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gures02 数字
２０20．4.2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4 月 22 日，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在京发布《2019 年
儿 童 福 利 与 保 护 十 大 进 展 》。
2019 年，是我国儿童福利与保护
快速发展的一年。

32 项国家文件出台，儿童福
利政策环境持续优化；22 个省份
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保
障制度；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成立
对现代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
度持续加强 ；0-3 岁婴幼儿托育
服务和 3-6 岁学前教育取得双
重突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全面建立 ；上海 、贵州两省份率
先建立儿童性侵施害者限制从
业制度；青海创建“五位一体”儿
童医疗保障兜底模式；社会组织
对出生缺陷儿童干预救助发挥
重要作用；儿童公益项目和大额
捐赠持续增长。

1. 32 项国家文件出台 ，儿
童福利政策环境持续优化。

2019 年是我国儿童福利与
保护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
一年，在儿童福利、生活保障、教
育发展、医疗健康和儿童保护四
大领域共出台 32 份政策文件，
进一步促进了现代儿童福利与
保护政策环境的优化升级。

生活保障方面，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 8 份文
件，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困境儿童的保障工作；

教育发展方面，出台《保障
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子
女不失学辍学》等 10 份文件，进
一步缩小教育资源城乡、地区间
差异，困境儿童成为关注重点；

医疗健康方面，出台《“孤儿
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施办
法》等 10 份文件，加强特殊困难
儿童专项救治；

安全保护方面，出台《关于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通知》等 4 份文件，重点关注儿
童成长，强调在预防性工作中发
挥多方力量。

2. 22 个省份建立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补贴保障制度。

2019 年，民政部等 12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出
台专门意见。 根据公开数据不
完全统计， 截至 2019 年底，北
京、内蒙古等 22 个省份建立起
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生活补
贴制度。

在保障对象范围方面，北
京、福建、湖北、黑龙江 4 省份拓
宽保障对象范围，北京加强对儿
童监护人的扶持力度；在补贴金
额方面，最高的是天津、北京、上
海， 分别达到 2420 元/月、1980
元/月、1800 元/月； 其次是内蒙
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
建、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 15 个
省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津贴标
准均超过 1000 元/月。

3.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成立
对现代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2019 年，民政部调整机构职
能，单独设立儿童福利司，这是
实现多头管理归口、应对当前儿
童福利发展挑战、践行以儿童利
益最大化为原则、满足新时代儿
童发展多元需求所采取的重大
举措。

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儿童
福利发展的关键， 这一机构建制

改革对于更好地满足我国儿童福
利发展， 加速现代化儿童福利体
系的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
持续加强。

自 2015 年四部门《关于依法
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颁布以
来，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剥夺父
母监护权的司法案例逐年增加。
截至 2019 年底，据中国裁判文书
网及媒体报道，梳理出 110 个因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而被撤销监
护权的案件，涉及 29 个省份，其
中撤销监护权案例较多的省份
有江苏（14 例）、广东（10 例）、浙
江（9 例）、四川（9 例）、山东（8
例）、重庆（5 例）、安徽（5 例）。

2019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进入议程，首次提出强化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第一责任、确
立国家亲权责任等重要举措。 上
海市判处某位遗弃儿童的母亲
在缓刑考验期内接受强制亲职
教育，政府承担监护职责和强制
父母亲职教育的司法案例走入
大众视野。

5.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和
3-6 岁学前教育取得双重突破。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
“幼有所育” 上取得新进展，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
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开
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
作的通知》， 提出要把婴幼儿照
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进一步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供给，为解决“入托难”“入园
难”问题指明发展方向。

截至 2019 年底，上海、江苏、
湖北、四川等地出台地方规范积
极探索婴幼儿照护养育服务，尤
其是 0-3 岁婴幼儿托幼服务的
管理体制、 工作机制和服务模
式，力图建立公益普惠、符合民
生需求的婴幼儿照护养育服务
体系。

2019 年 1 至 11 月， 全国共
摸排城镇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
4.21 万个并对存在规划、建设、移
交或普惠不到位等方面问题的
幼儿园进行整改，确保小区配套
幼儿园提供高质量普惠性服务。

6.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全面建立。

2019 年，我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全面建立，在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的意见》 的基础上，20
个省份扩大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年龄范围，11 个省份放宽对申
请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21 个
省份提高本地救助标准，8 个省
份创新增加救助内容。

7. 上海 、 贵州两省份率先
建立儿童性侵施害者限制从业
制度。

2019 年 5 月， 上海市发布
《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
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8 月，
贵州省出台《关于在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行业建立违法犯罪人员
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成为全
国率先建立儿童性侵施害者从
业限制制度的省份。

从适用行业来看， 教师、培
训师、 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
教练、医生、保育员、保安、门卫、
医生、保育员、驾驶员等为禁止
儿童性侵施害者从业范围。 从实

施情况来看，应聘个人有强制报
告的义务，招聘单位应依法做好
违法犯罪记录的审查工作，贵州
省提出建立违法犯罪信息查询
系统。

8. 青海创建 “五位一体”儿
童医疗保障兜底模式。

2019 年，公益补充保险进一
步在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中发挥
重要补充作用，青海推行“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公
益补充保险+慈善救助” 五位一
体救助保障模式，凭借较早与慈
善组织建立工作机制、充分借助
公益力量、加大患儿保障力度等
特点，现已基本实现了困难白血
病患儿免费治疗。

9. 社会组织对出生缺陷儿
童干预救助发挥重要作用。

2019 年，社会组织在出生缺
陷宣传教育、检测干预、人才培
养、疾病救助等方面影响力持续
增加。 截至 2019 年底，已有 3 家
出生缺陷防治类基金会，93 家生
殖健康类社会组织，113 家妇幼
健康类社会组织。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是目前国内该领域救助规
模最广、资金体量最大、救助病
种最多的慈善组织。 在其帮助
下，云南省 2019 年落地“出生缺
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并开展首
次培训，探索建立规范化出生缺
陷防治人才培训模式。

10. 儿童公益项目和大额捐
赠持续增长。

2019 年，儿童类社会捐赠总
额巨大、数量较多。 据不完全统
计，全年儿童类大额社会捐赠和
社会公益项目共 40 项， 其中儿
童教育 19 项，儿童医疗 15 项，儿
童生活保障 2 项， 儿童保护 1
项，综合项目 3 项。

儿童教育和儿童医疗类项
目是捐赠重点。 2019 年儿童类大
额社会捐赠额为 28.5 亿元，较上
年有较大增幅。 各类捐赠中，儿
童教育捐赠数额最大，为 15.8 亿
元，占 55.25%；儿童医疗捐赠数
额次之，为 12.6 亿元。

2019 年儿童福利与保护十大进展发布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各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创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