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 3 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 4700 万
0 岁至 3 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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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托育市场 或迎来风口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桂华
近日，有关“工厂托儿所要回来了”的信息，引
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年长者说：
“这是多少年的一种轮回吧！我们
这代人就是在工厂的托儿所长大的。”中年人感
叹：
“真是 30 年河东，30 年河西呀。记得我孩子出
生时，我爱人单位的附属幼儿园已经解散了。20
多年过去了，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国家又允许企事
业单位办托幼机构了。”年轻人称：
“放开三胎后，
大家的反映都是不敢生，一方面经济条件有限，另
一方面就是面临孩子的托育难题。有条件的企事
业单位如能办幼儿园，对单位职工来说是好事，一
是可以作为员工福利，免收或少收费用；二是夫妻
上下班顺路接送孩子，也省了不少时间。”但也有
人质疑：
“市场经济了，还会有这样的福利吗？工
厂托儿所真的能回来吗？”
记者了解到，近来，托育问题再次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源于今年 6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发布的《
“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
育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企事业单位等社会
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工业（产业）园区、
用人单位等利用自有土地或设施新建、改建托育
服务机构；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建设项目，采
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 1 万元的标
准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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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顶层设计
支持企事业
单位办托育

4月

内容

政策

提 出“ 充 分 调
动社会力量的
积 极 性 ，多 种
形式开展婴幼
儿照护服务”
。

国务院印发
《国 务 院 办 公
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发展
的指导意见》

党的十九大
提 出“ 幼 有 所 育 ”
的 要 求 ，促 使 学
前教育从 3 岁至 6
岁逐步拓展到 0
岁 至 6 岁，以实现
所有幼儿的平衡
发展。
数据显示：
2020 年底，我国 3
岁以下婴幼儿人
数超过 4700 万，每
年 有 高 达 1500 万
以上的新生儿，但
0 岁至 3 岁婴幼儿
入托率只有 5%左
右。
据了解，为解
决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面临难题，近
年来，顶层设计步
伐不断加快——

2019 年

10 月

政策

内容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卫
生健康委出
台《支持社会
力量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
专项行动实
施 方 案（ 试
行）》

通过中央财
政预算内投
资带动，激发
社会力量参
与积极性，推
动增加 3 岁以
下婴幼儿普
惠性托育服
务有效供给。

2020 年

12 月

政策

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
下 发《关 于 促
进养老托育服
务健康发展的
意见》

提出实施普惠托
育专项行动，
推动
有条件的用人单
位以单独或联合
相关单位共同举
办的方式，
在工作
场所为职工提供
托育服务，
支持大
型园区建设服务
区内员工的托育
设施。

2021 年

5月

东安幼儿园孩子在展示才艺。
东安幼儿园孩子在展示才艺
。

园区办托育 年轻人的期盼
几年前，哈尔滨总部基地（HBP）落户哈尔滨长江
路经济带时，
这一源于发达国家、
基于总部经济的崛起
而产生的新兴园区式发展模式，就备受关注。总部基
地的特点是同类企业聚集，
办公环境更加生态化，
具备
能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服务的软性环境。
日前，
记者在 HBP 采访了解到，
基地已有 300 多家
涉及医药生物、
电子商务、
科技研发、
金融服务、
文化传
播、
工业能源等多种行业企业进驻，
未来将汇集近千余
家企业，
为近 10 万人提供就业机会。而当下入驻企业
的年轻员工最关注的就是安居和生育问题。
小张就职于基地的一家电商企业，
她告诉记者，
公
司有近 300 名员工，
大都是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
基地地处偏远，又没有青年公寓，大家只能在外租房
住，
费用高不说，
路途远、
交通不便始终困扰着大家；
另
外大多数人已经到了适婚适育的年龄，
即使结婚了，
也
不敢生育，
特别是孩子 3 岁前，
需要随时在身边悉心照
顾。生了孩子的，
只能辞职在家带孩子了。据她了解，
目前一些先进的总部基地已经可以“自给自足”，成为
一个行业或者圈层的足够相互支撑的“企业社区”，能
够解决企业员工的住房、孩子入托、入园等一系列难
题，
她们也期望在这样的社区里工作和生活。
记者采访了 HBP 有关负责人刘岩。他表示，
基地
正在计划筹建青年公寓，解决部分企业员工的居住难
题；
对于园区办托育服务，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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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办托儿所 老年人的记忆
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
公司（原东安机械厂），
是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的大型国企，
年逾 60 岁的周女士就生长在这里。7
月 7 日上午，
已经阔别东安厂 20 多年的周女士陪同记
者故地重游。她告诉记者，
父母都在厂里工作了一辈
子，
家中姐弟 4 个，
她是长女，
最小的弟弟比他小 10 来
岁。在她的记忆里，
弟弟出生后，
休完 58 天产假的妈
妈就去上班了，妈妈早上抱着弟弟送去厂里的托儿
所，下班时再顺路接回来。站在东安幼儿园的门前，
她指着对过的厂办食堂说道：
“那时妈妈就在食堂做
管理员，
与那时的托儿所楼对楼，
十分方便。
”
7 日，
现任东安幼儿园的负责人吴秀萍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她介绍道，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东安
人”
，
1981 年从哈尔滨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来到了
东安幼儿园工作。那时的幼儿园是厂办园，
接收的都
是职工 0 岁至 6 岁的子女，
完全为企业生产服务，
比如
说，厂里有紧急生产任务需要加班，她们接到通知后
也一同加班，不管多晚，也要等到职工来把最后一个
孩子接走。
吴秀萍说，2005 年，随着国企改革，东安幼儿园
全体职工被带资分流，转型为民办园，面向社会。转
眼间 40 年过去了，东安幼儿园已发展成为拥有 50 多
名教师、近 500 名在园幼儿的省级示范园。她们始终
坚守着
“东安”这块牌子，从心里还把自己当作
“东安
人”，特别是在教育中始终贯穿
“奋进、钻研、朴实”的
东安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健康、阳光、向上的儿
童。
听闻国家鼓励企事业单位办托育机构，吴秀萍
很兴奋。她说，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有关文件。这些
年来，东安公司引进了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也都面
临着结婚生育的难题。现在东安幼儿园一直保留着
2.5 岁至 3 岁的托育班，如果有了政策的指导，她们
会将托育服务延伸到 0 岁至 3 岁儿童，并希望能够继
续为东安公司发展做好服务。她说，自己还有个私
心，就是希望回归企业办托育后，这些年轻的幼师才
有机会晋级职称、有职业发展规划，这对留住幼教人
才十分重要。

健(0451-84617343)

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
《关 于 优 化 生
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决定》

内容
作出
“实施一对夫
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
的重大
决策，指出“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
推进教育公平
与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
”

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发布
《
“十四五”积
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工程和托
育建设实施方
案》

2021 年

6月

内容
提出：支持企事业单位
等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
务 机 构 ；支 持 工 业（产
业）园区、用人单位等利
用自有土地或设施新
建、改建托育服务机构；
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
建设项目，采用定额补
助的方式，按每个新增
托位 1 万元的标准给予
支持。

社会力量入场
期待政策尽早落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
下婴幼儿托位数由 2020 年的 1.8 个增加至
4.5 个；支持 150 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
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新增
示范性普惠托位 50 万个以上。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 62.2%
的社区，0 岁至 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不
超过 1 所，拥有 3 所至 5 所、0 岁至 3 岁婴幼儿
托育服务机构的社区占比 31%，而有 5 所以
上的社区占比仅为 6.8%。托育服务仍然处
于起步阶段。
张女士是哈市一学前教育培训连锁机
构的负责人，受疫情防控及政策导向的影
响，近年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目前正在探
索企业转型。她对记者表示，正在关注国家
有关支持社会力量办托育机构的政策信息，
等待省市有关部门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或
许，托育服务是她下步转型的突破口。
哈市斑比宝宝国际蒙特梭利幼儿园是
哈尔滨最早创办集早教、幼儿园于一体的教
育机构。8 日下午，记者就托育问题采访了
该机构创办人郑萍。她说，她事业的起步就
是从做 0 岁至 3 岁的幼儿托育开始的，后来
拓展到 0 岁至 6 岁，现在是以 3 岁至 6 岁幼儿
教育为主。她曾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教
育部有关 0 岁至 3 岁亲子课题研究。
近年来，郑萍一直在关注托育市场发
展，前几天从网上看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的《
“十四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
施方案》，也做了学习研究，了解到上海市已
于去年出台了《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
划（2020-2023）》，但目前，她还没有接到哈
市级主管部门的有关通知。她计划今年投
资打造一个托育中心，做托育服务的同时，
做好托育专业培训。她表示：
“ 托育项目不
仅成本高、专业性强，社会需求大，但风险也
大。关键看国家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如何
将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

政府激励机制
还需多添几把火
“从长期看，我国的托育市场还面临服
务体系建设缺口较大、普惠机构高成本压
力、人力资源瓶颈制约等挑战。”谈起企事业
单位办托儿所，黑龙江省社会工作学会常务
理事、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于景
辉，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为了减轻企事
业单位负担，国家对企事业单位兴办的社会
事业进行剥离，一些幼儿园、托儿所剥离给
社会或停办，致使公办的幼儿园、托儿所不
能满足社会需求。而随之兴起的民办、私立
幼儿园、托儿所抬高了育儿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妇女的生育，客观上迎合了“一
孩政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日趋严
重，国家陆续推行了“二孩政策”
“ 三孩政
策”，但受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包括幼儿
园、托儿所等承载力限制，育龄妇女生育三
孩，甚至生育二孩的并不多。因此，鼓励生
育二孩、三孩，从提高民生福祉的角度看，恢
复企事业单位兴办幼儿园、托儿所是必要
的。但要实现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国家还
需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比如发放儿
童津贴、家庭津贴，对生育妇女及其单位进
行奖励，对因生育回归家庭的妇女及其配偶
给予工资提升等。
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学前教育部主任
王桂秋认为：发展普惠托育服体系，政府不
仅要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大力扶持、鼓励社
会力量办托育，还要设立托育机构实施标
准，使其逐渐规范发展。同时，加强从业人
员队伍建设，制定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岗前
培训等。

民声记者苏强 电话:18746073638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做好每一篇
监督报道，认真履行记者职责。

古稀老人
申请入党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桂华
近日，刚吃过早饭的金勇一听到了熟
悉的敲门声，他摸索着打开房门，他高兴地
跟社区党员和志愿者打着招呼。金勇一是
哈尔滨市香坊区黎明街道双赢社区的一位
光荣的退伍军人，平时一个人生活，因为视
力残疾，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便。今年初，双
赢社区党员和志愿者组成了“金勇一助残
小分队”，定期登门帮他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进行心理疏导。每周两次上门为他送
去蔬菜、水果、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每
周一次上门帮他打扫卫生。
又是一个双赢社区定期上门为金勇一
服务的日子。社区志愿者熟练地将金勇一
家里地面、桌面、厨房整理得干干净净、整
整齐齐。
志愿者赵立军是名医生，他定期上门
为金勇一检查身体。有一天，金勇一下床
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腰，需要每天敷药，赵
立军知道后每天主动上门为金勇一换膏
药，并为他进行按摩治疗，直到他的腰伤痊
愈。
让群众当好民生实事的“出题者”
“阅
卷人”，在最后“一厘米”上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是黎明街道办事处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任务和目标。他们把关注
辖区居民需求，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要像你们一
样为民解忧”，76 岁高龄的于春生对黎明街
道干部说道，这庄重的诺言，来自他的心
里。
“七一”前夕，老人参加了黎明街道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对党的认识更进了
一步。
于春生一直独居在立汇社区一栋老楼
的顶层，立汇社区工作人员会定期到家中看
望他，帮助购买生活用品、整理家务。街道
办事处领导得知老人家出现墙体渗水返潮
问题后，多次到他家中查看，并亲自爬上楼
顶查找渗水原因，沟通协调辖区物业部门，
抢在雨季来临之前，
对于春生家房屋屋顶进
行全面的修复，
现在房屋已经不再渗水。
他们还为老人送去新被褥、米面粮油
等生活必需品，从实际上解决老人生活困
难。固执的老人感受到街道党员干部的真
情实意，一改过去不满情绪，口中常常念
叨：
“感谢政府、感谢党！”

老人主动参加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