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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民政局一、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一）、困境儿童分类

困境儿童主要是指0-18岁的孤儿、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病儿童、贫困家
庭儿童、流浪儿童、家庭监护不当儿童。

文件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103号）

《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
实施意见》（普政发〔2017〕1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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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民政局（二）、困境儿童保障政策

1、纳入生活费发放保障对象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

病毒感染儿童，通常简称为“孤儿

等特困儿童”。



● 孤儿：指父母双亡、失踪或是一方死亡，另一方失踪的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

孤儿养育方式分为：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和社会散居养育两种。

文件依据：《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云

民 福〔2011〕5号）。

必备申请材料：父母双方户口注销证明，儿童本人的身份证或是户口册原件的扫

描件。如有父母一方死亡，一方失踪的情况，申请时必须提供法院宣告失踪的相

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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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是指：人民法院宣告的失踪。

失联是指：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上。失联首先要

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6个月仍查找不到失联父母的，须提

供书面函复或是开展工作情况说明。

普洱市民政局失踪和失联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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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1：一名10岁儿童，父母双方死亡，

父亲为中国国籍，母亲为缅甸国籍，无

法提供母亲户口注销证明，儿童是否能

申请孤儿补助？

解析：符合申请。提供村（居）委会出具

的详细证明（证明人签字并加按手印）、

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民政走访

调查记录（走访调查人员必须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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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2：一名15岁儿童，父母双方死亡，

母亲为集体户口无法提供母亲户口注销证

明，儿童是否能申请孤儿补助？

解析：符合申请。提供村（居）委会出具

的详细证明（证明人签字并加按手印）、

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民政走访

调查记录（走访调查人员必须2人以上）。



普洱市民政局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

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

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

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通过困难

群众救助经费渠道对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给予适当补助。

生活困难家庭是指：建档立卡未脱贫户家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文件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云民规〔2019〕2号 ）。



必备申请材料：困难证明（父母或儿童纳入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建档立卡未

脱贫户的证明），父母一方死亡一方残疾或双方残疾的提供残疾证（一级二级

残疾或是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父母一方死亡一方重病或双方重病提供

文件规定病种的诊断书或病情证明，父母一方死亡一方服刑在押或双方服刑在

押的提供法院判决书（判决书丢失的，可提供监狱出具的服刑证明），父母一

方死亡一方强制戒毒或双方强制戒毒的提供戒毒所出具的证明，父母一方死亡

一方失联的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查找书面函复或是开展工作情况说明。死亡的

须提供户口注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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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信息没有规定只填

写两个，根据儿童实际家庭

情况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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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领年月、停发时间、停发原因必填。

村（居）委会、社区，乡（镇），
县（区）民政意见必填，签字并
加盖单位公章。

儿童本人或监护人填写意见后签字
并按手印。



*特殊案例：
▲案例1：一名5岁儿童，父亲死亡，

母亲为缅甸国籍，母亲于2016年外出

至今未归，儿童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

儿童已纳入了低保，该儿童是否能申

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助？

解析：符合申请。提供困难证明、村

（居）委会出具的详细证明（证明人签

字并加按手印）、乡（镇）人民政府出

具的证明、民政走访调查记录（走访调

查人员必须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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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2：一名7岁儿童，父亲死亡，母亲改

嫁到邻村后一直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儿童

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儿童已纳入了低保，

该儿童是否能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助？

解析：不符合申请。儿童虽然纳入了低保，

但是不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界定，母亲

不履行监护抚养责任，村（居）委会和乡镇

应进行沟通调解，沟通调解无效的可报告司

法部门，通过法律途径让其承担法律责任。

普洱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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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3：一名未满18周岁女孩被拐卖，拐

卖期间生育一子后被公安机关解救送回父母

身边，儿童父亲因参与拐卖已判刑，现儿童

由奶奶监护，并已纳入了特困救助供养，该

儿童是否能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助？

解析：符合申请。提供困难证明、法院的判

决书、村（居）委会出具的详细证明（证明

人签字并加按手印）、乡（镇）人民政府出

具的证明、民政走访调查记录（走访调查人

员必须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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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4：一家庭，父亲60岁以上，母亲
50岁肢体二级残疾，儿童9岁，该儿童是
否能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助？

解析：此案例分两种情况:

1.如果该家庭已纳入了特困救助供养，提供困难证明、

父亲病情诊断证明、母亲残疾证，符合申请。

2.该家庭已纳入了特困救助供养，但无法提供父亲病情

诊断证明，这种情况是不符合申请的。

如果该家庭提出到机构内集中特困供养，考虑到家庭

情况特殊性，不能将儿童与其父母分开独自送到儿童

福利机构养育，该家庭只能到就近的敬老院内集中特

困供养。



文件依据：《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发放艾滋病病
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2〕
179号）

必备申请材料：儿童本人感染HIV抗体检测阳性报
告。如该儿童既符合孤儿界定 也是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在申请时儿童类别应填写为孤儿。

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信息属个人隐私，涉及操
作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信息的工作人员，应签署
工作保密协议，并严格遵守协议规定。

普洱市民政局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感染艾滋病病毒，未满18周岁的未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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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6月1日起,孤儿等特困儿童生活补助发

放标准在原基础上提高6元，为儿童福利机构养育

儿童每人每月1980元，散居孤儿、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月1280元，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实行补差发放。

文件依据：《普洱市民政局普洱市财政局关于提

高孤儿等特困儿童基本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普民发〔2020〕52号）

普洱市民政局2、生活补助费发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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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民政局3、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资助对象是已

认定为孤儿(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弃儿童和社

会散居孤儿)、年满18周岁（以每年的9月1日为

限）仍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

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

学校就读的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

文件依据：《云南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办公厅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

的通知》（云民办〔2019〕25号）

●资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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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标准

每人每学年

1万元。

资金发放

县（区）级民政部

门按月或按季度发

放助学金，在发放

助学金的同时，要

精准核对并停发社

会散居孤儿基本生

活费中中央配套补

助资金600元。

（儿童福利机构内

符合申请的孤弃儿

童不用停发）

申 请

社会散居孤儿助学申请由

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

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受理。孤儿向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申请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

报县级民政部门。

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

孤儿童助学申请由福利机

构所属民政部门受理。

确 认

县（区）民政

部门负责核实

孤儿身份，和

学籍等信息，

核实无误为受

助对象的，纳

入“助学工程”

并发放助学金。



为了精准核实受助人员身份，县(区)民政局须在“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

统”上传以下证明材料：

1.孤儿本人身份证或户口册。

2.公安机关、医疗卫生部门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人民法院宣告孤儿

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

3.孤儿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或在读证明。

4.孤儿本人申请书。

5.云南省“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申请表。

相关证件证明材料按顺序扫描成一个PDF文档上传， 文件名称统一为“助

学工程证明材料”。

普洱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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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民政局●监督和管理

各级民政部门应当通过材料核实、家庭巡访、数据比对等多种方式，对项

目实施情况开展检查、确保项目实施效果。省级民政部门每年对项目受助

对象抽查比例不低于30%，市级民政部门每年对项目受助对象抽查比例不

低于60%，县（区）级民政部门检查应当做到全覆盖。

县（区）民政部门对纳入“助学工程”的孤弃儿童做到一人一档，档案应

当包括孤儿基本信息、助学申请、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4、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资助对象

普洱市民政局

0-18周岁孤儿和年满18周岁后仍在校就读的

孤儿，其医疗康复费用的自付部分(即相关费

用总额扣除医保报销、大病保险报销、医疗

救助、康复救助、慈善捐助等费用后剩余部

分)

文件依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

办公厅“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施

办法的通知》（云民事〔2019〕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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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范围

●诊疗费用：孤儿1个自然年度内在定点医院的诊疗费用（包括住院及门诊费用）中累计在1000元以上

的自付部分。

●康复费用。孤儿在定点医院内接受专业医疗康复训练费用的自付部分，按每人每年不超过3万元的标

准资助。

●特殊药品费用：孤儿因患心脏病服用波生坦（全可利），因患结节硬化症服用雷帕霉素（雷帕鸣口服

溶液）和依维莫司的药品费用自付部分。

●辅具器具配置费用：有功能障碍的孤儿，在定点机构配置康复辅具如假肢、人工耳蜗、助听器费用的

自付部分。

●体检费用：孤儿每2年可进行一次体检，资助标准每人每次不超过800元，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统一组

织开展。

●住院服务费用：按孤儿住院治疗例数，配套住院服务费，资助标准每人每次7000元，每人每年不超过

2次。用于孤儿在住院期间产生的陪护费、接送患儿费用、患儿营养费及其他与患儿治疗相关的费用。

普洱市民政局



市、县（区）级定点医疗医院： 普洱市民政局

● 普洱市人民医院

● 思茅区人民医院 ● 宁洱县人民医院

● 墨江县人民医院 ● 景东县人民医院

● 景谷县人民医院 ● 镇沅县人民医院

● 江城县人民医院 ● 澜沧县人民医院

● 孟连县人民医院 ● 西盟县人民医院

我市每个县（区）均有一所定点医疗机构，负

责当地孤儿的常规病例诊治、体检等工作。患

儿如需手术或患急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等，

请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协调到市级“明天计

划”定点医院诊治。市级定点医院无法救助的

患儿，向省“明天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

申请，协商省级定点医院提供医疗救治服务。

省级定点医院无法救助的患儿由省“明天计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民政部“明天计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提出申请，协商部级或跨省级定点医

院提供医疗救治服务。



●“明天计划”相关附件表 普洱市民政局

每年3月底前，向省“明天计划”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送《XX州市XX年度

“明天计划”中央补助资金需求表》，

申请中央补助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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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疗、门诊诊疗、康复、辅具器具

由福利机构负责人或社会散居孤儿监护人，

向患儿户口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填写《云南省“明天计划”医疗资助申请

书》（附件1）和《“明天计划”资助表》

（附件2），并提供附件2要求的相关证

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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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级民政部门填写

《“明天计划”体检申报表》

报送州（市）民政部门，待

州（市）级民政部门、向省

“明天计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批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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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明天计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批通过后，由县（区）级

民政部门组织实施体检，体检

结束后并填写《“明天计划”

结算汇总表》报送州（市）民

政部门，由州（市）级民政部

门报省“明天计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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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监护人应如实提供患儿相关信息，并提供如下材料：

（1）申请资助时提供患儿及监护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孤儿提供父母

死亡证明，弃婴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

（2）结账报销时提供住院发票或门诊发票原件（患儿的医疗救治费用原

则上应先办结医保报销、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捐助等费用，

剩余自付部分申请“明天计划”资助），并凭相关正式发票可报销住院

期间产生的住院服务费用，同时提供儿童治疗记录（包括门诊病历、出

院小结、体检报告结论、康复末期评估等）。

普洱市民政局●注意事项



普洱市民政局一、收养工作

（一）、收养政策解读

我国现行的收养政策依据及收养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2年4月1日颁布，1999年4月1日修订实施。（主要依据）

2.《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3.《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4.《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

具有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

5.《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民发〔2003〕112号）



6.《民政部收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08〕118号）

7.五部委《关于做好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

8.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13〕83号）

9.《民政部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收养工作的意见》

（民发〔2014〕206号）

10.《民政部 公安部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民发

〔2015〕159号）

11.《云南省收养能力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民规〔2018〕2号）

12.《收养登记服务指南》（云南省省儿童福利处和收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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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普洱市民政局

▲案例1：一对夫妇已生育一残疾孩子，现

想收养弟弟的孩子，问可不可以收养？

解析：现行《收养法》不可以收养。



普洱市民政局

现行《收养法》规定：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

亲的子女，可以不受“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

养”和“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

收养人的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以及“被收养人

不满14周岁”的限制（但不能超过18周岁），

但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四)年满三十周岁。



普洱市民政局
*特殊案例：

▲案例2：一对夫妇结婚多年无子女，现想收

养妹妹的孩子，问可不可以收养？

解析：可以收养。现行《收养法》规定：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

女，可以不受“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和“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

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以及“被收养人不满14

周岁”的限制（但不能超过18周岁），但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

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

同时提供重要证明材料：子女由三代同辈以内旁系血亲收养的，还应当提

交公安机关出具的或者经过公证的与收养人有亲属关系的证明。



*特殊案例：

▲案例3：一对夫妇已生育两孩，由于家庭经

济困难，想送养其中一孩，问可不可以送养？

普洱市民政局

解析：现行《收养法》不可以。虽有经济上

的困难，但仍然有抚养的义务，原则上是不

能送养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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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收养法》第四条规定，下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丧失

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

女。上述要送养的孩子既不是孤儿也不是弃婴、要符合送养条件，关键看孩子

的生父母是不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

根据《民政部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收养

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06号)和云南省民政厅转发通知(云民事〔2015〕

1号)要求，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应当提交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

声明。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重特大疾病证明。

●县级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重度残疾证明。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的判决书。

●送养人根据以上材料之一出具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声明。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不包括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形。如经济有困难，

可根据具体情况，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救济救助。

重大疾病病种和重度残疾等级可参照13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民规〔2019〕2号）的范围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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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4：一对14岁的在校学生，生下一子，问

孩子可不可以送养？

解析：因孩子生父母未满18周岁，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现孩子的

监护权属生父母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如能提供以下

证明材料，可以送养。

1.人民法院出具的能够证明生父母双方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文

书。

2.监护人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监护人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证明。

3.其他有抚养义务的人(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出具的经公证的同

意送养的书面意见。

4.生父母所在村(居)委会、医疗机构、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出

具的生父母对被收养人有严重危害可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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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5：一对中国夫妇结婚后无子女，想

收养同村一名缅甸国籍的孩子，问可不可以？

解析：不可以。按我国现行的收养政策，中

国人不能收养外国子女。



*特殊案例：
▲案例6：收养孩子后，由于种种原因无法

继续抚养，是否可以解除收养关系？

解析：可以解除。现行《收养法》第二十六条收养人在被收养人

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

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收养人

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

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

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

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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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自收养
普洱市民政局

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可以办理收养登记：

第一，被收养人是否符合条件。

现行《收养法》第四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被收养。《中国公

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五条规定，收养非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

收养人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的证明》。因此被收养人是否符合条件，关

键要看收养人能不能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明确孩子弃婴身份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

第二，收养人是否符合条件。

现行《收养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

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第九条规定，无配偶

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收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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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例：

▲案例1：一夫妇已生育一女，捡拾到一

名弃婴，未到公安机关报案，已私自养育

了3个月，问可不可以办理收养登记？

解析：按现行《收养法》不可以办理收养
登记。



首先现行《收养法》中规定，收养家庭要无子女，其次公民发现弃婴后，要

第一时间向所辖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通报，及时依法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不得自行收留和擅自处理。公安机关要做好查找弃婴的生父母和其

他监护人的工作，对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出具《弃婴、儿童捡

拾报案证明》，送民政部门指定的儿童福利机构临时代养并签订协议。儿童

福利机构要及时发布寻亲公告，60日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

监护人的，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手续。

普洱市民政局



普洱市民政局
*特殊案例：

▲案例2：一名环卫工人在街上打扫时捡

拾到一名弃婴，抱回家让已婚多年无子女

的亲戚抚养，并到公安机关报案，问可不

可以办理收养登记？

解析：按现行收养法律法规，如果收养人具备

现行《收养法》对收养人的条件要求，同时能

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

明》，民政部门可以为其办理收养登记。



●落户问题 普洱市民政局

收养登记与户口登记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

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明确规定，“进一步完善户

口登记政策，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对于不符合办

理收养登记条件的无户口儿童，可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

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7〕47号）的要求，公安

机关在履行采集被收养人DNA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内进行比对、向社会

发布寻亲公告等程序，公告期满仍查找不到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可将其户

口登记在社会福利机构集体户、公安派出所直管公共户、社区集体户或者抚养

人家庭户上，家庭关系登记为非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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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法典与原《收养法》部分修改亮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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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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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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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洱市民政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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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普洱市民政局普洱市各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县（区） 联系人 电话

1 思茅区 李依岭 0879-2148597

2 宁洱县 朱荣光 0879-3318908

3 墨江县 朱兰仙 0879-4230148

4 景东县 李 佳 0879-6220545

5 景谷县 李芳芳 0879-3012190

6 镇沅县 李自勇 13769925638

7 江城县 梁远林 13368790107

8 澜沧县 陈 勇 13887949339

9 孟连县 施文伟 0879-3081863

10 西盟县 岩 胜 1357791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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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