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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
福建将建“六大保护”体系

多方合力， 为未成年人构建
“六位一体” 保护新格局。 记者获
悉， 由 35 个单位组成的省未成年
人保护委员会日前下发《关于加强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将构
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
网络保护、 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
“六位一体” 的新时代福建省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格局。 到 2025 年，实
现市、县（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全覆盖，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
干实现全覆盖。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为
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意见》明确，全
面落实产假等生育类假期制度和
哺乳时间相关规定，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探索开展育儿假试点。 各地政
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
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
庭，可根据其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
型选择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孩子不是私人财产, 家暴不是
家庭私事。《意见》明确，公安机关
接到报告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
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存在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予
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对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或者不履

行监护职责致未成年人处于危困状
态等监护侵害行为，依法督促、支持
起诉。

为加强学校保护工作，《意见》明
确，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将学生欺
凌防治工作纳入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范围、作为教育质量评价和工作考评
重要内容。 创新学校保护工作机制，
建立学校保护工作评估制度，评估结
果纳入学校管理水平评价和校长考
评考核范围。 严格落实教职员工准入
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

看到未成年人受侵害， 请不要
选择沉默。 为加大社会保护力度，
《意见》 明确要求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 政府机关，村（居）民委员会，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组织及其
工作人员应履行侵害未成年人事件
强制报告义务，提升识别、发现和报
告意识与能力。 建立强制报告线索
的受理、调查、处置和反馈制度。 依
法依规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组织和
个人予以惩处。

为预防未成年人染上“网瘾”，
《意见》明确，完善网络保护工作，
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保障未成
年人网络空间安全， 规范网络游
戏、 网络直播和网络短视频等服
务， 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过度消费等行为。有效控制未成年
人使用网络游戏时段、时长，规定
时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未成年
人提供游戏服务。严格规范向未成

年人提供付费服务。
为强化政府保护职能，《意见》

明确，加强政府监护体制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临时监护工作制度。 建立
监护评估制度， 落实由民政部门指
定监护人和终止临时监护情形时监
护人的监护能力评估工作规范，推
动监护评估规范化专业化。 完善因
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制度措施。

司法保护职责方面，《意见》明
确， 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
暴力伤害案件，施行“一站式取证”
保护机制。 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公安、检察部门积极主动沟通，
询问被害人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
对涉案未成年人实施必要的心理干
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
等保护措施， 积极引导专业社会工
作者参与相关保护工作。

同时，加强少年法庭建设，进一
步构建并完善未成年人与家事审判
深度融合的“大少审”工作机制。 深
化涉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
实现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全覆盖。

《意见》要求，推动各地党委和
政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工作绩效评
价。 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监
督检查， 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恶性案件、 重大
事件进行跟踪指导、挂牌督办、限时
整改。 （据《福建日报》）

日前，记者从《广州市儿童
福利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
（2021-2025 年）》中了解到，广州
将于“十四五”期间在全市各镇
街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下
文简称“未保工作站”）建设，力
争实现未保工作站镇街全覆盖，
为辖内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
供政策咨询、信息采集、解难帮
困、关爱帮扶、个案跟进等服务。

一座城市会有重症儿童与疼
痛抗争， 有残障儿童渴望获得融

入社区的机会， 也有陷入成长困
境的儿童亟待他人伸出援手……
这时， 完善的社区服务和支持尤
为重要。 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
分析：“区别于一般的综合服务，
未保工作站的存在意味着能给辖
区里的未成年人提供更精准、专
业、持续和有效的支持。 ”

记者获悉，目前相关政府部
门正在积极推进，将未保工作站
建设提上“日程”。

2021年 6月 1日起， 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 其
中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
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具体工作
的职能部门应当明确相关内设机
构或者专门人员， 负责承担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及
时办理未成年人相关事务。

近年来，广州市、区民政部门
率先开展了困境儿童分类帮扶、
残疾儿童综合康复、 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试点等多项先行示范工
作， 推进“全国儿童保护热线试
点”“全国儿童综合康复实践科研
培训示范基地”“全省儿童福利机
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试点”“全省
收养评估试点”等在广州落地，全
市各区全部建立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 是全省范围内首个实现
市、 区两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全覆盖的城市。《广州市儿童福
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2025 年）》 也明确提出了广州镇
（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盖率
达到 100%的指标。

“未保工作站的建设很重
要，但必须有效整合社会多方资
源， 做好建设和运作经费保障，
并注重标准化和专业化，才能有

效落地并发挥实效。 ”有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者认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站是夯实未成年人保
护基层工作的重要阵地，完善的
服务体系形成后，有利于为辖区
内儿童的成长提供实实在在的
支持， 让城市更适合儿童成长，
也更好地保护儿童权利。 ”

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以下简称“未保中心”）积
极整合社会专业力量和爱心力
量，建立中心自主管理运营的关
爱服务队伍。 广州投入 300 万元
福彩资金，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展
集社工、法律、康复服务于一体
的困境儿童综合服务项目，在项
目期内，对全市 10870 名困境儿
童开展入户评估， 为 2787 人次
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社工服务。 广
州积极搭建志愿服务平台，由中
心牵头成立广州市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志愿服务队，
引导队伍成员为有需要的困境
儿童提供线上咨询、 探访慰问、
课业辅导、成长支持、社会融入
等多种志愿服务。

11 月 20 日是世界儿童日。
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到，过
去一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全天候、全方位守护全市

困境儿童的童年， 全市 1.7 万余
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以
下简称“两类儿童”）合法权益得
到有力保障。

2021 年世界儿童日主题为
“为每一名儿童创造更美好的未
来”。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未保中心
多措并举开展儿童保护工作，在
9 月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先进集体”。

该负责人透露，截至 2021 年
10月 24日，未保中心共接收困境
儿童 10459 人，通过亲属认领、接
回护送、 福利安置等方式办理离
站 10456人。 在这个过程中，未保
中心为受助儿童营造温馨、 舒适
的生活环境， 根据孩子需要提供
生活护理、卫生医疗、精神关爱等
照料服务；同时，通过协调教育部
门、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共
同搭建困境儿童特殊教育基地。

据悉，作为全市唯一的市级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综合服务平台，未保中
心同时还承担着协助指导全市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的任务。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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