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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发布未来十年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加强家庭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培养

家庭建设
成为规划新亮点

省妇儿工委副主任，省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许红介绍，新规
划以妇女儿童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显著提升作为总体目
标的落脚点， 把妇女儿童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作为各项策略措施的聚焦点，充
分尊重妇女儿童的主体地位，注
重保障妇女儿童身心健康，促进

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新妇女规划设置了健康、教

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
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 8 个
领域， 提出 80 项主要目标和 89
项策略措施。 新儿童规划设置了
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环
境、法律保护 7 个领域，提出 72
项主要目标和 78 项策略措施。

许红介绍，两个规划增加的
家庭领域内容是新一周期规划
的亮点。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
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专门对

家庭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今已经进入了“依法带娃”的
时代。

新妇女规划从树立新时代
家庭观、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出发， 提出了 11 项主要
目标和 13 项策略措施，如“南粤
家家幸福安康工程”， 主要开展
家庭文明创建行动、家庭教育支
持行动、 家庭服务提升行动、家
庭研究深化行动。

新儿童规划则从发挥家庭
立德树人的作用，尊重儿童主体

地位出发，提出了 8 项主要目标
和 9 项策略措施。 在“普惠托育
服务专项工程”与“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工程”中，提出要探索建
立托幼服务一体化新模式，提供
多样化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中小
学（含中职）、幼儿园要普遍建立
家长学校等目标任务。

两个“八大工程”
打出广东特色

新妇女规划结合广东实际，
突出广东特色，创新性提出八大
重点工程，其中包含南粤妇幼健
康保护工程、南粤巾帼家政领跑
者工程、 妇女就业创业支持工
程、粤港澳大湾区巾帼科技创新
工程、 南粤巾帼乡村振兴工程、
南粤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公共场
所母婴室建设工程、南粤巾帼志
愿服务关爱工程。

未来十年，儿童发展规划将

关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程、普
惠托育服务专项工程、出生缺陷
综合防治工程、儿童护眼爱牙工
程、儿童安全教育工程、净网护
苗工程、 儿童综合素质提升工
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程等八
大重点工程。

新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中，孕
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女性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学前教
育毛入园率等 12 项指标值均优
于国家纲要。 同时，广东省妇女
儿童发展规划还设置了开展适
龄女生 HPV 疫苗免费接种、加
强家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培养、 加强公共场所母婴室建
设、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等 33 项具有广东特色的内容。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新妇女
规划提出，要积极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和国内国际妇女发展、妇女
事务的交流合作；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社会保障协同发展、家庭工
作融合发展。

新儿童规划也涉及到港澳
居民子女在粤就读的相关政策
与措施。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朱超华介绍，目前持有港澳
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居民子女在
广东就读的政策已经实现了学
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
阶段全面覆盖。 接下来，广东省
还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就读
制度，确保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
随迁子女享受与内地学生同等
的政策待遇。

（据《南方日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十四
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
《广西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四
五”规划》，进一步保障残疾人民
生、促进残疾人发展。

《规划》从“提高残疾人民生
保障水平、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
业、 加强残疾人医疗和康复服
务、 提升残疾人教育和文体服
务、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优化
残疾人平等参与环境、夯实残疾
人工作基层基础”等七个方面提
出了广西“十四五”残疾人工作
的主要任务， 明确了 11 项主要
指标。

《规划》提出加强残疾人托
养和照护服务。开展残疾人社会
工作和家庭支持服务，为残疾人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让更多残疾
人有“微信群”“朋友圈”，为残疾
人家庭提供临时照护“喘息服
务”、心理辅导和康复、教育等专
业指导。逐步在残疾人服务机构
中设置社会工作岗位。

《规划》 提出，“十四五”期
间，广西将着力提高残疾人社会
保险覆盖率，完善残疾人社会福
利制度和优待政策。到 2025 年，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覆 盖 面 达 到
100%， 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0%以上，残
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率达到 95%以上。 持续实施

“阳光家园计划”等项目，为 16
周岁以上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
残疾人等提供托养服务。 落实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政策，
明确自治区级各党政机关、设
区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
会各成员单位至少安排一名残
疾人就业。 落实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 将符合条件的孤残
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残疾儿童
优先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保
障范围，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
救尽救”。 实现 20 万人口以上
的县（市、区）均建有独立设置
的特教学校、20 万人口以下的
县（市、区）均建有特教班、“自治
区—市—县”三级特殊教育资源

中心全覆盖的目标。
《规划》 明确，“十四五”期

间，广西将持续实施“扶残维权
工程”， 支持检察机关开展无障
碍环境公益诉讼。制定广西无障
碍环境建设实施办法，加强无障
碍设施和信息化建设。 创建“四
个一批”加强残疾人公共文化服
务：创建一批残健融合文化艺术
基地、一批残疾人特殊艺术示范
点、一批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
地、 一批残健融合体育健身基
地。 加强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
设，将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纳入
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和广
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攻坚行
动。 加强残疾人组织建设，深化
各级残联改革。全面推行残疾人
证电子证照应用，实现“跨省通
办”“全区通办”。

（据《广西日报》）

广西：
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
为残疾人家庭提供专业指导

社会工作SOCIAL WORK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辽宁省
民政工作会议上获悉，2021 年，
全省保障低保对象 99.54 万人，
累计发放保障金 46.78 亿元；城
市、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分别达到
705 元/月和 6107 元/年，增幅分
别达到 4.9%和 9.9%。

过去一年，辽宁省基本民生
保障基础不断巩固。 城市、农村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
别达到 1160 元/月、737 元/月，
增幅分别达到 8.2%和 10%；孤
儿集中、 分散供养保障人均标
准分别达到 2048 元/月 、1629
元/月， 增幅分别达到 6 .6%和
11%；20 世纪 60 年代精简退职
职工补助标准增幅达 7.5%，城
乡之间、地域之间救助差距进一
步缩小。

全面落实取暖救助政策，为
74.26 万户发放 4.3 亿元冬季取
暖救助金。 发放城乡临时救助金
0.82 亿元，实施困难群众临时救

助 13.89 万人次。 全省 9536 名民
政干部走访 91.9 万户困难家庭，
发现并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11527 件。各地 12345 社
会救助服务热线普遍开通。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完
善，基本社会服务和专项行政管
理水平不断提升，建设完成示范
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 190 个。

民政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加
速推进，编制完善全省民政政务
服务事项、公共（便民）服务事
项、行政备案事项等目录和服务
指南。

2022 年，全省民政系统将重
点做好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体系、 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
系、加强儿童福利保障和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城乡社区
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着力提升
社会事务服务水平等工作。

（据《辽宁日报》）

辽宁：
2021 年建设完成乡镇（街道）社
工站 190个

1月11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广东省
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 年）》《广东省儿童发

展规划（2021—2030 年）》（以下分别简称 ‘妇女规划 ’和 ‘儿童
规划’）新闻发布会，省妇儿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
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以及省卫生健康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两个规划的主要内容。 据悉，广东省政府日前
颁布实施妇女规划和儿童规划， 确定未来十年妇女儿童发展
的目标任务和策略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