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李纪恒部长六一前夕视频连线
慰问农村留守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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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5
月 30 日下午， 民政部部长李纪
恒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慰问了
农村留守儿童小齐（化名）和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小泽（化名），代
表民政部全体机关干部向全国
所有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
祝福，向为关爱服务孩子付出辛
勤劳动的儿童福利工作者表示
敬意。

首先，李纪恒连线了贵州黔
东南州从江县农村留守儿童、侗
族小朋友小齐，亲切询问了小齐
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告诉她要
注意安全，理解父母务工艰辛，
从小学会感恩。 李纪恒反复叮
嘱其外婆注意保重身体， 一定
把孩子放在首位、放在心上，切
实履行好监护照料孩子的亲情
责任， 有困难可以向儿童主任
和村（居）委会干部反映。 之后，
李纪恒还连线了正在广东佛山
务工的小齐妈妈，嘱咐她尽好监
护职责， 平时多和孩子沟通，多
回家看看，做到“挣钱”和“顾家”
两不误。

接着，李纪恒连线了四川甘
孜州乡城县的藏族小姑娘小泽。

小泽母亲在她 9 岁时病逝，父亲
是重度残疾人，今年初和哥哥一
起被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范围， 每人每月可以领取
900 元生活补贴。 李纪恒表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最困难、最
脆弱的特殊群体之一，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去年，民政部
牵头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保
障政策，看到政策落地、儿童受
益，李纪恒感到很欣慰。 他鼓励
小泽兄妹好好学习，将来用自己
的双手撑起家庭、 照顾亲人、回
报社会。

李纪恒深情寄语儿童服务
对象和儿童福利工作者。 他指
出， 儿童福利工作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任重道远，各级民政部
门和全国儿童福利工作者要继
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
重要指示和关于儿童工作的重
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有
关决策部署，鼓足干劲，戮力同
心，持续推进儿童福利事业向前
发展。

李纪恒要求， 广大儿童福

利工作者尤其是儿
童主任要心怀 大
爱，尽心尽职，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各项
保障服务工作，及
时回应儿童和家庭
的需要和诉求 ，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
到他们身边， 在平
凡岗位上奉献赤
诚、书写大爱。

李纪恒呼吁 ，
各类社会组织 、专
业社工、 志愿者及
社会各界， 要发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中华民族尊老
爱幼的传统美德，
以更大的爱心善
举， 关心帮助各类
困难儿童，支持儿童福利事业发
展，共同营造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弱有所扶的良好社会环境。

李纪恒强调， 再好的政策，
也无法替代父母对孩子的亲子
之情。 每位父母都要切实承担起
抚养子女的主体责任，无论工作
多忙多累，生活多么艰难，都要

始终把孩子放在首位、 妥善照
料。 孩子们成长成才，将是父母
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李纪恒希望，广大农村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孤残儿童，无论
是成长在福利机构，还是生活在
困难家庭，都要怀揣梦想，珍惜
时光，自立自强，为改变自己命
运、改善家庭面貌、建设繁荣祖
国而刻苦学习、快乐成长。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陪同
视频连线慰问，启动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
策宣讲进村（居）”活动并作动员

讲话。
民政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在主会场参加活动， 各省（区、
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已开
通视频系统的地（市、州、盟）、县
（市、区、旗）民政部门相关同志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未开通视
频系统的地（市、 州、 盟）、县
（市 、区 、旗）民政部门相关同
志，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负责人， 儿童督导
员，儿童主任通过民政云视频系
统直播收看。

（据民政部网站）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部署要
求，“六一” 国际儿童节前夕，
民政部启动“政策宣讲进村
（居）”活动，拟利用一年左右
时间，对村（居）儿童主任、农
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及其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政
策宣讲， 旨在培训和指导广
大村（居）儿童主任提升业务
素质、提高关爱服务技能，引
导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强化监
护主体责任意识、 依法履行
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引导广
大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 提升自我保
护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保护作出重要指示， 党中央、
国务院先后就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 困境儿童保障、因
疫情影响导致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保护等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施。 开展“政策宣讲进村
（居）”活动，将更好把党中央、
国务院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关爱落到基层、 落到每
一名儿童身上， 让广大基层儿
童工作者和家长感受感知党的
关怀、了解掌握自己的义务、自

动自觉行使应有的职责， 让政
策法规制度在基层更好地扎根
结果、落地生花。

基层儿童工作者特别是村
（居）儿童主任工作在村（居）一
线，走村访户，直接服务家庭和
儿童，最懂乡情，最接地气，是
儿童关爱服务能否在基层落地
的关键。 近年来，民政部大力推
进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特
别是 2019 年会同相关部门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的意见》以来，明确了儿童督导
员、村（居）儿童主任工作职责，
加强了业务培训， 提升了基层
儿童工作队伍能力和水平。 截
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4.8
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
66.3 万名村（居）儿童主任的基
层儿童工作队伍， 成为关心关
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
主力军。

此次宣讲主要采取集中宣
讲的形式进行。 在活动启动仪
式上， 民政部邀请相关专家在
线讲授儿童主任工作职责要
求、方式方法等，通过手机视频
直播的方式为全国基层儿童工
作者授课，覆盖了所有村（居）
儿童主任。 此外，民政部专门录
制了《儿童主任履责篇》、《家庭
监护篇》和《儿童自护篇》三堂
示范课，并要求省、市、县级民

政部门都要至少选取一个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较多的村
（居）， 组织开展一次示范宣讲
课，为广大儿童督导员、儿童主
任开展宣讲提供示范样本，提
高宣讲的权威性、 影响力。 同
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充分运
用电视、微信、微博等群众喜闻
乐见、 行之有效的传播平台开
展宣讲，增强宣讲实效，提高传
播质量，扩大受众范围。

5 月 30 日下午， 民政部副
部长高晓兵出席“政策宣讲进
村（居）”活动启动仪式并讲话。
她要求各级民政部门相关负责
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协调，充
分发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和困境儿童保障领导协调机制
作用，加强沟通协调，统筹各方
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把政策宣
讲工 作作 为 打 赢脱 贫 攻 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
父母监护主体责任、 维护儿
童合法 权 益 的基 础 工 作来
抓。 她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集中宣讲活
动安排 ， 在宣讲过程中服从
当地党委政府疫情防控总体部
署，保障参与人员的安全，并把
疫情防控知识作为宣讲的内
容， 深入普及疫情防控科学知
识， 继续做好疫情期间儿童救
助保护工作。

（据民政部网站）

� � 民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在全国民政系统开展 2020 年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明确今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在全国民政系统范围内统一开
展“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
活动。

《通知》指出，本次活动围
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主题，宣传安全生产法规政
策， 严抓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
理责任落实和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 推动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
服务机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压紧压实安全管理行业监管和
主体责任，扎实推进问题整改，
坚决遏制民政服务机构重特大
事故发生，确保民政服务对象生
命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
要紧密结合实际，采取灵活多样
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增强从根本上
消除事故隐患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组织开展“排查整治进
行时”专题活动，对重点民政服
务机构排查整治工作广泛宣传
发动， 及时反映工作进展和成
效。 组织安全知识学习活动，指
导各类民政服务机构结合实
际，以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知识，
引导服务对象养成良好安全习
惯， 构建群防群治安全管理防
线。 开展上下联动集中宣传，加
大宣传报道力度， 积极营造关
心安全管理、参与安全发展的浓
厚舆论氛围。

《通知》强调 ，各级民政部
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民政服
务机构安全管理月” 活动纳入
全年安全管理重点工作计划，
与业务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同
检查、同落实。 要把各项活动与
解决当前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
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相结合 ，
与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切
实达到以活动促工作、 以活动
保安全的目的。

（据民政部网站）

民政部部署开展 2020年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动

民政部组织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