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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发布

我国走失人群规模呈现逐年递减状态

平均每天走失 1370位老人

据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专
家顾问、白皮书主笔人熊贵彬介
绍，根据得到的样本数据，课题
组综合测算后得出，全国走失老
人一年约在 50 万上下， 平均每
天走失老人约为 1370 人。 走失
老人平均年龄为 75.89 岁，其中
男性占比 42%， 女性占到 58%，
走失老人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
性。 并且 75 岁以上老年人走失
比较高。

走失老人中，36%的老人实际
居住地为农村地区，46%的老人居
住在中小城市及郊区， 而大城市
及其郊区共占比 18%。 由此可见，
全国走失老人的重灾区并不是东
部一线城市，也不是省会城市，而
是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区， 这是同
留守老人问题相伴相生的。

调查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是，接受过救助的走失老人中，但
仍有 26%的老人出现了再次走失
的情况， 其中 5次以上走失的老
人占了被调查老人的 6%。

白皮书数据显示，走失老人
中 72%的老人大多都出现记忆
力障碍情况，其中，经过医院确
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占到总比
例的 25%。

熊贵彬表示，在发达国家，老
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而造成。
我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人
口流动， 使得老人走失问题显得
更加复杂，失智是一个主因，但人
口流动带来的疏于照顾和老人贫
困，也大大加剧了走失风险。

因此，调研报告建议不同的
地区采取不同的举措，比如在人
口流动地利用 GPS 手环， 或者
在老人身上缝制一些联系布条
等方式避免老年人走丢。另外是
打造全国统一的寻人网络平台，
比如现在国家民政部有全国救
助寻亲网， 以后要完善功能，成
为人口报失和查找的综合信息
平台。 除此之外，在全国救助站
建立警务点，现在有不少警务站
都有警务点，但大多是维持治安

的功能，以后要连通警方的人口
信息和户籍网络的光缆，由驻站
民警来协助查找走失人员的信
息，这样能够帮助走失的老人能
够尽快的回家。

寻回走失人口的重要一环

报告指出，救助站作为寻回
走失人口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起
到了接收走失人口入站、集中安
置区域内走失人口、帮助他们接
受医疗救治、最终在社会多方协
助下将走失人口送返家庭这样
重要的中继站的作用，因此也一
直处在走失人口救助的第一线。

因此， 救助站需要得到更多
警方和医院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警方本身就是人口走失案件中非
常重要的消息渠道， 家中有人口
走失， 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报
警，并能够提供走失人口的籍贯、
体貌特征等重要的信息， 如果当
地警方能够与救助站信息互通，
及时进行沟通交流， 互相了解走
失人口的情况， 会大大提高搜寻
和发现的效率。 而很多走失人口
常常是年迈的老人， 或是患有各
种疾病，甚至有患精神疾病的，会
伴有暴力倾向或者不安全因素，
这种时候救助站非常需要医院方
面提供医疗帮助， 帮助救助站保
证走失人口的身体情况健康，并
给予有特别疾病如精神病等的走
失人口以特殊的医疗支持， 以保
证救助站工作的正常进行。

一些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表
示，这种社会服务保障的工作应
该由民政部门组织，由专业工作
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去参与，公安
还是组织一些紧急的工作，危害
人民群众安全的。公安机关主要
干带有强制力的事情，因为救助
管理办法改了， 成了服务性的
了，公安做不合适。

这种情况下，救助站建议通
过购买社会力量服务，一些新的
途径也建立起来。“我们（救助
站） 已经与环卫工人建立了联
系，他们一旦发现了需要救助的
人就会联系公安或者救助站；公

安城管卫健和民政是主体，通过
购买服务京北和环卫局联系起
来了， 使用了一个驻站社工，亮
点是使用了环卫工人，（环卫工
人）早上 4 多上，他们的时间充
足，覆盖面广；效果是充分利用
了资源，一年街头外展的项目发
现 100 多人。现在我们可以直接
利用这些环卫工人了，他们发现
（受助对象） 后就会直接给我们
（或公安）打电话。 ”

在协助寻回过程中， 除了警
方这一信息渠道， 救助站还常常
使用电视电台媒体、 报纸杂志等
纸媒体、以及网络“互联网+”等的
渠道。 在过去，传统媒体的使用更
多，救助站会与当地电视台合作，
也会将走失人口情况登报， 使得
走失人口更快被找回。 但是救助
站也反映这些媒介常常会出现不
稳定的情况， 比如与电视台的合
作， 要受到电视台节目需求的影
响，电视台没有节目需求，可能一
段时间内无法进行宣传。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报告显示， 目前民政部门的
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监测与
预防、发现与报告、站内与站外救
助、滞留人员救助、返乡与安置。
社会力量目前主要集中于救助的

某一环节或部分环节， 还没有形
成整体性服务的模式。 以北京市
为例， 社会力量参与走失救助的
主体主要是社会工作组织， 救助
内容包括街头外展、社会倡导、站
外救助、 站内心理服务、 返乡护
送、信息辅助、个案帮扶等。

尽管在政策支持下，社会力
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成绩斐然，但制度的实施仍然存
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救助工
作者的角度来看，由于以往养成
的习惯做法的影响，不少人没能
充分地转变思想与态度，客观条
件如经费有限、甄别困难、部门
协调不易等的限制，也使得实际
的救助工作面临着重重压力和
不少难题。 从相关群体来看，整
个社会对于救助管理制度的知
晓程度尚不太乐观。而社会组织
本身也由于自身力量弱小，社会
工作的理念、服务内容、政府救
助体系的衔接不足都阻碍了社
会力量进一步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宣传不
到位、 惯性思维影响及负面传闻
的优势效应， 对于制度指向的流
浪乞讨人员而言， 他们中的大多
数对于救助制度的理解还基本停
留在收容遣送阶段， 甚至对救助
站持有比较负面的印象， 对政府
机关不信任， 因而对救助站的态
度避而远之。 所有这些都造成促

进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政策的实施绩效并不理想。

互联网+救助寻亲

2016 年 1 月， 民政部开发
启用了全国救助寻亲网，作为各
地救助管理机构发布长期滞留
流浪乞讨人员寻亲信息的网络
平台。 同年 7 月，民政部与头条
寻人探索开展“互联网+救助寻
亲”合作，全国 2000 多个救助管
理机构在救助疑似走失、 被拐、
被骗人员时，可以免费借助今日
头条新闻客户端的海量用户和
先进定位技术， 选择在走失地、
口音地、户籍地等特定区域向手
机用户推送寻亲信息， 精准、高
效帮助受助人员与家人团聚。一
是以发现人员的地点为轴心，画
地图弹窗推送寻亲信息；二是以
走失人员的疑似家乡地为轴心，
画地图弹窗推送寻亲信息。 目
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救助管理机构已全部依托
全国救助寻亲网和头条寻人开
展受助人员寻亲工作。

“互联网+寻亲”是对寻亲方
式的突破，可以实时发布、随时
发布、长久发布，可以使走失人
员的家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快速
检索各地发布的寻亲的信息。 头
条寻人开展的“互联网+寻亲”服
务，就是利用他们精准的推送技
术， 以受助人员的走失地点、发
现地点等指定区域为圆心，来精
准地推送到周边的手机用户当
中，有效地提高寻亲效率。

例如，与宝贝回家寻亲公益
组织合作，调动数万名志愿者的
力量，协助各地查询甄别受助人
员身份信息；和中央电视台《等
着我》栏目合作，宣传寻亲典型
案例和全国救助寻亲网，引导家
属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查找走
失的家人。

从 2016 年 7 月民政部开始
与今日头条开展了‘互联网+’
救助寻亲合作。依托今日头条大
数据优势和 AI 智能技术， 头条
寻人也在不断探索更多新的、更
具科技感的寻人方式。

2018 年 9 月， 头条寻人上
线了抖音寻人。 依托相关技术，
可以将图文版的寻人/寻亲信息
转化为抖音寻人视频，并推送到
规模庞大的抖音用户面前。 2018
年 11 月，头条寻人又上线“识脸
寻人”，用户只要上传照片，选定
最终想要进行面部识别的人脸，
图像在系统进行比对后返回最
像的多个照片结果，帮助用户快
速匹配寻人信息。

上线至今，“头条寻人”先后
与民政部及其下属的所有救助
管理机构对接，并与公安部及各
地警方、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志
愿者组织合作。 过去五年，头条
寻人收到全国各地 22 万余条寻
人线索，弹窗推送超 13 万条，在
今日头条上被展示超过 101.5
亿次。

2 月 25 日，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项目组
在京联合发布了《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 根据

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在整个 2020 年期间，我国走失人次达
到了 100 万。

根据白皮书显示， 按照平均每天走失人次来计算，2020 年
我国每天处于或经历走失状态的人次为 2739 人。不过，2020 年
我国 100 万的走失人次 ， 相较于 2016 年的 394 万人次以及
2017 年的 260 万人次已经显著减少。我国走失人群规模呈现逐
年递减的状态，相比于五年前，该群体人数已经减少近 75%。

相关机构与组织也对走失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
析，主要有 4 个方面。 其一是我国社会保障救助体系的健全和
完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二是脱贫攻坚的
深入推进，使得由于家庭贫困原因导致的流浪、外出打工人口
数大幅减少；其三是公安人脸识别技术、头条寻人信息分发等
科技技术的成熟应用，既减少人口走失存量，又控制了增量；
其四是 2020 年疫情原因让居家隔离成为常态，易走失人群得
到更好照顾，降低了走失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