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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 
  0-14岁儿童总数为2.2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6.60%， 
  0-18岁的未成年人总数为 2.79 亿人，占人口总数的20.93%， 
  其中半数以上儿童分布在农村地区。 
 

困境儿童：除了57万孤儿，全国有61万在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加上
其它类型的困境儿童，民政部估计全国困境儿童数量大概有数百万。 
 
事实表明，我国在儿童保护领域缺乏国家强制保护制度和临时救助安置
渠道，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福利需要和权益保障等相关议题日益成为社
会、学者和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 

。 

   中国儿童基本数据 



 

未成年人保护与困境儿童保护          
（ 多元主体责任+多元服务提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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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政策中儿童与困境儿童内涵和概念 

 
 

• 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指出18岁以下的儿童应该拥有四项权
利。世界各国都有生活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儿童（children living in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conditions）。 

 

• 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1990年通过的《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
言》中规定应该给予处境非常困难的儿童（children in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更多的关心、照顾和支持，努力改善生活在特殊困难
环境中的儿童（children who live under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的命运。 

 

• 联合国1990年《执行1990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
划》提出保护处于特别困难环境的儿童（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困境儿童概念部分源自西方社会福利政策。 



国际社会政策中儿童与困境儿童内涵和概念 

• 联合国1990年《1990年代儿童与发展的目标》提出更好地保护处于特别困
难环境的儿童（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解决引起
这种状况的根源问题。 

 

• 联合国2002年儿童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适合儿童成长的世界》使用了多
种表达来指代困境儿童： 

•   有特殊需要的儿童（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   最为脆弱的儿童（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   生活在特别困难的处境中的儿童（children live under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    生活在不利社会处境中的儿童（children living in disadvantaged social 

situations） 

•    处于危境中的儿童（ children  at risk） 

•    最需要帮助的儿童（children in greatest need）等等。 

 



国际社会政策中儿童与困境儿童内涵和概念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1年《201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专题论述了乌
克兰等国家为困境儿童建立保护性的环境（establishing  a protective 

environment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 2012年儿童贫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六大议题之一就是保护需要覆盖
最弱势的儿童群体（outreach to especially vulnerable children）。 

 

 

 

 

 
 
尽管上述政策文献中关于儿童困境的各种表述有一些不同，但处
于困境的儿童就是弱势儿童群体（vulnerable children）。 

 



中国困境儿童研究发展阶段一：非社会福利视角关注 

• 困境儿童概念在我国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和发展。以困境儿童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发现315篇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 

 

• 从论文年度增长数据结合内容分析可发现：中国困境儿童的专门研究
呈现三个阶段的增长。 

 

 

• 第一阶段，1981年-1998年非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儿童进行关注的阶
段，共有含困境儿童的论文136篇，但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仅
有1篇。改革开放中的儿童困境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较早对中国处
境困难儿童状况进行分析的是关于流浪儿童的基本状况、形成原因、
所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策略的研究。文献中没有专门的社会福利
视角下的困境儿童保护主题论文。 



   困境儿童研究发展阶段二：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初期讨论 

• 第二阶段，1999年-2005年 从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儿童服务讨论拓展阶
段 ，共有含困境儿童的论文372篇，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虽有增
加但也仅有18篇。直接从社会福利视角研究困境儿童的文献始于1999年。 

 

• 1）在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情况探讨中，提出流浪儿童、残疾儿童、孤儿、
贫困地区儿童作为困境儿童，是政府和社会重点关注的目标群体，并提
出减少困境儿童流浪乞讨的对策。 

 

• 2）在对儿童收养问题进行探讨时，提出有关部门应针对因父母病残无力
抚养陷入困境的儿童研究解决办法，以避免其沦落为流浪儿童。 

 

• 3）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指出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程
度方面面临困境，关注了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失学率、城市贫困家庭的
儿童也面临着上学或升学的困难，受教育程度较低。 

 



中国困境儿童研究发展阶段二（续） 

• 第二阶段，1999年-2005年 从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儿童服务讨论拓展阶
段 ，共有含困境儿童的论文372篇，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虽有增
加但也仅有18篇。直接从社会福利视角研究困境儿童的文献始于1999年。 

 

• 4）在对家庭寄养的研究中，对困境儿童的照顾模式进行探讨，并指出困
境儿童包括孤儿、弃婴、残疾儿童等。 

 

• 5）在论述我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时，民政部指出我国的儿童福利主要是
指政府和社会为孤儿、残疾儿童、弃婴及其他处于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提
供的福利项目、设施和服务。 

 

• 6）提出我国儿童福利的重点服务对象主要是处于特殊困境下的儿童，包
括残疾儿童、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童，并对贫困儿童、破碎家庭儿童、
遗弃儿童和流动儿童等特殊困难儿童的福利需要和相应的干预策略展开
了探讨。 



中国困境儿童研究发展阶段三：困境儿童再界定 

• 第三阶段， 2006年-2014年社会福利视角下困境儿童概念的深入讨论
阶段 ，该阶段共有论文3144篇，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快速增加
到296篇。 

 
• 在这一阶段，学者主要开始对困境儿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探讨。

困境儿童概念常与弱势儿童、脆弱儿童概念同时使用。 

 

• 从内涵上看，弱势儿童是相对于一般儿童而言的，指18岁以下、处于
社会生活中困境地位的儿童，即“由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原因，其
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因而其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
助外在力量支持和帮助的儿童”。 

 



中国困境儿童研究发展阶段三（续） 
• 外延上看，建构了困境儿童的三级概念体系，困境儿童一级概念下包括

生理性困境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童三个二级概念。 

– 1）生理性困境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和大病儿童 

– 2）社会性困境儿童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被遗弃儿童、被拐卖儿童、
孤儿、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儿童和流浪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父母重度残
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另一
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
忽视和虐待的儿童）两个三级概念， 

– 3）多重困境儿童是指既存在生理困境又存在社会困境的儿童。 

– 对困境儿童的外延看法相对一致，即包括孤儿（含弃婴）、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流浪儿童、受暴力侵害儿童、残疾儿童、艾滋病感染儿童、患重病或罕
见病的儿童等群体。 

 

• 根据儿童所处困境的时间长短，困境儿童可以分为长期困境儿童和短期
困境儿童两类，目前的儿童社会保护多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从补缺型到组合普惠型的重大转型 

 

 

• 2007年民政部提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在服
务对象上体现为由原来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转变为全体老年人、残
疾人和处于困境中的儿童。 

 

• 困境中的儿童福利提供成为制度转型的标志性内容。 

 

• 民政部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福利提供的儿童对象由孤儿向困境儿童群体
拓展，即逐渐由传统“三无”（即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固定
生活来源）未成年人转变为所有孤儿及其他面临困境的儿童。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需要保护的儿童群体类型比
计划经济时代更复杂，补缺型儿童福利政策框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从补缺型到组合普惠型的重大转型 
 

• 2012年民政部在全国民政会议上强调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事业，
探索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机制，健全儿童福利制度。 

 

• 2013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
度。 

 

• 2013、2014年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并明确
以困境儿童作为重点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得到分类和细化。
持续推动对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以保护他们的权益. 



◆ 2013年《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
将儿童群体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儿童四个层次。 
 
◆ 2014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将困境儿童界定为自身状况存在困境的儿童，分为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
儿童三种；将家庭状况存在困境的儿童称为困境家庭儿童，包括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
的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
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四类。 
 
◆ 2014年《民政部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困
境未成年人（即困境儿童）界定为五类：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
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缺乏有效关
爱的留守流动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以及自身遭遇重病重
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困境儿童操作性定义发展 
              
 

 

 

 

困境儿童政策转型深化发展的一个方面是困境儿童操作性定义发展和完善。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从补缺型到组合普惠型转型 

• 近十年是中国保护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突
出的是儿童福利制度从补缺向普惠转型，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 第一，逐步建立部分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开始建立起面向全体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保

障制度。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标志着面向全体孤儿（包括机构养育孤儿和散居孤儿）的基本生活保
障制度开始建立。 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发放艾滋病病
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为全国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
病的儿童发放基本生活保障津贴。从地方层面来看，山东、浙江等建
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因父母服刑、强制戒毒、重病重残
等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贫困家庭中重病重残、罕见病的儿童等困境
儿童纳入基本生活津贴的覆盖范围中。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从补缺型到组合普惠型转型 

 

• 第二、制定部分困境儿童健康与医疗与健康救助政策 

 
   在20世纪末我国将儿童纳入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构成的国家基本医疗福利体系，为儿童提供基本
医疗保障。儿童仅作为普通的城乡居民，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基
本医疗保险。2010年专门针对困境儿童的医疗救助制度在我国开始建
立。卫生部、民政部于2010年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
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在新农合基础上对0-14周
岁（含14周岁）儿童患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两类重大疾病6个
病种进行试点。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从补缺型到组合普惠型转型 
 

• 第三、困境儿童的教育政策 

 
    近年来政府对困境儿童教育权利加以保障。在基础教育方面，政府

为全体儿童提供普惠性的免费义务教育，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同时，还为农村贫困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
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补助生活费。此外，流动儿童在城市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断得到保障。流入地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流动
儿童，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
费，取消借读费。在学前教育方面，政府为贫困家庭儿童建立起学前
教育资助制度。2011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
资助制度的意见》，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
性学前教育提供保障。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 
                从补缺型到组合普惠型转型 

 

• 第四、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机制 

 
    政府开始建立起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制度，并尝试向其他困境儿

童拓展。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制度的建立。在
此基础上，民政部先后于2013、2014年，分别在全国20个城市、78个
地区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将救助保护对象开始延伸至困
境未成年人，探索构建“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新型未成年
人社会保护网络。此外， 201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
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
题的意见》，为保护困境儿童免受监护人侵害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
据。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一）构建基于社区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 

 

• 1. 目标：健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 

• 2. 网络：构建“市-区-街道-村、社（居）”四级联动、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覆盖城乡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 

• 3.管理：完善上下衔接和统筹协调的管理机制。 

• 4.人才：大力培养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专业人才，提升社区未保专干、
学校教师、社工、康复师等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二）探索建立基于社区的联动反应机制 

1.加强预防机制建设。大力宣传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理念，提升社
会民众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 

• 2.完善发现机制。建立多渠道发现机制。建立部门间信息筛查和通报
制度。建立未成年人信息动态共享通报制度。建立社区未成年人基础
信息台帐，及时更新录入社区困境未成年人动态信息。 

• 3.健全报告制度。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综
合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在接到求助、投诉、建议或者咨询后，应
当在一个工作日内移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
移交。 

• 4.完善评估机制。建立困境未成年人评估制度，对困境未成年人及其
家庭进行调查和评估。制定家庭监护评估、风险等级评估和需求评估
标准，实施分类帮扶。 

• 5.健全处置机制。建立困境未成年人分类救助帮扶工作制度，通过转
介至先关部门或协调社会力量等方式提供针对性帮扶服务。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三）探索司法保护运行机制 

• 1.处置家庭监护缺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法院等单位，依法处置家
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或监护失当事件，实现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行政
干预和司法裁判的顺利衔接。 

• 2.履行临时监护责任。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应当接收公安机关护
送来的流浪乞讨、临时离家出走、受监护侵害等困境未成年人，履行
临时监护责任。在未成年人需求和家庭监护情况评估基础上，运用个
案管理等工作方法进行临时照料，通过中心养育、社会机构代养、家
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 

• 3.监护权转移裁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民
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规定情形的，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应当与公安机
关、村（居）民委员会、学校以及未成年人亲属等启动多方会商。监
护人能够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应当形成书
面评估报告并及时通知监护人领回未成年人。……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四）推动社区等等社会力量参与 

• 1.社会力量类型。每个区至少培育或引入10家区级未成年人社会组织，
每个街道至少培育或引入5家社会组织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提供服务。 

• 2.社会力量服务内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专业性技术支持工作，包括伤
害程度评估、家庭监护状况评估、服务项目开发、服务项目评估、服务
项目督导等；参与专业性帮扶工作，包括危机介入、个案辅导、情绪疏
导、亲职教育、家庭关系调适、成长教育、资源链接、技能培训等。 

• 3.社会力量引导方式。鼓励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项目指导、公益
创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的能力。
有条件的地方可推广利用财政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服务示范项目，所
需资金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在财政预算安排中统筹考虑，引导、支持社会
组织募集资金参与服务。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4.社会力量参与方式。民政部门可以通过政府委托、购买服务、动员
志愿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机构
、志愿者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通过公开招投标、邀请招
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及询价等形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支
持其他社会力量作为合作方，参与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的设计、运作
、评估等。通过竞争性方式选择有能力、服务便捷的专业服务机构参
与服务。 

• 5.社会力量监督管理。民政局及其他购买服务单位应建立评估制度，
直接或委托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评估机构对社会力量开展服务的方式
、能力、水平和效果进行定期评估。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的项目目
标、标准、内容与评估监督方式，保证参与服务过程的规范、透明、
公平公正。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五）健全监督保护制度 

• 1．加强未成年人法制建设。深入贯彻执行国家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和《江
苏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方案》、《南京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和教育，加强执法检查，形成全
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化水
平。 

• 2．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加强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将流浪乞
讨、监护缺失、留守流动、家庭暴力和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列为社会保
护服务重点对象。加强对街道、社区、儿童福利院等政府部门和机构在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方面的检查、监督，保障困境未成年人的生活质
量与生命尊严，杜绝歧视、虐待、忽视困境未成年人现象。 

• 3．做好未成年人法律服务工作。拓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法律援助渠道，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在涉及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
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以及监护缺失等方面，为未成
年人提供及时、便利、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案件的处理力度，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南京市十三五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与服务 

• （六）优化未成年人关爱机制 

• 1.健全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积极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
助。通过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
持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参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活动。 

• 2.完善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制度。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和健
康成长需要，设立适合未成年人矫正项目，大力培养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专业人才。 

• 3.加大对困境未成年人的精神关爱。建立各级政府部门牵头抓总，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的综合帮扶服务平台，整合各类专业服务资源，为困境
未成年人提供专业服务，培养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实现政府救助与
社会救助相结合。 

• 4.优化和倾斜困境未成年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针对困境未成年
人的特殊家庭情况，灵活利用政策资源，建立困境未成年人分类保障
制度，促进困境未成年人获得更及时、优质的福利服务和福利补贴。 

 



南京市未保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十三五规划》 

• 《南京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对象分类标准》 

•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流程》 

•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点任务分工》 

•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社区服务手册》 

•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督导服务手册》 

• 《未成年人保护家庭保护手册》 

• 《未成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手册》 

 

 



南京市未保服务督导项目结构 

市级保护督导
服务项目  

基于社区
区级保护
服务督导 

基于社区 
机构保护
服务督导 

困境儿童
个案服务

督导 



项
目
完
成
情
况 

合同内容 已完成 
1、编制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督
导资料 

4本手册：《未成年人保护督导服务手册》、《
未成年人社区服务手册》、《未成人家庭保护
手册》、《儿童社会政策汇编》 

2、每月检查指导4个社区  已检查指导8个社区： 
天润微社区、凤栖苑社区、蓓蕾社区、双闸社
区、万寿社区、听竹社区、冶山道院社区、东
水关社区。 

3、每月提供一次小组督导服务  已提供3次区级未保工作人员督导服务 
（浦口区、建邺区、六合区），8次社区工作人
员小组督导服务。 

4、志愿者家庭 遴选5个志愿者爱心家庭 

5、每月2个困境儿童个案  已完成11个困境儿童保护个案督导服务 

6、每月2篇工作简报（共24篇），
年底形成综合报告，2篇理论文章
。 

7份工作简报；8份社区未保设施及未保信息录
入检查报告；11份个案督导报告；1份中期评估
报告。 



时间：   2015年7月31日 

地点：   浦口区泰山街道柳洲社

区 

参与人员：浦口区民政局李军局长、

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夏阳站长、共美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南京大学彭

华民教授、共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

干事冯元、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代

表、共美社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以

及来自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 

1、浦口区 



督导内容 

1、彭华民教授：社会工作服务与
未成年人保护督导 

2、冯元：介绍困境未成年人情
况与保护 



督导内容： 

3、刘欣：培训社区未成年保护实
务方法 

4、在社区实地督查 

督导内容 



时间：   2015年8月7日 

地点：  建邺区南苑街道的服务中

心会议室 

参与人员：建邺区民政局分管副局

长许华强，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夏阳站

长，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刘欣老师和何

春兰老师，南京市共美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总干事冯元、黄君博士、康怡、

孙环环及建邺区街道及社区未成年人

保护专干78人 

2、建邺区 



督导内容 

1、许华强局长与南京市救助管理
站夏阳副站长发言 

2、冯元：阐释社区保护的责任 



督导内容 

3、何春兰：未保案例与经验分享 4、刘欣：未保案例与经验分享 



时间：   2015年10月27日 

地点：   六合区民政局 

参与人员：南京市救助管理站

夏阳副站长、杨富贵科长、南京

市共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冯元、黄君博士、康怡、孙环环，

六合区民政局王乃山副局长，六

合区民政未保工作联络员、六合

各街道民政工作人员、社区未保

社工和社会组织 

3、六合区 



督导内容 

1、王乃山局长解读未保政策 
2、黄君博士：未保相关法律法规的

政策解读 



督导内容： 
 

3、小组督导：督导与未保工作人员热烈讨论 



1、政府+社区+机构对未保问题、未保需要、

未保政策、社工实务的高度重视和精准化

目标； 

2、提升未保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水平； 

3、促进未保工作人员掌握方法技巧； 

4、提升未保工作人员服务实践能力。 

基于社区的区级督导成效 



第二部分  

社区小组督导、未保设施、录入

信息平台检查及个案督导 



工作内容： 

01 

社区小组督导：通过座

谈，了解社区未保工作开展

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02 

社区设施检查：社区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场地社区

配置及建设情况。 

03 

保护信息平台检查：

社区儿童信息录入及更新

程度。 

04 
社区困境儿童保护

个案督导 



社区督导成效： 
 

    进一步理清社区内困境儿童情

况，总结提供的服务于困境儿童需

要满足的差距，完善社区未保设施

建设，促进信息平台录入的完整性

与动态性，更好地构建以社区为本

的未保网络体系。 

 



    深入了解不同困境儿童的个别

化需要与现有提供服务的满足情况，

针对服务状况向社区未保专干提供

督导建议，注重困境儿童及其家庭

成员的物质和心理需求，构建困境

儿童及其家庭社会支持系统，增强

困境儿童家庭的抗逆力。 

个案督导成效： 



一、建邺区社区设施及信息录入情况汇总 
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社区设施及信息录入情况 

2015年8月12
日 
 

建邺区莫愁湖街
道 

凤栖苑社区 

市未保中心 
共美社工服务中心 
南京大学MSW中心 

1、配备了儿童活动室以促进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活动场所； 
2、摸底排查工作基本完成，符合市未保中
心分类要求的困境儿童进行了登记，并将困
境儿童的信息录入未保信息平台系统。 

1、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硬件设施配备总体 
来讲较为完善，利用合理； 
2、社区对辖区的困境儿童进行了摸底排查
工作，将符合市未保中心分类要求的困境儿
童进行了登记，并将困境儿童的信息录入未
保信息平台系统。 

建邺区莫愁湖街
道 

蓓蕾社区 

1、社区整体生活水平不错，同时存在着比
较大的贫富差距问题； 
2、社区中存在吸毒、贩毒、赌博人员，工
作开展起来会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3、社区对辖区的困境儿童进行了系统的摸
底排查工作，社区困境儿童的信息已基本录
入信息平台系统。 

建邺区双闸街道 
双闸社区 

 



二、栖霞区社区设施及信息录入情况汇总 

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社区设施及信息录入情况 

2015年10月9

日 

 

栖霞区迈皋桥街

道万寿社区 

市未保中心 

共美社工中心 

南京大学MSW中心 

1、构建了社区儿童保护网络，相应设有家庭驿站、配备了儿

童图书室、未成人心理关爱室等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活动

场所，并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将社区其他场所进行整合，共同

利用起来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务； 

2、摸底排查工作基本完成，符合市未保中心分类要求的困境

儿童进行了登记，并将困境儿童的信息录入未保信息平台系统

。 

栖霞区西岗街道 

听竹社区 

 

1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纳入网格化管理，并由网格员提供相关

信息； 

2、根据不同困境儿童的情况进行定期走访活动，并及时对困

境未成年人的信息在未保平台中定期更新； 

3、多个部门合作，建立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 

4、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长期合作，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健

康筛查与辅导、护理知识普及、精神疾病家庭孩子辅导慰问等

服务； 

5、设立志愿服务积分超市，鼓励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三、秦淮区社区设施及信息录入情况汇总 
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社区设施及信息录入情况 

2015年11月9日 
 

秦淮区朝天宫街
道冶山道院社区 

市未保中心 
共美社工服务中心 
南京大学MSW中心 

1、设有家庭驿站、配备了儿童图书室等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活动场所，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的硬件设施配备较为完
善，利用合理； 
2、社区主任对社区儿童信息录入事宜表
示不知情，相关信息完全没有上传至平
台上。 

2015年11月10
日 

秦淮区夫子庙街
道 
东水关社区 
 

1、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硬件设施配备总
体来讲较为完善，利用合理 
2、社区对辖区的困境儿童进行了摸底排
查工作，将符合市未保中心分类要求的
困境儿童进行了登记，并将两名困境儿
童的信息录入未保信息平台系统，但社
区内其他困境儿童的资料没有进行录入
，对困境儿童的服务情况也没有进行及
时更新。 



个案服务督导情况汇总 
时间 地点 困境儿童 督导人员 

2015年8月12日 

建邺区莫愁湖街道 
凤栖苑社区 

TZQ 

市未保中心 
共美社工中心 

南京大学MSW中心 
刘欣、黄君、 
康怡、孙环环 

建邺区莫愁湖街道 
凤栖苑社区 

ZQ 

建邺区莫愁湖街道 
蓓蕾社区 

HQY 

建邺区双闸街道 
双闸社区 

GYH 

2015年10月9日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 
万寿社区 

CZX 
市未保中心 

共美社工中心 
南京大学MSW中心 
何春兰、黄君、 
陈玲、陈素敬 

栖霞区西岗街道 
听竹社区 

CYH 

栖霞区西岗街道 
听竹社区 

RXQ 

2015年11月9日 
秦淮区朝天宫街道 
冶山道院社区 

SZF 市未保中心 
共美社工中心 

南京大学MSW中心 
何春兰、黄君、 
康怡、孙环环 

SZP 

2015年11月10日 
秦淮区夫子庙街道 
东水关社区 

LAX 

WSJ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