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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北京将多维度维护四类困境儿童权益
� � 提起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
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我国中
西部一些贫困地区，似乎这两个
词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并无关联。 而事实上，由于多种
原因，这些大城市也存在一定规
模的困难群体， 且数量不容忽
视。 日前，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
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
童和留守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
意见》，将从多维度维护、拓展困
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在 2011 年建立了全
面的孤儿保障制度，并将部分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
围， 体现了一定的普惠发展。
2014 年以来， 北京市开展了适
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和
未成年人保护地区试点， 为困
境儿童和留守儿童保障制度发
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建设经
验。 2016 年，北京市民政局联合
相关委办局出台了《关于建立
北京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的意见》，提出完善困境儿童生
活保障等多项政策举措， 在孤
儿保障制度基础上， 初步建立
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该
意见的出台为北京市在“十三
五”时期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
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成因复杂，问题突出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困境儿
童类别多样，成因复杂且问题突
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活困难。 北京市城
乡低保、 低收入家庭儿童占比
高，其主要通过低保救助、临时
救助方式保障基本生活，保障标
准低，难以满足儿童健康成长和
发展所需。

第二，安全隐患大。 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不仅生活艰难，而且
大部分缺乏有效家庭监护，基本
人身安全面临问题， 流浪儿童、
留守儿童和受虐待、受侵害儿童
成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三，家庭负担重。 大病儿
童往往导致家庭因病致贫或因
病返贫，慢性大病儿童和重度残
疾儿童使得家庭长期背负巨大
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现实和
精神的双重压力。

第四，发展陷入困境。 儿童
困境普遍面临着缺乏发展和参
与机会，而留守儿童普遍缺乏心
理慰藉和情感支持、社会融入度
低，影响到健全人格的塑造。

为此，北京市政府此次出台
的《意见》将困境儿童具体划分
为四类：

一是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
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主要
包括城乡低保和低收入家庭儿
童；

二是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
不当甚至遭受虐待、遗弃、意外
伤害、不法侵害的儿童，主要包
括孤儿弃婴、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流浪儿童等；

三是因罹患重病或身体残
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
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主要包括残
疾儿童、重病儿童、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等；

四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陷
入临时困境的儿童，主要包括打
拐解救儿童、临时失去家庭依靠
的儿童等。

同时，结合北京市的特点和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指
18 周岁以下的任何人， 除非对
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
于 18 周岁”的国际通用概念，将
《意见》 有关儿童年龄（除特指
外）统一为“不满十八周岁”，弱
化了国务院 13 号文有关留守儿
童“农村”的地域限定和“不满十
六周岁”的年龄限定，做了适当
拓展。

多维度入手，确保儿童权益

根据《民法通则》和《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有关儿童
监护的规定，结合实际，该《意

见》首先强调了留守
儿童家庭和父母的
监护主体责任。

其次，对父母无
力监护、不能和不履
行监护职责且无其
他监护人的困境儿
童，要求公安部门和
民政部门及所属救
助、福利机构依法履
行各自职责，并突出
了基层街乡政府和
居（村）民委员会对
家庭监护的监督、督
促和社区培训、法治
宣传作用。

同时，《意见》中
也强调了政府和职
能部门通过政策创
制、培训指导和技术
支持，来加强对儿童家庭监护的
引导。

另外，《意见》提出建立健全
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保
护机制，一方面将救助保护机制
适用对象扩展为困境儿童和留
守儿童，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发挥
村（居）委会、儿童福利督导员和
社工服务机构等基层单位和力
量基础作用， 强化源头预防，在
“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
扶-监护干预”工作链条内，主动
向家庭延伸开展预防服务。

按照儿童福利层次的定位，
《意见》 提出完善困境儿童生活
保障和给予困境儿童临时性生
活保障，并建立困境儿童生活状
况跟踪评估，加强困境儿童生活
保障制度精细化管理。

同时，着眼于儿童成长风险
的共同规避和防范，北京市提出
了发展整合全市统一的、涵盖各
年龄段儿童的重大疾病和意外
伤害保险和保费分类补贴制度。
在教育保障领域，北京市提出对
学前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
困境儿童分类教育资助的举措。

此外，《意见》还提出健全困
境儿童和留守儿童保障工作体

系 ，构建市、区、街（乡）、社区
（村） 四级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
网络，市、区两级设立儿童福利
服务指导中心，街乡设立儿童工
作站，基层社区可因地制宜设立
儿童之家，这样的建设要求对于
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和儿
童救助保护机制的实施具有基
础支撑作用，同时要加强部门协
同，发挥好工青妇残等群团组织
的积极作用。

注重落实，亮点突出

该《意见》是北京市“十三
五”时期，面向困境儿童和留守
儿童群体做出的综合性制度安
排，有利于促进全社会树立现代
儿童发展理念，引导社会各界关
注、 关爱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
促进有关儿童各项制度的建设
和落实，加强困境儿童和留守儿
童监护与保障，逐步有效解决困
境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此次出
台的《意见》有如下几个亮点。

第一，注重制度创新，比如
在儿童监护方面，提出探索建立
困境儿童监护津贴制度；在完善

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方面，提
出建立困境儿童生活状况跟踪
评估制度，对监护干预状态儿童
建立临时性生活保障制度，整合
建立全市学生儿童重大疾病和
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在鼓励支持
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探索开展民
办服务机构分类管理试点，允许
民办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困
境儿童集中托养、康复训练等专
业服务。

第二， 强调任务落实。《意
见》 为推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度
设计注重衔接，二是任务分工明
确、路径清晰，三是加强设施和
人力配套建设，四是强化落实督
查，五是注重对信息化技术手段
的运用，提高政策执行的服务效
率和便民化程度。

第三，重心放基层。 比如，在
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监护方面，
一方面强调了家庭和父母的监
护主体职责，另一方面也强调了
遍布各地的儿童救助保护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对儿童临时监护、
照料抚养的兜底职责，以及基层
街（乡）政府、居（村）民委员会的
职责履行和作用发挥。

2017 年 1 月 21 日， 由新华
社举办的“中国网事·感动 2016”
颁奖典礼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
由网友从全国候选人中投票选
出的十位“草根英雄”依次揭晓。
在今年的获奖人物中，有人将毕
生奉献给红色信仰，有人把热血
抛洒在祖国边疆……他们用质
朴的心灵创造着感动时代的力
量，用平凡的故事书写着自己传
奇的人生。

80 后村医贺星龙。他是一名
村医，驻扎贫困乡村 16 年。 乡亲
有病，他 24 小时随叫随到；付不
起药费，费用他能免则免。 乡亲
们说他“比亲儿子还亲”。

“公益达人”刘天明。 他是一
位农民工志愿者，16 年来，众筹
助学金 350 多万，帮助留守儿童

300 多名， 成为外来工榜样，带
动了更多普通劳动者投身慈善

事业。
“好姐姐”刘美。 一个 80 后

自闭症康复治疗师，11 年来她为
1000 余名自闭症儿童及家长提
供康复训练和咨询，为 100 余名
教师提供培训，带动了社会对自
闭症的关注。

“胶鞋书记”庞启渊。 一个深
入一线摸底走访，精打细算制定
规划的第一书记。 他是村民口中
的“胶鞋书记”“过细人”，更是乡
亲们心里温暖的自家人、脱贫的
领路人。

南海岛礁上的“筑梦人”王
春。 天命之年扎根西沙岛礁，他
用了两年时间让渔民家喝上淡
水、亮起电灯、通上环岛路，让祖
国的最南端， 渔民安居乐业，海
鸟繁衍栖息等。

这些草根英雄来自山西、广
东、重庆、湖南、新疆、福建、贵州、

四川、海南等地，从全国的候选人
中经过媒体、专家评审、网友投票
等环节脱颖而出，他们的事迹“起
源于网、放大于网、互动于网、影
响于网”，他们的故事感动千万网
友， 为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网事·感动人物”评选
活动由新华社发起主办， 新华
网、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承
办， 自 2010 年起已连续举办七
届，是国内首个以基层人物为报
道和评选对象、由网友通过互联
网新媒体评选并传播的品牌公
益活动。 本届颁奖典礼由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新华善举基金、壹
基金和“爱的分贝”公益支持，乐
视视频独家直播。

（张明敏）

“中国网事·感动 2016”颁奖 十位“草根英雄”成为年度网络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