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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扶幼”行动筑牢儿童关爱保护墙
市民政局创新举措关爱保护儿童，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都市新闻

5 月 28 日下午，国务院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全
国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近年来，
我市坚持以“爱心厦门”建设之
“爱心扶幼”行动为抓手，加强
组织领导，健全制度体系，按照
“应保尽保、分类施策、协同推
进、突出实效”原则，开展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解决困境儿童监护环境、生
活照料、心理关爱、教育辅导等
问 题 ，汇 集 生 活 保 障、监 护 照
料、教育帮扶、医疗救助、司法
保护等多项关爱合力，变单一
保障为多元关爱，各项工作走
在全省前列。

声音

健全体系 完善机制
儿童关爱服务
水平显著提升

●市民政局局长洪全艺：结
合贯彻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按照民
政部和省民政厅的部署要求，市
民政局全力开展农村留守儿童
和 困 境 儿 童 保 障 工 作 ，积 极 履
职 、主动作为，儿童关爱保护政
策体系不断健全，协调机制不断
完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服务
范围不断拓展，
“ 最多跑一次”改
革不断推进，儿童关爱服务水平
得到了显著提升。
我市民政部门发挥资源优势，
我市民政部门发挥资源优势
，
积极推进
“爱心扶幼
爱心扶幼”
”
行动。
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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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保障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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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完善福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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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非婚生子女，父亲在闽江
监狱服刑，母亲在她两岁左右就失
联。女孩从出生后就没有户口，这是
否可以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020 年 8 月，在翔安区内厝镇一场关
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摸排工作的推
进会上，鸿山村林下自然村 12 岁女
孩小黄的遭遇引起民政部门关注。
经了解，小黄的实际情况符合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条件，然而申请认定的首
要条件是厦门户籍。
根据相关规定，非婚生子女落
户，要向父亲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申报出生户口登记，还应提交证实亲
子关系的亲子司法鉴定书。然而，受
限于疫情期间监狱系统的防疫规定，
亲子鉴定的实施遇到重重困难。为
尽早保障小黄的权利，内厝镇社会事
务办主动联系派出所、市中心血站、
闽江监狱以及相关鉴定机构等，经过
多方协调后，终于顺利促成父女的
DNA 采样。2020 年 12 月中旬，小黄
顺利落户，并第一时间被纳入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
2019 年底，我市全面开展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及时对
符合条件的儿童进行认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
障政策正式实施，首次将事实无人抚
养 儿 童 纳 入 保 障 范 围 ，截 至 今 年 4
月，全市有 466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保障，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由 2000 元
调整到 2125 元，共发放生活保障费
1208.6 万元。
制度的呵护与关爱，托起我市
困境儿童的明天。两年来，我市民政
部门出台《厦门市民政局等 13 部门
关于加强和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
《厦门市民政局等 12 部门关于做好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若干
意见》等一系列儿童福利政策措施，
初步建成四级联通互动、覆盖所有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保障工作
体系，从政策上精准保障像小黄一样
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

大学生志愿者在白交祠光明顶帮助
高山村儿童养成阅读习惯。

B

构建儿童关爱服务桥梁

部门联动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

湖里区某社区女童小荷生活在单亲
家庭中，生父不详。母亲吴某经常强迫小
荷乞讨，时不时还殴打虐待。社区志愿者
发现后，第一时间向湖里区“白鹭携爱飞”
社工服务中心报告情况，并逐级上报所属
街道、区民政局、公安局和市民政局。经过
社区、街道、社工、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派
出所等多方会商，最后，由民政部门予以临
时监护，公安局将吴某逮捕，检察院起诉，
法院做出刑事判决，撤销吴某的监护人资
格，
指定该居委会为小荷的监护人。
关爱从未止步。居委会委托市儿童福
利院代为抚养，刚入院时，小荷情绪不稳
定、缺乏安全感，难以融入正常生活。经过
儿童福利院的护理员、社工和心理咨询师
近半年的帮扶，如今小荷已融入集体生活
且学业优秀。
这是由多部门联动成功处理危机的典

亮点

型案例，也是厦门市首例被法院依法撤销
监护人资格指定居委会担任监护人的典型
案件。
为加大服刑在押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
保护的力度，今年 5 月，市民政局印发《关于
开展服刑在押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保护政
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服刑在押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保护政府
购买服务工作，帮助未成年子女开展人际
调适、心理疏导等专业性关爱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日正式实施，为
进一步加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市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市未成年人保护
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委员会由 35 家成员
单位组成，进一步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三进三通”活动：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
市民政局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
容，将民政工作实际结合“再学习、
再调研、
再落实”
活动，
组织开展
“三
进三通”系列活动，即政策宣讲、主
动发现、
征求意见
“进村居”
，
畅通宣
传、
申请、
民意
“三渠道”
，
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深入困难群众家中，从
“关键小事”
做起，
解决群众
“急难愁
盼”
问题。

每月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居，走
访特困户、低保户、残疾儿童、孤儿
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群体，
了解生活现状，开展政策宣讲。用
脚步丈量民情，用实际行动检验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把察民情访民意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困难群众，
回应基层群众关切，
真正做到“学史力行”，切实解决好
群众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福蕾行动计划：

发挥优势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今年，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实
施“福蕾行动计划”，引入专业社会
组织、
专业社工人才，
为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提升关爱服务，提升
基层儿童关爱服务规范化、
精准化、
专业化水平；充分利用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十、
百、
千”
示范
点作用，积极挖掘当地社会资源优
势，培育扶持一批本土化儿童关爱
服务类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和专业
队伍，因地制宜打造具有我市特色
的儿童福利保障和关爱服务品牌，
推动儿童关爱服务项目落地。
此 外 ，我 市 还 率 先 全 省 实 施

市儿童福利院
老师教孩子们
学跳舞蹈《小
太阳》
太阳
》。

市、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挂牌
工作，成立 1 个市级和 6 个区级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依托 12349
服务平台，开通 24 小时儿童救助
保护热线；积极创建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示范点，全市
已有 1 个市级样板示范点、5 个区
级关爱服务特色示范点和 24 个儿
童关爱服务乡村基础示范点；建立
市、区两级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从精神关爱、制度保护、法律保
护、教育保护等方面共同关爱未成
年人。

“明天计划”项目：

引入社会资源保障儿童健康

C

打通儿童服务“最后一公里”

实现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
全覆盖

为了让儿童关爱精准化、专业化、全
面化发展，思明区厦港街道福海社区儿童
主任黄燕创新工作方法，组建了一支由记
者、大学教授、律师、退休老师、城市规划
师、警察和蓝天救援队队员等组成的专项
队 伍 ，制 定 了 舆 情、司 法、便 民、救 助、规
划、授课和咨询等“七个一服务”的关爱儿
童服务模式。近年来，黄燕帮助过的困境
儿童，有在心理和学习方面存在问题的初
二学生，内向且性格易怒的工商旅游学校

D

二年级学生，一度想要辍学的华侨中学三
年级学生……她让这些困境儿童走出心理
阴影、重回生活正轨、重返校园。
加强基层儿童福利工作队伍建设，打
通为儿童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
市配齐儿童督导员 78 名，儿童主任 562 名，
实现全覆盖。为了更好提升这支队伍服务
能力，逐级举办业务轮训，从知识力、技术
力、资源力三个维度加强儿童督导员和儿
童主任的履职能力。

“明天计划”造福残疾孤儿，社
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凝聚社会关
爱的民心工程。市民政局积极引入
社会医疗资源，与“爱佑基金会”合
作，
开展宝贝之家项目，
为具备手术
适应症的患病儿童选择在最佳时期
在最具权威的医疗机构实施治疗。
近三年来有 2 名儿童进入民政部
“明天计划”项目，护送 24 名儿童到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治疗。多名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
唇腭裂、
脑肿瘤等病
的儿童接受行业专家的手术治疗，

圆梦助学金：

首批资助 470 名贫困学子

丰富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不让任何一个家庭因学返贫！
今年 4 月 24 日，我市启动“爱心厦
门·圆梦助学”
公益项目。该项目依
托“爱心厦门”专项基金，在市爱心
办统筹指导下，由市民政局牵头组
织实施，对摸底排查出符合条件的
470 名困难家庭中全日制大专及以
上在读学生，在政府兜底保障的基
础上，
每月按低保标准 50%给予每人
425 元的
“圆梦助学”
生活补助金。
今年 4 月-5 月，我市已为符合

发挥特色优势积极推进
“爱心扶幼”

这是一名身处低保家庭的困境儿童， 个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响应，结
需要社会的专业儿童关爱服务。小庄就读
对帮扶 1509 名孤困儿童，发动义工 3000
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去世，母亲兼职打工独
多人次，共帮扶孤困儿童近 5000 人次，募
自抚养其长大。因家庭困难，社区为小庄
集帮扶款 1000 多万元。
办理了低保并申请廉租房。小庄精神状态
发挥各区特色，提升儿童关爱能力。
欠佳，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障碍。小学四年
集美区、同安区先行开展“福蕾行动计划”
级时，因与学校老师发生冲突，便辍学在家
示范点工作，实施关爱网络建设、假期关
玩游戏。
爱、结对帮扶、亲情关爱、心理健康、儿童学
2020 年 11 月 5 日，社区将小庄转介给
校、福彩助学、司法援助、智慧关爱和队伍
启福青少年社工跟进。对于如何促成小庄
培育等“十项工程”服务活动。其中，集美
回归学校，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社工与社区
区还将示范点的建设纳入区政府为民办实
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积极联动，多次入
事项目，投入专项资金 54 余万元；思明区
户探访。社工运用任务中心模式和社会支
立足“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四位一体，
持理论，从小庄的个体、家庭、学校、社区等
从“多方联动、队伍建设、专业合作、爱心帮
方面进行介入，激发他的就学动力，引导小
扶”等多维度出发，联动区直部门、中小学
庄母亲的育儿理念，多鼓励与肯定小庄。 校、社工组织、爱心企业等爱心资源，开展
同时，积极联系志愿者参与活动，让小庄提 “爱心大篷车”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进社区系
前学习返校适应。目前小庄整体情况良
列活动。
好，
社工仍在持续跟进中。
为了更好地给困境儿童及服刑人员未
围绕“爱心厦门”建设，各级、各部门、 成年子女提供政策宣讲、法律支援、心理辅
社会各界积极推进“爱心扶幼”工作，发挥
导等多元服务，各区累计开展 170 余场次
资源优势，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多方联
的“政策宣讲进村居”
“爱心大篷车，宣讲你
动，全面构建以社区（村）为基础、以社会组
我行”
“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社区”
“未
织为载体、以专业社工人才为支撑的“三社
成年人保护法普及讲座活动”等宣讲活动，
联动”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开展内容丰富、 儿童督导员、社区儿童主任和儿童志愿者
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目前，近 500
1800 多人参加。

手术成功率达百分之百，有效保障
了孤残儿童的健康权。
为落实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
计划”
项目，
市儿童福利院引进厦门
市未来希望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厦门
世茂彩虹重症儿童安护中心，
主动与
厦门市儿童医院合作，
开展残疾儿童
矫正康复、
重症儿童舒缓治疗和临终
关怀项目。其中，
与
“未来希望残疾
儿童康复中心”
的合作项目，
免费为
上百名孤残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多数
儿童康复效果显著已被家庭收养。

链接

条件的首批 470 名困难家庭中全日
制大专及以上在读学生发放近 40
万元的“圆梦助学”生活补助金，助
力困难家庭学生安心学习。首批圆
梦助学金将从 4 月持续发放到 7 月，
9 月份还将在新入学的学生中，摸
底排查出第二批符合条件的“圆梦
助学”
生活补助对象。
据统计，2021 年共申请了“福
彩圆梦·孤儿助学”福彩公益金 15
万元，
资助 15 名在校孤儿大学生。

厦门福彩征集
电脑型福利彩票投注站
为促进福利彩票事业发展需要，
方便彩民购买福利彩票，
福建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厦门管理站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即日起在厦
门市征集电脑型福利彩票投注站。
投注站申请者必须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年龄在 18 周岁-55 周岁且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高中以
上学历的个人，近五年内无刑事处
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同时
非公职人员及法律法规禁入人员
等。有意申请投注站的人可持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国家承认高

中及以上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到厦门管理站报名。
新设立的投注站须是福利彩票
专营店，有不小于 15 平方米使用面
积的固定场所；
繁华街区商圈、城市
主干道、旅游景区等要有不小于 12
平方米使用面积的固定场所。与
中、小学校周围最短步行距离应超
过 200 米，并与最近一次被评定为
五星级投注站距离不少于 200 米，
与最近一次被评定为四星级投注站
距离不少于 150 米（详情见厦门福
彩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