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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
优化布局和转型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

一是统筹谋划儿童福利机
构转型发展。 2020 年 10 月，江苏
省民政厅联合省编办、 省发改
委、省教育厅等 14 部门出台《关
于推进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
的意见》， 确立了集中养育儿童
福利机构在提高养育能力、加强
医疗保障、提升教育水平、优化
康复服务、完善社工体系、推进
安置工作和提供技能培训等 7
个方面的具体目标任务；理清了
县级儿童福利机构转型为未成
年人救助中心后需要担负的职
责以及儿童移交的规范程序和
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不同类
型儿童福利机构的建设标准、人
才配置和智慧建设等具体内容；
提出再经过 2 年的努力，统筹打
造一批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全
面完成儿童福利机构优化区域
布局和转型发展的任务。 同时，
以编制江苏省“十四五”规划为
契机，制定全省儿童福利工作专
项规划，将儿童设施设备服务纳
入省政府专项规划统筹推进。

二是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建设
规范化的指导。出台《江苏省儿童
福利机构儿童康复服务规范》，对
儿童福利机构康复工作的规划、

运营、服务等工作进行规范，从标
准化的角度促进儿童福利机构康
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省民政厅、
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等四
部门联合出台了通知， 规范了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名称， 明确
了工作职责，加强了人员配备，落
实了经费保障；要求所有县（市）
要依托儿童福利机构或救助管理
机构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场
所。 省民政厅联合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出台了《江苏省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明确了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数
量与专业要求、 救助保护的标准
化处置程序、 救助帮扶干预的频
次与频率等关键内容。

提升儿童福利机构
专业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儿童福利机构专
业能力建设。 依托 13 个设区市
和儿童数较多且整体实力较强
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规划集中
建设一批集中养育儿童福利机
构，重点加强医疗、教育和康复
能力建设。 院内设置医务室或门
诊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特殊
教育注重综合性，与医疗康复有
机结合， 打造康复特色专科，并
向社会散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

儿童延伸，开展康复指导、特殊
教育、临时照料、精神慰藉和定
期探访等工作。

二是进一步做好收养工作。
坚持不懈地把涉外收养工作摆
上福利院工作的首要位置，不断
健全弃婴的接收、救治、安置机
制，提高弃婴的养育质量和抚育
水平，坚持依法收养、规范收养。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收养评估机
制，将收养评估工作内容逐步扩
大到对送养家庭的监护能力评
估，切实保障被收养对象权益。

三是实施“强基工程”，进一
步抓好基层儿童福利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 按照“分层级、多样
化、全覆盖、可操作”的要求，持
续开展儿童福利工作业务骨干、
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等人员
的培训，提高其政策水平和实务
能力。 加强民法典、未保法的宣
传和贯彻，提升村（居）儿童主任
理解政策、把握政策能力，推进
政策落地；增强儿童主任的专业
能力和实务技能，夯实高质量儿
童福利工作根基。

此外，通过加强工作指导和
发放补贴，打造一支由城乡社区
工作者和各类人员组成的，熟悉
业务、掌握政策的基层儿童福利
服务队伍，贴身服务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切实做到基层儿童福

利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推进各
项儿童福利政策在基层“最后一
公里”的全面落实。

推动各级儿童福利机构
转型发展

一是构建四级儿童福利工作
阵地。在设区市一级，至少要建设
一个集养、治、教、康于一体的区
域性儿童福利机构， 集中养育本
区域内的孤弃儿童和特殊困境儿
童，开办特殊学校和特教幼儿园，
向所有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服务。
在县（市、区）一级，要建有一个独
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或儿
童福利机构，做到人员、场地和经
费到位， 面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开展政策宣讲、 提供关爱
保护，对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开
展培训和工作指导， 服务广大的
儿童群体。乡镇（街道）一级，要建
有省定标准的儿童“关爱之家”，
有专业的社会组织运营， 面向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做好指
导、摸排、探访、帮扶、照料服务等
工作。在村（居）一级，要建有儿童
服务站（点），成为关爱保护儿童
的前沿阵地， 打造成儿童类社会
组织、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提供关
爱服务的爱心场所。

二是优化儿童福利机构功
能布局。 对院内养育儿童数量
少、基础设施差、专业力量弱的
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将抚养的儿
童向设区市级儿童福利机构移
交。 原儿童福利院全部转型为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面向以困
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为重点
的全体未成年人， 开展政策宣
讲、关爱保护、救助帮扶和保障
服务，对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
开展培训，指导儿童“关爱之家”
建设和运营。

三是提升标准化儿童福利
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区域性儿童

福利机构康复、特教和对外服务
能力；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综
合协调能力，发挥指挥协调中心
作用，面向散居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 重病重残儿童等，提
供精准排查、临时监护、临时生
活照料和应急救助等服务；提升
乡镇儿童“关爱之家”规范服务
能力，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提供
多方位服务；提升村（居）儿童服
务站点及儿童主任政策宣讲、强
制报告、精准排查和落实保障等
能力，筑实儿童福利工作基石。

指导地市开展试点探索

鼓励地市创新实践。 推动常
州、泰州、镇江 3 个设区市先行
先试，将市级儿童福利院转型为
集中养育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
育辖区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的儿童。 3 市所辖的 6 家县级儿
童福利机构采取“原地出资、异
地代养”的方式，将所抚养的儿
童移交给所属市级儿童福利机
构，签订代养协议，明确代养双
方权利义务、经费保障、终止条
件等内容。 6 家县级儿童福利机
构全部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 在当地民政局的指导
下， 积极开展困难儿童监测评
估、个案会商、服务转介、技术指
导、精神关怀等服务，针对重点
个案组织部门会商和帮扶救助，
积极培育儿童类社会组织，在儿
童福利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徐
州、 盐城等市依托市儿童福利
院，充分发挥专业力量、先进技
术、管理理念等优势，主动开门
办院，为困境儿童家庭提供儿童
养育培训和指导， 链接医疗、教
育、康复等资源，形成了以福利
院为中心、 指导中心为平台、服
务站为抓手的儿童服务网络，解
决儿童福利工作“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据中国民政）

� � “李师傅，这段时间家里怎
么样，妻子病情还稳定吧？ ”“五
一”假期，武汉市汉阳区金龙花
园社区的社区工作者肖丽芳、周
欣依然坚守岗位， 早上 8 点多，
她们在芳草园小区内“红色驿
站”开完晨会，穿过小区广场径
直就来到居民李志成家中。

“病情时好时坏，谢谢你们
惦记。 ”李志成赶忙把两位老熟
人让进家里。 客厅里，躺在床上
的妻子李玉兰也坐起身来，拉着
肖丽芳、周欣的手，话匣子一下
子打开了。

“老人家需要多陪伴，常来
看看，有助于她的病情恢复。 ”肖
丽芳是金龙花园社区的党总支
书记，她告诉记者，李志成、李玉
兰老两口未与子女同住， 几年

前，李玉兰因病多次住院，这家
人便成了社区关注的重点人群。

李志成说，疫情之前，社区
工作者多是电话嘘寒问暖，疫情
之后， 小区内建起了“红色驿
站”，社区工作者常驻小区，上门
服务成了常态。

建设“红色驿站”是武汉市
汉阳区着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百米”的重要举措。

武汉市汉阳区组织部副部
长李善华介绍， 小区是市民生
活、情感和价值的共同体，天然
就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 因此，
必须进一步延伸基层治理触角，
将基层治理落实到居民小区。

当地全面推行“支部建在小
区”，按照应建尽建、分类推进的
原则，在全区 480 余个小区全覆

盖建立小区综合党总支。 同时，
根据群众需求和工作需要，依托
物业企业、业委会工作场所等空
间，推进小区“红色驿站”建设，
为党员群众提供贴身服务。

刷一下身份证，轻触下电子
屏，老年证即实现成功年审……
这是记者在新新社区新新人家
小区“红色驿站”看到的场景。 63
岁的郭光锁在社区工作者的帮
助下，在小区里便完成此前必须
去社区服务大厅办理的事项。

“在家门口能把事情办好，很
方便我们老人。 ”对于小区“红色
驿站”的服务，郭光锁十分满意。

新新社区党总支书记肖华
介绍，目前社区服务大厅除保留
党务服务、 政务服务窗口外，其
他社区工作者全部入驻“红色驿

站”，全天候下沉小区。 包括老年
证办理、高龄津贴年审、退休年
审、个人社保业务申报等日常民
生事务，均可在小区内办理。

有事找驿站， 没事去驿站。
记者注意到，武汉市汉阳区各小
区的“红色驿站”不仅是办事窗
口，更是提供党群服务、红色物
业服务、民调服务、志愿者服务
的综合体。 通过整合社区的资
源，一大批党员干部和居民得以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在夹河社区瓜堤后地小区，
71 岁的小区志愿者周洪新指着
硬化刷黑后的小区道路告诉记
者，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四处违
建、垃圾成堆，居民对此怨声载
道。 后来，小区党支部召集下沉
党员、志愿者、居民骨干、民调员

齐聚“红色驿站”进行商议，通过
引进红色物业、争取基础设施改
造项目。 最终，小区道路脏、乱、
差问题得以破解。 此外，小区还
新增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和监
控系统。

“现在环境好了，住着也更
安全了。 ”周洪新说，大家都觉
得，“红色驿站”进了小区，大家
过得更舒心了。

“‘红色驿站’要进一步实现
大门常开、 居民常来、 服务常
在。 ”武汉市汉阳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陈革鸿表示，汉阳区将聚
焦建强小区党组织，下沉治理力
量，延伸治理末梢，真心实意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升居
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据新华社）

“红色驿站”进小区 贴心服务“零距离”

常州儿童福利院组织孩子们出游

� � 儿童 福 利 机 构 建 设 是
加 强 儿 童 福 利 工 作

的重要载体 。 近年来 ，江苏省
积极推 进 儿童福 利机构优 化
区域布局和转型发展 ，全省集
中养育 儿 童的福 利机构已 从
63 家精减到 41 家 ，22 家儿童
福利机构有 序向 未 成 年人 救
助保护机构转型 ，为江苏省儿
童福利机构高质 量 发 展奠 定
了良好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