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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民政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   16周岁  的未成年人。   年 龄？ 

文件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意见》（国发〔2016〕13号）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

的通知》（云民儿童〔2020〕4号） 

3个月 

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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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监护方面 

          签订《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符合条件的纳入相关

保障范围。 

          村（居）儿童主任要督促和指导农村留守儿童选择具备较强监护能力

和监护意愿的亲属、朋友担任受委托监护人，并指导受委托监护人签订《农

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落实委托监护责任。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要对受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进行初步评估，

对不具备监护能力的，及时督促留守儿童父母确定其他受委托监护人。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对于监护人家庭经济困

难且符合有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的，要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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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监护方面 

无监护能力的，视情况进行监护照料。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要协

助公安机关对正处于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

监护能力状态，且暂时联系不上外出务工父母的农村留

守儿童，就近护送至其他近亲属、村（居）民委员会或

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临时监护照料，并继续采取多

种方式联系留守儿童父母，及时向临时监护照料主体通

报联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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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时接收公

安机关护送来的农村留守儿童，按照最有利于

儿童利益的原则，采取机构内养育、家庭寄养

等方式，为其提供临时照料服务。救助管理机

构、福利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为临时监护的

农村留守儿童统筹协调生活、学习等事宜，并

根据儿童实际需求，为其提供课业辅导、心理

疏导、情感抚慰等服务。 



普洱市民政局 
控辍保学方面 

        督促失学辍学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无故不到校的及时劝返。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要指导辖区内中小学校、村（居）委

员会采取电话沟通、入户家访等方式逐一核查，及时联系并督促失学

辍学农村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依法送适龄留守儿童入学接受义

务教育；对学生无故不到校的，中小学校要及时了解原因，超过一个

星期的，要及时组织劝返；劝返无效的，中小学校要在全国中小学生

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标识，并及时书面报告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普洱市民政局 
户口登记方面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要协助公安机关

宣传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公民登记户口的权利义

务,积极动员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动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

常住户口登记。 

 文件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

员登记户口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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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督导员建设情况 

 根据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相关文件要求，2017年，在乡镇

（街道）、村（居）委会明确了专兼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儿童福利工作。为便于

工作的开展，乡镇（街道）统称为“儿童督导员”，村（居）委会我们统称为

“儿童主任”。而后根据《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

务能力的实施意见》（普民发〔2018〕131号）文件，村、社区城乡低保、医疗

救助、临时救助、特困人员供养工作等社会救助协理员兼民政信息员、儿童主任。 

      目前，全市共有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 103 名。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

任队伍建设，为开展儿童关爱保护保障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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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督导员工作职责 

儿童督导员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领导和上级民政部门指导下,组织开

展以下工作: 

1.负责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等工作,制定有关工作计划

和工作方案。 

2.负责儿童主任管理,做好选拔、指导、培训、跟踪、考核等工作。 

3.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散居孤儿等信息动态更新，建立健全信息台

账。 

4.负责指导儿童主任加强对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散居孤儿的定期走访

和重点核查，做好强制报告、转介帮扶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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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督导员工作职责 

儿童督导员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领导和上级民政部门指导下,组织开

展以下工作: 

5.负责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做好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建设与管理。 

6.负责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散居孤儿等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宣传。 

7.负责协调引进和培育儿童类社会组织、招募志愿者或发动其他社会力量参

与儿童工作。 

8.负责协助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散居孤儿社会救助、精神慰藉等

关爱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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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指导儿童主任加强对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散居孤儿的

定期走访和重点核查，做好强制报告、转介帮扶等事项。 

乡(镇)、街道是否落实“至少每半年对孤儿等特困儿童家庭探访巡查一次,探访

巡查覆盖面达到100%”的规定;县级民政部门是否落实“至少每半年对孤儿等特困

儿童家庭探访巡查一次,探访巡查覆盖面达50%以上”的规定。我们要通过检查整改

制度落实情况,从而发现问题,堵塞工作漏洞。 

文件依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孤儿等特困儿童保障工作专项治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民电〔2019〕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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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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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任工作职责 

儿童主任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指导下,组织 开展               

以下工作: 

1.负责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日常工作，定期向村（居）民

委员会和儿童督导员报告工作情况。 

2.负责组织开展信息排查，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散居孤儿等服务

对象的生活保障、家庭监护、就学情况等基本信息，一人一档案，及时将信息报送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定期予以更新。 

3.负责指导监护人和受委托监护人签订委托监护确认书，加强对监护人（受委托

监护人）的法治宣传、监护督导和指导，督促其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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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任工作职责 

儿童主任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指导下,组织开展

以下工作: 

4.负责定期随访监护情况较差、失学辍学、无户籍以及患病、残疾等重点儿童，

协助提供监护指导、精神关怀、返校复学、落实户籍等关爱服务，对符合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政策的儿童及家庭，告知具体内容及申请程序，并协助申请救助。 

5.负责及时向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报告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

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不法侵害等情况，并

协助为儿童本人及家庭提供有关支持。 

6.负责管理村（居）民委员会儿童关爱服务场所，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和社会力

量开展关爱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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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老人 

         赡养人持续     6个月  以上离开户籍地县域范围从

事务工、经商或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事实身边无赡养

人或赡养人无赡养能力的农村老年人。 

  多久时间？ 

文件依据：《民政办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地区农村留守

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民办发〔2019〕31号 ）政策汇

编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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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留守老人统计数 

思茅区 154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300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727 

景东彝族自治县 770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283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603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48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54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211 

西盟佤族自治县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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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和定期探访制度 

以县为单位， 由乡镇人民统筹指导， 由村民委员会协助实施，建立农村留守老

年人定期探访制度，每季度上门走访， 探望留守老年人，及时了解或评估农村留守

老年人生活情况，并填写《季度走访、 探望情况登记表》。 

  
县（市、 区） 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统计制度，

每半年将辖区内农村留守老年人数量、 分布等信息按分

类统计和汇总统计形成数据上报州（市） 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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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和定期探访制度 

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加快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和定期探

访制度，完善考评机制，落实配套措施， 按规定时限及时上报农村留

守老年人信息统计表，省厅将不定期对各地农村留守老年人数据统计

等情况进行通报。 

文件依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留守老

年人信息台账和定期探访制度的通知》（云民福

〔2018〕25号）  政策汇编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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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一刻 

          答：该情况下的老人不属于留守老人的情况。其中

一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符合界定条件，但是老人其中一子

女在同村居住，该子女同样为赡养人，并且有赡养能力，

所以不能纳入留守老人 ；若该子女无赡养能力，另一个

子女还在长期在外务工，可纳入留守老人。 

          问：某老人有两个子女，有个子女长

期在外务工，还有一子女在同村居住，且

有赡养能力，此情况下的老人是否属于留

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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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妇女 

          丈夫连续外出务工、经商   等半年以上、本人留在农村

居住生活的妇女（妇女年龄：已婚且不满60 周岁的农村妇女） 

   多久时间？ 

文件依据：13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

（民发〔2019〕86号），政策汇编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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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留守妇女统计数 

思茅区 3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26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53 

景东彝族自治县 162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19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71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7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28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35 

西盟佤族自治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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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一刻 

          答：该情况下的妇女不属于留守

妇女。留守妇女中界定的丈夫外出务

工、经商属于正常活动，服刑这类不

属于正常活动，所以不能将该妇女纳

入留守妇女中。 

          问：某家庭，其丈夫在监狱服

刑，此情况下的妇女是否属于留守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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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高龄补贴发放情况 

项目 

70-79岁             
（10元） 

80-89周岁          
（80元） 

90-99周岁       
（150元） 

100周岁以上         
（600元） 

小计 

备   注 

人数 
发放 金

额 
人数 

发放       
金额 

人数 
发放      金

额 
人数 

发放           
金额 

人数 
发放      
金额 

思茅区     4060  327840 562 84300 14 8400 4636  420540  
补发6位80-89
岁老人3040元 

宁洱县     3936 314880 530 79500 9 5400 4475  399780    

墨江县     6408 512640 803 120450 17 10200 7228  643290    

景东县 17132 171320 6579 526320 693 103950 30 18000 24434  819590    

景谷县     4746 379680 641 96150 16 9600 5403  485430  7月未发放 

镇沅县 9769 97690 4232 338560 484 72600 8 4800 14493  513650    

江城县     1868 149440 210 31500 9 5400 2087  186340    

澜沧县     6070 485600 845 126750 24 14400 6939  626750  7月未发放 

孟连县     1073 85840 148 22200 10 6000 1231  114040    

西盟县 2798 27980 814 65120 93 13950 4 2400 3709  109450  
2-7月份资金
未发放 

合计 29699 296990 39786 3185920 5009 751350 141 84600 74635  4318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