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15
２０21．6.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新闻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 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全社
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 、尊重少年儿童 、关心少

年儿童 、 服务少年儿童 ， 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
境 ，对损害少年儿童的权益 、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
行 ，都要坚决地防止和依法打击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涉及千家万户 ，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 ，党中央 、国务院
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

2021 年 6 月 1 日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 》（以下简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 》）正式实施 。民政
部门重任在肩 ，在政府保护方面 ，要承担未成年人保护上
的兜底责任 ；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牵头部门 ，
既要推动 、指导机制建立 ，也要在统筹 、协调 、督促和指导
上挖潜创新 。

善暖社区：广州慈善携手战疫情

全力协调省级机制全覆盖

2020 年 10 月 17 日， 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首
次明确提出建立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协调机制，并由民政部门承
担。民政部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建
立国家层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协调机制，同时指导省市县各级
尽快建立相应协调机制。

在这方面，民政部门是有工
作经验、工作基础的。 2016 年开
始，民政部牵头、27 个部门参加
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建立，31 个省（区、市）建立
了由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牵
头人或召集人的领导协调机制。
而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政治规格更高、服务对象
更广、承担任务也更重，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重视程度。 当时《未成年人
保护法》 颁布距 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不足 7 个月， 可谓时间
紧、任务重。

2021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任组
长，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
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5 月 28 日， 领导小组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加强《未
成年人保护法》 的普法宣传、严
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
为、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空间治
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等。

6 月 6 日，领导小组成立后
制发的首份政策文件《关于加强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印
发，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
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
保护六个方面出发， 提出 25 项
重点任务。

与此同时， 各省抢抓时机，
全力推动成立省级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协调机制。 全国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
部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委员会），办公室均设在民

政厅（局），实现省级层面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全覆盖。其
中，天津、河北、内蒙古等 19 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北京、山西、吉林等 12 个
省（区、市）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委员会。 全国共有 10 个省
（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党
委常委同志担任主要负责人，其
中，山西、四川由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内蒙古、西藏由自
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担任，安
徽、江西、山东、陕西、青海由省
政府常务副省长担任，贵州由省
委政法委书记担任，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由副政委担任， 其他 21
个省（区、市）由省级政府分管民
政工作的负责同志担任。

市县各级相应协调机制也
相继建立。 2018 年，广西灵山县
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是全
国首个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协调机制的县，《未成年人保护
法》颁布后，牵头任务从团委转
移到民政局。 而在山东汶上县，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任组长
的县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15 个乡镇（街道） 和 360
个村（居）相应成立了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三
级书记”抓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
格局； 明确了 35 个部门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职责， 持续整合部
门、社会等资源，建立了议事协
调、个案会商、考核奖惩三项机
制，持续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向基层延伸、向需求延伸。

谋求机构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赋予民政
部门更多职责任务， 服务对象
拓展到了全体未成年人。 其中，
《未成年人保护法》直接明确民
政部门职责的有 8 条 15 处，重
点对民政部门履行国家监护法
定职责、 开展家庭监护监督指
导、 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个
案、开展救助保护等提出要求；
与民政业务直接相关的有 38
条 40 多处， 重点对社会组织、
村（居）委会、儿童福利机构、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职责进
行了规范。 可以说，既有传统职
责，又有新的任务。

相比法律的要求，基层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人员力量、
保障能力相差甚远，要将《未成
年人保护法》 切实落地落实落
好，必须紧紧抓住未成年人保护
机构这个重要阵地和工作抓手，
民政部已将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建设已纳入“十四五”规划。

2021 年 5 月 11 日，民政部
等 14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
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意见提出：省级和地市级民
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原
则上应当收留抚养本辖区由民
政部门长期监护的儿童；县级民
政部门已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原则上应当转型为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到 2025 年，全面完
成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
新转型工作，儿童福利机构高质
量发展态势不断巩固。

2018 年， 江西九江市儿童
福利院迎来一群新主人———26
名来自各县市社会福利机构的
孤儿，这些孩子此前大多处于长
期卧床状态，由于养育、康复跟
不上，导致肌肉萎缩，自理能力
差。 进入九江市儿童福利院后，
通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顾、康复
训练和心理疏导，他们的身体状
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3 个孩子可以借助辅具
走路，3 个孩子可以自己坐，2 个
孩子可以翻身，1 个孩子被收
养，8 个孩子上了特教班。 当年，
江西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印发《关
于开展孤儿区域性机构养育工
作的通知》， 在全国率先实施孤
儿区域性机构养育工作。

九江市的情况非常具有代
表性。 我国共有儿童福利机构
1217 家，其中市级以上 336 家、
县级 881 家。 近年来，儿童福利
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但也有一些
普遍性的问题需要统筹解决，如
孤儿数量持续大幅下降使儿童
福利机构出现资源闲置、大多数
县级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
机构风险防范能力不足、机构专
业化水平亟须进一步提升。

2019 年 6 月， 在长沙召开
的全国儿童福利工作会议就提
出，持续推进不同层级儿童福利
基础设施建设。 在地市一级，至
少要打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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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县一级，区县级民政部
门要确保有一个开展儿童福利
工作的实体机构，养育儿童数量
少且基础设施条件差的县级儿
童福利机构可将其养育的孤弃
儿童向地市级儿童福利机构转
移，同时与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进行人员、 资源整合，作
为实体机构对外开展工作。

如果说市级儿童福利机构
的目标是“精”，那么县级儿童福
利机构则要开拓一条“新”路：服
务群体、职责任务、工作方式等
有所不同。

在实践中，县级儿童福利机
构的探索早已有之。 2015 年民
政部启动“百县千村”基层儿童
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浙江海
宁市该项工作即由儿童福利院
牵头，与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合署
办公，为全市孤儿和困境儿童提
供模拟家庭式养育、 康复训练、
特殊教育、 社会工作等综合服
务，平均每年服务 1260 人次。

全国儿童福利工作会议后，
安徽、甘肃、江苏等省也印发了
关于推进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
展的意见。 2020 年 7 月，安徽定
远县将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升级
为县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2 岁的
小畅智力三级残疾，母亲因痴呆
而走失， 父亲于 2020 年 5 月死
亡，爷爷奶奶也去世多年。 在县
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协调下，小畅
被转到市级儿童福利院，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

此次印发的意见基本延续
了 2019 年关于不同层级儿童福
利机构发展方向，但更加具有灵
活性、可操作性，职责也更加清
晰明确。 更重要的是，县级儿童
福利机构向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转型升级，可以说是我国未成年
保护制度建设的战略性调整，而
意见为转型过程中人员、资源的
整合调配提供了顶层支持，保证
了制度真正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民政
部相继发布了《儿童福利机构
管理办法》《民政部关于切实保
障儿童福利服务对象合法权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通知》《儿
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
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
务规范》等文件，在规范管理上
下足功夫， 为儿童福利机构优
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
提供保障。

既要坐而论道
也要起而行之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要
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要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作为牵头单位
的民政部门， 要在 36 家成员单
位之间做到互通有无，各部门发
挥优势，形成合力。

2021 年 6 月 1 日， 教育部
颁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规
定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
于“学校保护”的规定，全面构建
了学校保护制度体系，就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 如学生欺凌、校
园性侵害等建立完善了相应专
门制度。

同时，公安部门也展开了行
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旅馆、
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
成年人入住的安全保护义务作
了规定，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接
待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
要求。

此外，民政部门要运用督查
督办手段，运用总结经验、表彰
奖励等手段，充分调动地方工作
的积极性。 江苏兴化市有 23 万
未成年人， 其中农村留守儿童
9000 多名 、 困境儿童近 4000
名，兴化市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纳入全市推进市域现代化考核
重点工作， 成立分别由政法委、
检察院、民政局、教育局、妇联、
团市委牵头的六个督查组，协调
解决所挂钩乡镇（街道）工作中
堵点、难点问题，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督办预警。

“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八
个字背后还有很多工作边界需
要探讨很多创新实践有待挖掘，
既要坐而论道，也要起而行之。

未来，为落实《未成年人保
护法》以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 民政部计划分三步走：到
2021 年年底，建立机制，继承此
前做法、经验；2022 年，形成战
斗力，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实际工
作中的难点； 在以后更长时期
内，努力逐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
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民政
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说：

“我们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走下
去，既要有远景的目标，同时也
不能好高骛远。 要‘眼高手低’，
眼睛要看得高， 手要低下来，一
件事一件事抓下去。 ”

（据《中国民政》）

宁夏儿童福利院宝宝区的老师与孩子们一起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