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25.3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参照孤儿，
目前平均每人每月 1140 元。

1月 25日，民政部举行 2021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倪春霞对《关于
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行了解读，并通报了相关工作的最新进展。

倪春霞强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
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八种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
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上述八种情形之一的儿童。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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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已有 25.3 万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

各地积极落实
探索政策创新

2019 年 6 月， 民政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
的意见》， 首次在国家层面将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倪春霞表示，根据《意见》精
神，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
措施，组织乡镇（街道）儿童督导
员、村（居）儿童主任等工作力量
全面摸底排查， 走村入户探访，
及时发现并帮助符合条件的儿
童家庭办理申请。 同时克服疫情
带来的影响，按民政部要求简化
审核程序， 采取个人先承诺、远
程提供证明、 先办后补等方式，
确保符合条件的儿童在疫情期
间及时得到保障。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已有

25.3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
纳入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参照孤
儿，目前平均每人每月 1140 元。

多地还探索政策创新，如北
京、重庆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
入助学工程，让这些孩子考入大
学后还能继续得到资金支持，陕
西等地实行全额医保资助，甘
肃、四川眉山、云南昭通等地探
索优化认定程序等。

拓展保障对象范围

在政策实施的一年时间里，
民政部派出调研组到多地调研，
听取基层同志和一些家庭的意
见。 大家普遍提出，希望这个带
有温度、体现党和政府关爱困难
群体的好政策能够惠及更多儿
童群体。

“为此，我们积极协调，会同
公安部、财政部于 2020 年底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

倪春霞表示。
据倪春霞介绍，《通知》主要

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拓展保障对象范围。 在

原有政策规定情形的基础上增
加了父母被撤销监护资格、父母
被遣送（驱逐）出境两种情形。

二是优化父母失联认定程
序。 在《意见》执行过程中，基层
反映， 父母失联认定是个难题，
影响了部分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为解决这个难题，《通知》提出三
种认定方式：一是先报案，公安
部门接警处置查找，出具查找情
况回执单；二是对公安部门难以
出警处置查找的， 采取“个人承
诺+邻里佐证+村（居）证实+乡镇
（街道）查验+民政部门确认”的方
式认定。 这种办法前期在不少地
方已经使用，效果很好；三是对其
他复杂情形，采取“一事一议”的
方式解决。即村（居）提方案，乡镇
（街道）查验，最后由县级儿童保
护协调机制研究确定。

三是加强监护指导。 这些
孩子的父母因重病重残、 服刑
吸毒等原因， 监护照料能力比
较薄弱， 不能简单地“发钱了
事”，要给予儿童和家庭更多的
关心关爱。

25.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
策已经实施一年， 据倪春霞介
绍，目前全国已有 25.3 万名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

过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
分析，其中父母一方死亡，另一
方符合失联、重残、失踪等情形
的儿童 11.42 万人， 占比 45.1%；
父母双方均重残的儿童 6.93 万
人， 占比 27.4%； 服刑人员子女

2.09 万人，占比 8.3%。 还有很多
其他组合情形， 如父母一方重
残、一方失联的儿童 0.77 万人。

从区域分布看， 广东有 2.8
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人数最
多； 其次为湖南 2.3 万人、 安徽
1.9 万人、河南 1.7 万人、贵州 1.6
万人、云南 1.5 万人，上述 6 省数
量占全国总数的 46.6%。

从受教育程度看，学龄前儿
童 2.89 万人，占比 11.5%；小学在
读 10.94 万人，占比 43.2%；初中
在读 6.14 万人， 占比 25.3%；高
中、 大中专及以上在读 3.29 万
人，占比 13.0%，其他情形 1.75 万
人，占比为 7.0%。

另外， 从健康状况看，95.7%
的儿童身体健康。 从户籍状况
看，85.3%的儿童为农业户口。

2020 年 3 月，《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
助保护工作方案》印发。 各地在
疫情防控期间迅速行动，较好地
保障了这类儿童的合法权益。 这
一实践经验被相继颁布的民法
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在法
律条文中作出明确规定。

为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巩
固实践经验， 扩大保护范围，民
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公安部等 9 部门于近日联合印
发了《关于做好因突发事件影响
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工作的意见》。

明确保护对象

《意见》重点强调了四方面
内容：

一是界定了救助保护对象。
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因突发事件
导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下落不
明、接受治疗、被隔离医学观察、
被拘留而造成监护缺失的未成
年人，另一类是因为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而造成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

二是明确了突发事件中监
护缺失未成年人的发现报告途

径、归口了报告受理的主体。
三是规范了安置照护程序。对

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的寻亲、身份核
查、临时生活照料等做了规定。

四是强化了政府相关部门
救助帮扶措施， 同时明确支持、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有序
参与帮扶工作。

《意见》还规定，对因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自身客观原因导
致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工作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破解保护难题

在突发事件中，未成年人的
应变能力、自救能力和心理适应
能力相对处于弱势，自我求救能
力弱，有赖于能接触到他们的有
关人员主动发现、及时报告。 突
发事件发生后，现场处置情况复
杂、头绪繁多，很容易发生发现
不及时、发现不报告、发现后多
头报告、 报告后无人受理等问
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意见》主
要采取四方面措施：

一是明确了报告主体，解决
“谁报告”问题。 明确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急管理部门、卫生健
康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公安机关

等人员和单位在突发事件中接
触、知晓有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的，
要在第一时间履行报告义务；对
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
托育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在工作中加强发
现报告义务作出了规范；同时，鼓
励公民个人和单位主动报告，尽
最大可能使处于监护缺失状态的
未成年人及时被发现、被保护。

二是明确报告受理主体，解
决“向谁报告”问题。《意见》明
确，受理部门是民政部门和公安
机关。 一般情形，向民政部门报
告，便于民政部门妥善照料未成
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突发
事件中与未成年人失散的，向公
安机关报告，便于公安机关及时
查找、核实身份。

三是明确报告方式， 解决
“如何报告”问题。 热线电话是报
告的重要途径，目前各地民政部
门依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正陆续开通当地未成年人保
护热线， 通过依托 12345 政务服
务热线等方式对外开展工作。

四是明确安置照护主体，解
决“谁来照料”问题。 法律赋予民
政部门临时监护、长期监护等职
责，妥善照料因突发事件影响造

成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民政部
门责无旁贷。 同时，卫生健康部
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需要
按照《意见》要求做好未成年人
就医、就学、寻亲等工作。

构建“六位一体”
保护工作新格局

为了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2020 年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了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据民政
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倪春霞介绍，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直接
明确“民政部门”职责的有 8条 15
处，重点对民政部门履行国家监护
法定职责、 开展家庭监护监督指
导、 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个案、
开展救助保护等提出要求；与民政
业务直接相关的有 38条 40多处，
重点对社会组织、村（居）委会、儿
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等职责进行了规范。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原则，首次要求建立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首
次系统全面阐述了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及禁止行为，
首次明确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

保护热线，首次明确了国家长期
监护、临时监护的情形，首次将
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纳
入法律保护，首次提出了委托照
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要求，首次将
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纳入保护范
围，首次要求在乡镇（街道）层面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特别是第九条对民政部门承
担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具体工
作提出了要求，这既是对民政部门
长期以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充分肯定，也对我们进一步会同
相关部门有效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提出了更高要求。 ”倪春霞强调。

倪春霞表示，下一步，民政部
将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未成
年人保护法， 研究制定指导督促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加强监护
评估等具体措施，建立以“家庭监
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
监护为兜底”的监护体系，推动构
建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社会保
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
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新格局。 各级民政部门将切实
担负起应有的法定职责， 撑好法
律保护伞、做好国家护苗人，给未
成年人创造一个更安全、 更温馨
的成长环境。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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