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5 日，中国机构编制网正式发布《民政部职能配置 、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以下简称 “三定 ”方案 ），其中，儿童福利司
的出现引起各方关注。 综观机构沿革历史，这是民政部首次单独就
儿童福利设立相关司局。

此前， 民政部负责的儿童福利相关工作主要集中在弃婴和孤儿
的安置、收养，但从近年来社会呼声和出台政策来看，困境儿童、留守
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的福利工作将会是儿童福利司的重要职责。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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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设“司”

儿童福利行政管理踏上新台阶

首次设立儿童福利司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早已
放出风声的民政部“三定”方案
终于正式对外发布，消息来自中
国机构编制网，几乎同时，中国
政府网也转发了方案全文。

此时，民政部正在召开今年
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立即
有敏锐的记者就“三定”方案举
手提问。

当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发
布几项有关儿童福利的系列政
策，王金华随即就“三定”方案中
儿童福利司的设立进行了解读。
王金华为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
长，此前，该司设有儿童福利和
收养处。

很巧，这是民政部首次设立
儿童福利司，在几个新增设的司
中，它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此次民政部机构改革设立
了儿童福利司，我觉得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王金华
一开头就用这样的高度评价儿
童福利司的出现。

行政管理级别“升格”

综观民政部的机构沿革历
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儿
童福利的相关职能并未得到很
好地体现。

在 1988 年的“三定”方案中，
民政部的主要职责只字未涉及
儿童，仅令当时的社会福利司负
责儿童福利院的工作。

然而，次年，全球多国首脑
共同签署《儿童权利公约》，这一
事件在外部推动了我国对于儿
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进程。

1990 年 8 月，我国常驻联合
国大使也在这一公约上签字，中

国成为第 105 个签约国。
三年后，民政部的再一次机

构改革中，儿童福利的工作职能
便大幅增加———社会事务司除
负责儿童收养工作外，还负责制
订有关儿童收养的政策法规并
监督实施，并指导地方保护妇女
儿童权益。

2008 年，儿童福利的工作职
责转移至新成立的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出任该
司司长。

回应社会呼声

王振耀回忆，当年，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下设有儿
童福利处，“一个处就两三个人，
最多四五个人，应对一个协调几
十个部委的议事协调机构有些
吃力，也不平衡”。

此次，儿童福利司的设立可
谓顺应了社会及儿童福利领域
专家的多年呼声。

自从中国加入《儿童权利公
约》后，我国政府在普及公平的
儿童福利服务工作方面就出台
了一系列的政策。

至 2014 年，就有艾滋病“四
免一关怀”、农村低保、城市贫困
人口住房保障、免费普及义务教
育、新农合、孤儿养育津贴、儿童
发展纲要和艾滋病患儿补助金
等 8 项重大措施，政策出台密度
之大和覆盖领域之广都可谓史
无前例。

近两年， 民政部等 27 个部
门又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
筹协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旨在强化部门间的协
作配合；《民法总则》 则规定，没
有合适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主要
由民政部门兜底监护；民政部还

首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设立
了专门业务处……

2014 年左右，为了应对愈趋
严重的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我国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探索

“儿童福利主任”制度。
截至去年， 全国 31 个省份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全
面建立，设立了 12.7 万专职儿童
主任和 17.8 万个儿童活动场所。
此外，多地困境儿童津贴提标扩
面，21 个省份探索建立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纳
入孤儿、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范围困境的儿童达
770 万名;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
联合开展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工
作， 全国 83 家慈善组织开展儿
童大病救助项目 160 余个，为极
重病儿童实行托底保障……

在新世纪的头 20 年， 我国
儿童福利工作的进展可谓突飞
猛进，但其中的弊端也难以避而
不视。

长期以来， 我国儿童社会
福利的管理职能并不统一，分
散于各个职能部门中。 如，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儿童医疗
卫生保健服务， 教育部负责儿
童教育福利， 妇联和公安部负
责儿童保护。

儿童福利缺乏一个专门负
责的部门，“九龙治水”现象比较
突出，仅靠民政部的一个处来协
调这些单位和部门，力量显然远
远不足。

11 年后的今天，儿童福利行
政管理级别首次升格为“司”，已
身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的王振耀评价说：“政府部门
的‘司’级在国家机关中相对独
立，机构建制加强，能独立行使
行政管理职责。 ”

弃婴、孤儿逐年下降

民政部作为与儿童福利关系
最为紧密的行政管理机构， 由于
历史原因，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 其相关职能仅限于弃婴和孤
儿的安置与收养工作， 更简单地
说，即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工作。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家
庭负担能力的不断提升，因经济
困难遗弃和送养儿童的现象逐
年递减，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工
作已远不如从前繁重。

据民政部的最新数据，我国
目前共有孤儿 34.3 万人，比 2012
年的 57 万人下降了近 40%。

近 10 年民政部收养登记数
据的下降趋势也从另一个侧面
给出佐证———2018 年，全国办理
收养登记 15143 例，是 2009 年数
量的 1/3。

而在全国的 34.3 万孤儿中，
又仅有 6.8 万人在儿童福利机构
集中供养，占不到 20%，多为残疾
或患病儿童。 余下的大部分孤儿
均散居在家庭中，对此，民政部
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分析道：
“随着二孩政策的调整， 随着民

生保障制度、兜底保障相关政策
的出台，家庭送养意愿在降低。 ”

1 月 25 日， 民政部社会事
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则透露，目前
全国共有儿童福利机构 1217
家，机构总床位已超 10 万张，远
远满足 6.8 万名集中供养孤儿
的需求。

此外，王金华还指出，现在
越来越多的国内家庭开始收养
轻度残疾儿童或病愈康复的孤
弃儿童，这无疑也将进一步减轻
民政部门集中供养儿童的负担。

困境、 留守儿童成为工作
重心

拟订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
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
策、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
度，指导儿童福利、收养登记、救
助保护机构管理工作。

在官方给出的儿童福利司
职责中，孤弃儿童保障和收养登
记工作的相关字眼仍然不少，但
在集中供养孤儿日益减少的形
势下，新设立的儿童福利司的工
作重心将不再侧重于此。

与此对应， 数量日益庞大、
社会事件频出的困境儿童和留
守儿童将成为该司重点关注的
群体。

实际上，早在 2008 年，民政
部等 15 个部门联合出台的一份
文件即扩大了儿童福利保障的
对象， 既包括集中养育的孤儿、
弃婴，同时也包括社会上的散居
孤儿，还包括事实上无人抚养的
未成年人，即流浪儿童、服刑人
员的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儿童。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
见》，明确困境儿童还包括三类：
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 照料、护
理、社会融入困难的；因家庭贫
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困难的；
因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导致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侵害的。 这
份《意见》正式标志我国儿童福
利保障范围向困境儿童拓展。

同年 2 月，民政部在社会事
务司下设未成年人（留守儿童）
保护处，是国家层面政府职能部
门中第一个内设的专门性未成
年人保护机构；两个月后，国务
院又批准设立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留守儿童问题得到国家前所未
有的重视。

“在总体机构和编制不增
加的情况下，设立儿童福利司，
是儿童福利工作一个新的里程
碑。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
金华表示，“儿童福利司的设立
有利于解决民政部相关职能碎
片化问题、 有利于统筹设计我
国的儿童福利制度、 有利于系
统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儿童福
利制度。 ”

� � 中国签署《儿童国际公约》是推动儿童福利制度改革的外在动力
之一（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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