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培育和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社会组织，到 2025 年，实现
未成年人保护专业性社会组织县（市、区、旗）全覆盖。

大力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充分发
挥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资源链接、 能力建设、 心理干
预、权益保护、法律服务、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
收养评估等专业优势，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健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慈善行为导向机制，依托全国儿童福
利信息系统、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等加强数据共享和供需对
接，引导公益慈善组织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服务。

6 月 8 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强调，要加强未成年人保
护领域社会组织建设。

《意见》同时要求将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
导性目录，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
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
提供专业服务。

同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意见》发布会。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发布
会上表示，这个《意见》是国务院未成年人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制发
的第一个文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的一个最新制度成果，也是我们围绕如何更好地落
实《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制定的一个配套政策。 这个政策从六个方
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有关条款落实。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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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专业性社会组织
2025 年将实现县（市、区、旗）全覆盖
设定 2025 和 2035 目标

《意见》明确了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 上下衔接贯通、
部门协调联动的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制度体
系逐步健全，与未成年人保护法
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
善，工作力量有效加强，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发生率明
显下降，全社会关心关注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氛围显著增强。

到 2035 年，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与人口发展战略相
匹配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全面建立，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成为各部门、各行业和社会各
界的行动自觉，成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
之一，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
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得
到更加充分保障。

《意见》强调，要坚持党对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领导。 把党的
领导贯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思
想道德教育和权益维护保障相
融合，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则。 以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平
等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和参与权等权利，促进未成年
人全面健康成长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
规划和配置公共资源等方面优
先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和需求，
在处理未成年人事务中始终把
未成年人权益和全面健康成长
放在首位，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
到特殊、优先保护。

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加强全局谋划、统筹布局、整体
推进，有效发挥各级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
指导作用，着力补短板、强弱项，
强化顶层设计、部门协作。 坚持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政治性、群
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积极推动
各方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
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
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

加大社会保护力度

为了实现目标，《意见》在重
点任务部分，围绕强化家庭监护
责任、加强学校保护工作、加大
社会保护力度、完善网络保护工
作、强化政府保护职能、落实司
法保护职责六个方面，提出了 25
条工作要求，都是围绕《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有关法律条款的细
化、实化，针对目前工作中的短
板问题提出的操作性措施。

《意见》在加大社会保护力
度方面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是有效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 指导国家机关、村（居）民委
员会、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效履行
侵害未成年人事件强制报告义
务，提升识别、发现和报告意识

与能力。 建立强制报告线索的受
理、调查、处置和反馈制度。 加强
强制报告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的宣传培训和教育引导工作。 依
法依规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组
织和个人予以惩处。

二是切实发挥群团组织作
用。 共青团组织要大力推动实施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依托“青
年之家”、“12355 青少年服务
台”、“青少年维权岗” 等阵地有
效维护青少年发展权益。 妇联组
织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被委托人的家庭教
育指导，依托“儿童之家”等活动
场所，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
支持。 残联组织要加强残疾未成
年人权益保障，落实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 指导有条件的地
方，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
范围，放宽对救助对象家庭经济
条件的限制。 工会组织要积极开
展职工未成年子女关爱服务，推
动用人单位母婴设施建设。 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组织
要在职责范围内协助相关部门
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是积极指导村（居）民委
员会履行法定职责。 指导村（居）
民委员会落实专人专岗负责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法定要求，每
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
主任，优先由村（居）民委员会女
性委员或村（社区）妇联主席兼
任，儿童数量较多的村（社区）要
增设补充儿童主任。 推进村（社
区）少先队组织建设。 持续推进

“儿童之家”建设。 鼓励村（居）民
委员会设立下属的未成年人保
护委员会。 指导村（居）民委员会
落实强制报告和家庭监护监督

职责，提升发现报告能力。 加强
村（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
设施建设，推进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文化活动室等服务设施
向未成年人开放。 指导村（居）民
委员会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
相关政策宣讲、知识培训活动。

四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领
域社会组织建设。 培育和发展未
成年人保护领域社会组织，到
2025 年，实现未成年人保护专业
性社会组织县（市、区、旗）全覆
盖。 大力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领域
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充分
发挥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中资源链接、 能力建设、
心理干预、权益保护、法律服务、
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矫治、
社区矫正、 收养评估等专业优
势，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 健全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慈善行为导向机制，依托全
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全国慈善
信息公开平台等加强数据共享
和供需对接，引导公益慈善组织
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有针对性
的服务。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民政部。
据高晓兵介绍，近期，民政部机
关专门增加了工作编制， 新设
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秘书处， 增加了工作
的力量。

下一步民政部在履行办公
室职责、牵头做好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方面具体会怎么做？ 高晓兵
表示，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加强重大问题的研究。

主要是针对工作中的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开展基础性、前瞻
性、针对性的研究，为领导小组
的决策提供支撑。

二是完善政策法规的体系，
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管长远的
相关规划、政策、措施加快形成，
推动建立以行政法规、 部门规
章、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等配
套衔接的法规体系。

三是强化基层工作力量。 推
动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特别是
基层一线加强机构和设施的建
设， 加强人员力量的配备和培
训。 重点推进县级未成年人保护
机构设施和乡镇（街道）工作站
的建设。

四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持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宣传活动，部署开展全国未成
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开通未成年
人保护热线，增强全民优先保护
未成年人的意识。

督查督办也是下一步的工
作重点。“我们将加大对《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落实情况，各地
区和各有关单位任务完成情况
的督促检查力度，指导各地区、
各有关单位按照法定的职责来
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及时
督查督办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重大事件、 恶性案件处置
工作， 适时面向社会公布一批
典型案例，发挥警示作用。 ”高
晓兵表示， 民政部也将携手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并肩广大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 合力推
进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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