和
重要事件的扫描， 报告分别从
生活保障、 教育发展、 医疗健
康、儿童保护、社会服务等方面
主要进展进行了回顾， 并深入
剖析了现阶段我国儿童福利与
保护体系建设面临的迫切挑战
与发展趋势。

儿童生存健康与教育发展
获得显著改善

报告显示，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儿童生存状况得
到显著改善。婴儿死亡率从 1949
年前的 200‰下降至 6.1‰，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 8.4‰。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中，有半数以
上是由通过可负担得起的简单
干预措施得到预防和治疗的疾
病所致，营养相关因素对 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的贡献率达到约
45%。 而 2017 年全球平均婴儿死
亡率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
别为 29.4‰和 39.1‰。

中国自 1978 年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普及儿童计划免疫工作，
一直是非常成功和极具成本效
益的公共卫生干预举措，有效地
降低了相应传染病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 1990 年以来儿童营养状
况显著改善，5 岁以下儿童生长
迟缓患病率从 33.1%下降至 2013
年的 8.1%。

2018 年，全球每 5 个儿童中
有 1 个绝对贫困（每天 1.9 美元
以下）， 近二分之一的儿童处于
多维度贫困，儿童贫困率大约是
成人贫困率的 2 倍。 中国在儿童
减贫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极端贫
困发生率从 88.38%下降到 1.7%，
农村儿童贫困发生率仅为 3.9%。

报告显示，我国儿童教育优
先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3.8%，预期受教育年限超过世界
平均水平。 教育是实现儿童发
展、 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
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
1949 年前的 20％左右提高到
99.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3.8% ，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1992 年的 26%提高到 88%。 2017
年中国学生预期受教育年限接
近 14 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儿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和水平总体提升

报告显示， 我国 86%的儿童
生活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
均可支配收入均中等以上的地
区。 根据 2017 年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抽
样数据 0-14 岁儿童数测算，22%
的儿童生活在两项指标均较高
的 8 个东部省份，64%的儿童生
活在中等水平的 18 个省份。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稳步提升，常住儿童基本公共服务
可及性持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是
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包括公共教
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
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
育、 残疾人服务等多个领域，2002
年以来用于三项基本公共服务(包
括教育、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社
会保障和就业)的公共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4.7%稳
步增至 2017年的 8.4%。

2018 年，满足基本饮用水服
务标准和基本环境卫生标准的
人口比重分别达 96%和 75%，饮
水服务城乡差异基本消除，儿童
生活环境整体提升。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58.52%，居住证制度全面
落地生效， 以居住证为载体、与
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
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进一步健全，
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及儿童的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持续改善。

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
建设逐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儿童
福利保护制度体系经历了从初步
建立、重建改善、规范发展和整
体提升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阶段，
《宪法》《婚姻法》 等法律制度和
以集体为责任主体为儿童生活、

教育和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

会结构转型，儿童的责任主体回
归到家庭，《义务教育法》 优先
对儿童受教育权予以法律保
障，生活水平提高，儿童福利保
护水平获得更多改善。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儿童福利
保护制度体系建设逐步走上与
国际接轨的规范化发展阶段。
《未成年人保护法》《母婴保健
法》《残疾人保障法》 等多项法
律出台，两轮《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制定 ，儿童生存、健康、教
育、保护和参与等多项儿童权利
获得全方位保障。

2010 年被称为中国儿童福
利元年，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建
设进入全面提升阶段。《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2011-2020）》明确
了到 2020 年儿童发展的总体目
标和要求。 近十年来，儿童各项
权利得到了综合保障：儿童发展
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以现金为
支持的孤儿保障制度全面普及；
儿童福利范围不断扩大、福利水
平不断提升；多项儿童福利保护
法律制度陆续出台；儿童保护行
政管理体制逐步健全，儿童优先
成为国家战略。

报告指出，2018 年，国家层
面出台儿童福利与保护相关政
策文件 47 份，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首次纳入政策视野，
以 18 岁以下儿童全年龄段发
展为视角的政策设计路径逐渐
清晰， 我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制
度建设专业化和普惠型特征更
加凸显。

儿童福利救助机构数量增
加逐步向社会开放

2018 年儿童福利救助机构
数量较上年略有增加。 2009 年至
2014 年，我国儿童福利机构数量
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数量
逐年增加，2014 年达到历史最高
值（890 个）。2015 年以来，儿童福
利机构数量和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数量逐年减少，2018 年较
2017 年略有增长，达到 664 个。

2018 年，民政部出台《儿童
福利机构管理办法》， 明确了儿
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范围
扩大到无法查明生身父母或监
护人、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
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等
五类困境儿童。 早在 2016 年，北
京市儿童福利院已经开始将服
务对象扩展到残疾儿童， 探索

“开门办院、服务社会”的服务模
式；2017 年北京市房山区儿童福
利院开始收住服刑人员子女；山
东滨州、河南洛宁等地的儿童福
利院都逐渐向社会多类困境儿
童开放。 儿童福利机构接收社会
散居孤儿、社会残疾儿童、临时
监护困境儿童，为更多家庭儿童
提供低偿甚至无偿的日托照料、

残疾康复、 特殊教育等服务内
容，最大化发挥资源优势，将推
动普惠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
设步伐。

儿童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进
一步完善

2018 年是儿童社会服务快
速发展的一年。 从政策层面看，
儿童社会服务综合政策引领、专
项政策保障、地方政策回应的制
度框架已基本建成；从实务层面
看，政府购买服务多样、社工人
才队伍壮大、 儿童主任全国普
及。 现阶段，儿童社会服务队伍
仍存在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挑战，
儿童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
设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一方面，
应通过扩大专业教育培养社会
工作者，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加入儿童福利服务队伍；另一方
面，应由政社学合力加速职业教
育和培训，转化基层服务人员成
为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儿童
社会工作者。 儿童社会服务将迎
来巨大发展机遇。

基层儿童社会服务体系基
本实现全覆盖。 2016 年国务院第
36 号文件《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村（居）
民委员会要设立由村（居）民委
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
社会工作者等担（兼）任儿童主
任。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儿童主
任共计 61.53 万人， 已经基本覆
盖全国所有村和社区。

社会工作机构和设施数近 8
年来持续增长。 2017年社会工作
机构和设施数从 2016年 42.33 万

个增长到 44.41万个， 增长4.91%。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壮大。 我国社
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人数
持续增长， 从 2010年 4.4万人增
长至 2018 年 43.9 万人， 增长达
9.98倍。社会工作师从 1.1万人持
续增长至 2017年的 10.7万人，增
长 9.72倍；助理社会工作师从 3.3
万人持续增长至 2017 年的 33.2
万人，增长 10.06倍。 2018年社会
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总人数
上涨 11.3万人，相较 2017年社会
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的数量
分别增长 2.4 万人和 8.9 万人，是
近年增长较快的年份之一。

专业化不足以及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

此外，报告也指出了当前我
国儿童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
题， 即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与保
护体系专业化不足以及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为此，报告
提出， 建立专业化普惠型现代
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将成为发
展趋势：

一是制度顶层设计将进一
步强化， 专门立法有望提上议
程；二是儿童福利范围将进一步
扩大， 覆盖对象向全体儿童拓
展；三是儿童服务专业化需求将
迅速释放，社会工作发展潜力无
限；四是儿童早期发展扶持力度
将持续加大，义务教育有望向学
前三年延伸；五是分级诊疗成未
来趋势，儿童基层卫生服务可及
性将有所提高；六是儿童保护社
会支持网络将逐步完善，发现举
报机制或成突破。

� � 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地改善常住儿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本版图
片均来自文中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