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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部署
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序

疫情发生以来，民政部党组
多次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严格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2 月
26 日，专门召开全国民政儿童福
利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研究分析民政儿童福利机构疫
情防控形势、问题和困难，部署
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采取视
频会形式先后召开 11 次党员大
会，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
任务抓好抓实， 坚持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印发疫情
防控工作通知和防控指南，督促
地方抓好贯彻落实，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
击战。

1 月 27 日，民政部办公厅印
发《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南（第一版）》，要求各机
构必须成立机构防控领导小组，
制定防控应急预案， 并制定了
10 项务实举措， 要求各级儿童
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实行封闭式管理， 谢绝一
切来访人员，全面防范、杜绝可
能的传染源进入儿童福利领域
服务机构。

2 月 11 日，民政部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
护工作的通知》， 部署做好因疫
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
助保护工作。

2 月 18 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疾病防控和救治
工作的通知》， 就儿童福利领域
服务机构全面做好儿童疾病防
控和救治工作进一步做出具体
部署。

3 月 14 日，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下发《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
护工作方案》，指导各地及时发
现报告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
失儿童情况， 有效落实监护和
照料责任。

3 月 24 日，民政部联合教育
部发布《关于统筹推进儿童福利
领域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复学
相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儿

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进一步落
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按照
属地联防联控机制工作部署，稳
妥有序做好复工复产复学相关
工作。

一系列有效政策措施接连
出台，确保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
控工作有力、有效。

科学管控
守牢抵御疫情严密防线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
责任。

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紧
盯“外防输入”环节制定措施，采
取区域管控、全院管控、封院管
控、战时状态军事化管控等分类
递进管控等级，进一步将防控工
作做细做实。

湖北省各儿童福利机构积
极争取政策支持，将机构纳入当
地疫情排查联防联控整体部署。

孝感市儿童福利院提出“用
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用活动
管心”的工作机制，采取最严格
的管控手段，确保机构内儿童的
绝对安全。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启动“四
个一应急处置机制”，采取“最严
格的阻断、最严格的程序、最严
格的检测、最暖心的服务、最严
格的督导、最坚强的力量”，全面
加强内部疫情防控。

为督促各地抓好政策落实，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及时汇总各
地工作情况、 分析研判形势、及
时指导地方因地制宜完善政策
措施， 通过微信工作群等方式，
分片联系指导相关省份做好防
控工作。

各级民政部门实行“零报
告”制度，每日汇总报告本地儿
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和服务对
象疫情防控情况。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 民
政部儿童福利司利用微信视频
手段，对全国儿童福利服务机构
开展“随机抽、远程查”，实现了
对全国儿童福利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抽查的全覆盖。 利用
“钉钉” 在线视频会议平台，组
织全国儿童福利机构负责人开
展了五期疫情防控工作培训，
培训人数达 1500 余人。 系统梳
理儿童福利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重点，制作成动漫图解，下发给
各地儿童福利机构， 直观实用，
便于操作。

问题导向
适时调整优化防控举措

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儿
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工作也不
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针对有报道称部分韩国、日
本居民涌入山东等地的问题，民
政部儿童福利司及时指导当地
儿童福利机构严防死守、高度警
惕、加强防范措施。

针对湖北部分儿童福利机
构医疗物资短缺问题，民政部紧
急协调多家基金会向湖北特别
是武汉进行支援。

针对视频检查福利机构疫
情防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搞好
“回头看”，跟踪督导，不解决问
题不收兵。

针对因疫情影响造成儿童
监护缺失的问题，举一反三扩大
排查范围，及时对这部分孤儿或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分
类实施生活照料，开展必要心理
慰藉。

针对个别省出现无症状感
染者的问题，就统筹推进儿童福
利领域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
学工作专门下达通知，点对点实
施指导，明确落实办法。

精准施策
兜住困境儿童保障底线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 为进一步做好因疫情影响

造成监护缺失儿童的救助保护
工作，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及时
完善政策体系，兜住监护缺失儿
童保障底线。

全面排查， 及时发现报告。
各地通过入户、电话、视频以及
部门信息共享等方式，对儿童监
护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做到“不
漏一户、不漏一人”。

浙江省湖州市通过儿童督
导员、儿童主任、社区工作者入
户摸排、热线电话报告、卫健部
门通报等多种途径排查因疫情
造成监管缺失儿童的情况。 广东
省珠海市通过远程沟通、共享社
区疫情防控排查工作信息等办
法， 实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孤儿等监护情况。

分类施策， 落实临时照料。
针对监护缺失儿童照料难题，各
地采取寻找有效监护人、社区代
管、未保中心托管等方式加强监
护照料。

四川省督促监护人履行监
护责任，指导乡镇、村居为其指
定监护人， 签订委托监护确认
书，使监护缺失儿童得到妥善照
料。 对于无法落实照料人的，上
海市要求送至辖区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困境儿童临时照料
场所），并由民政部门落实专人，
提供临时生活照料。

救助帮扶， 确保应助尽助。
为保障困境儿童（孤儿）基本生
活费、 临时生活补贴足额发放，
各地采取简化手续加快办理，实
施纸质台账管理。

河北省坚持儿童优先，因
地制宜，简化审批程序，及时受
理疫情期间申请救助的 317 名
儿童， 累计发放生活补贴 1162
万元。 江苏省对疫情期间新申
请困境儿童生活保障的， 优化
简化申请工作流程， 采取不见
面网上办理， 事后补齐相关资
料等方式快速办理， 当月纳入
保障范围。

广东、黑龙江、江西、安徽、
山西等地还专门开通了 24 小时
儿童救助保护热线，为困境儿童
提供关爱帮扶服务。

共克时艰
凝聚齐心战疫强大力量

“每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
堡垒， 每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
党旗”，各地儿童福利机构党组
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号
召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党员先锋队”“党员突
击岗”相继成立；众多职工主动
请缨，写下“决心书”“请战书”，
全力保护孤弃儿童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越是危难时刻， 越是重任
在肩。

儿童福利机构全封闭 60
多天， 广大干部职工克服种种
困难，吃住在机构内，与孤弃儿
童日夜相伴， 守住了儿童福利
机构一片净土， 涌现出许多爱
暖童心、 情系孤弃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

陕西省宝鸡市儿童福利院
围绕疫情期间先进人物和事迹，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黑龙江省牡
丹江市儿童福利院一名高三年
级孩子拍摄的微视频《春来疫
去、为爱守护》，反映了福利院干
部职工的平凡和伟大， 感人至
深； 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连续制
作了“康复篇”“婴幼篇”等五期
专题视频； 湖北省武汉市儿童
福利院护士徐明红， 抱着今年
刚出生的婴儿武曙光， 写下了
题为《希望·曙光》的诗歌，感动
了无数网友。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针对疫
情防控阶段性特点，围绕儿童福
利领域疫情防控总体工作、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湖北省儿童
福利领域抗击疫情以及三八妇
女节专题慰问四方面内容，编辑
专题报道，广泛宣传。 开展“最美
爸爸妈妈” 精彩瞬间采风活动，
倡导有兴趣爱好的干部职工采
取手绘、摄影、拍摄微视频等形
式，制作反映广大儿童福利工作
者风采的好作品，积极向各级新
闻媒体投稿，凝聚起同心奋进的
磅礴力量。

战“疫”时期，儿童福利领域
服务机构干部职工把使命放在
心上，把责任扛在肩头，全力守
护儿童健康安全，用爱心与担当
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抗疫战歌。

战斗正未有穷期。 让我们一
鼓作气，带着必胜的信念，继续
奋勇前进！ （据《中国民政》）

� �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儿童福利机构内儿童、困境儿童和农村
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属易感人群， 尤其是机构内儿童大多患有基础
性疾病，自身抵抗力差且集中居住，更是防范的重点，他们的安危备
受关注。 如何严防死守，全力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一场
硬仗、一场大考。

在这场艰巨的抗疫保“未”战疫中，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干部
职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担当尽责， 英勇奋
战，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构筑起一道道牢不可破的安全
防线，交出了一份令人欣慰的合格答卷：目前，15 个省份发现报告并
救助保护了 393 名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全国 1217 家儿
童福利机构、1806 家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内儿童和 17.7 万社会散
居孤儿无一人感染。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的老师和孩子们用手势舞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儿童福利院的护理人员在为孩子们的卧室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