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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近日，河南省政府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政
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副省长戴柏华，省政府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在
郑州主会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涉及千家万户，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用心用
情关爱未成年人，全面强化法治
引领，引导全社会依法维护未成
年人权益； 紧盯心理健康教育、
网络空间和重点场所治理、校园
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等重
点工作，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会议要求， 要夯实基层基
础， 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制、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站建设。 要加大督导考核力度，
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的恶性案件等挂牌
督办、限时整改。 要加强政策宣
传， 不断开创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新局面。 （据《河南日报》）

6 月 15 日上午， 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内
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高建
华发布介绍，2021 年 6 月 1 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构建了“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
法”六大保护体系，为更好地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保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
法制保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实施一年来，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
谋划、 系统推进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
全面建立， 政策制度进一步健
全，工作基础不断夯实，服务成
效进一步显现。

内蒙古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成立了由政府常务副主席任
组长、34 个成员单位组成的自
治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自治
区民政厅， 并召开自治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
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领
导小组工作规则》《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规则》《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职责任务分工》《领导小组
2021 年工作要点》。 同时，督促
指导全区 12 个盟市，103 个旗
县（市区）全部建立了未成年人
保护协调机制， 形成了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
协同、 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机制。

一是着力构建家庭保护支
撑体系。 积极推进出台《内蒙古
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实
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全区
揭晓 102830 户最美（五好）家
庭， 积极引导提升家庭监护能
力。 开展 0—6 岁科学育儿社区
家庭支持推广项目试点， 提升
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
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的实施意见》，全区家长学校开
办率达到 91.9%，参加家长学校
学习的家长人数达到 174 万

人，引导家长更新育人理念，促
进家校协同育人。 截至目前，全
区法院系统、 检察院系统发出
680 余份家庭教育令、督促监护
令， 共同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
家庭教育主责。

二是大力提升学校保护能
力。 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适龄
儿童少年失学辍学学生由 2021
年 6 月的 201 人降至 104 人。30
万以上人口的旗县全部建成特
殊教育学校， 三类残疾儿童义
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5.34%。 建
立并完善教育资助体系，2021
年累计资助基础教育阶段学生
329.55 万人，资助金额 25.68 亿
元， 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受教
育权。

三是不断筑牢网络保护防
线。 在全区实施开展“清朗”“网
上扫黄打非”“暑期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整治” 等一系列网络专
项整治行动， 依法依规关闭注
销网站 400 余家， 组织开展网
络有害信息专项有奖举报活
动， 推动社会各界共建共享风
清气正网络空间。

四是压紧压实政府保护职
责。 依托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受理范
围， 确保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诉
求有人听、有人管、早发现、早
干预。 加快推进婴幼儿照护服
务， 建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全面落实
基本医保待遇政策， 加大大病
保险倾斜力度， 进一步增强医
疗救助托底保障能力，实现“三
重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合理降
低未成年人患者就医负担。

五是强化司法保护力量。
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纳入
平安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科学
设置了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儿
童、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考
评内容。 加强对全区法院少年
法庭工作的统筹指导， 成立少
年法庭 34 个，保障和强化审判
的专业化， 对有犯罪记录和不
良倾向的未成年人开展复苗工
程。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

督，在全区部署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监督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 组织
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
找失踪被拐卖儿童为主要内容
的“团圆”行动和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切实保障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六是凝聚社会保护合力。
全区各级各部门联合或单独组
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
传月”“法治进校园、进社区、进
乡村”“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
“明史知法 筑梦未来”“12355
伴你行 全区青少年普法行
动”等 20 余个各类主题的未成
年人保护宣传活动， 营造了全
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保护的
良好氛围。 着力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全区 100 余家科普基地、
117 个公共图书馆、120 个文化
馆、185 个博物馆、1087 个苏木
乡镇（街道）文化站、12522 个嘎
查村（社区）文化室等向未成年
人免费开放。

2021 年以来累计安排自治
区福彩公益金 980 万元， 重点
资助 7 个盟市级儿童福利机构
升级改善设施设备， 拓展服务
功能。 2022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
安排 1200 万元专项补助资金，
支持 6 个旗县新建、 改建未成
年人保护机构。 盟市级未成年
人保护机构实现全覆盖， 旗县
级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覆盖率达
到 73%。 统筹安排、整体推进苏
木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嘎查村（社区）儿童之家建设，
截至目前已建成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儿童之家 1973 个。 内
蒙古自治区孤儿、 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平均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稳步提高，集中供养、分散供养
孤儿平均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
别达到每人每月 2004 元、1712
元，位居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
未成年人纳入城乡低保 75861
人、纳入特困供养 76 人，临时
救助未成年人 94 人次。

（据《呼和浩特日报》）

内蒙古自治区召开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

近日， 海南省召开 2022 年
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进会
议，通报去年以来全省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研究部署了
2022 年重点任务。 强调海南将
进一步完善市、县(区)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服务功能，加快推进乡
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和村(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室
建设，构建四级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网络，到 2023 年，乡镇(街道)
未保工作站实现全覆盖。

会议强调，各市县各部门要
以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为主
线， 充分发挥各级未保办的作
用，守牢兜底保障、安全守护两
条底线，完善工作、人才两大体
系建设，抓好试点示范、宣传教
育、执法检查三项工作，全面推
进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高质
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守牢兜底保障
底线，加强困难儿童基本生活保
障，落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困境儿童、艾滋病感染儿童
等保障标准， 细化困境儿童分
类保障， 加大困难儿童助学助
医帮扶力度， 进一步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着力建立
健全多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强
化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走访
排查， 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强化监护责
任落实。要守牢安全

守护底线。 抓好防心理疾病、防
溺水事故、防网络沉迷、防虐待
欺凌、防性侵伤害、防诱骗拐卖、
防毒品侵害、防交通事故等重点
任务，开展专项行动，加强部门
协同配合，压实责任链条，切实
保障未成年人安全。

在完善工作体系、 人才体
系建设方面， 海南省将持续深
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
府、司法“六大保护”有机融合，
形成民政、教育、卫健、司法、群
团等多部门密切联动的高效运
转体系。 组建未成年人保护专
家队伍，选优配强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 结合能力提升建设
年活动要求，开展乡镇(街道)儿
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能力
大培训。 培育发展未成年人保
护领域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
积极为未成年人提供精准化、
专业化的关爱服务。

据悉，2022年海南将抓好试
点示范工作，扎实推动全国未成
年人保护示范县、 示范乡镇、未
保站试点、儿童友好城市的创建
工作。在海口、三亚、儋州、琼海 4
个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养
治康教+社会工作” 一体化区域
儿童福利机构改革试点。 开展乡
村“复兴少年宫”“青少年维权
岗”“平安海南青少年零犯罪零
受害社区(村)”试点创建工作，加
强权益保护， 促进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据人民网）

海南召开全省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