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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义务教育状况专题分析报告 
 

 

工业化、城镇化引发的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最大

社会变化，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流动仍将是我国社会变革的主

要内容和主要影响因素。 

在人口流动与迁徙中，我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以及随迁子女和农

村留守儿童
1
规模不断增长。2008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

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已达到 3025 万人，占 19%。农民工随迁

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关系到上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关系

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妥善解决农

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民心工

程，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环节，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可持续发

展观的重要体现。  

本报告结合我国政府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政策变迁,从

规模、分布、来源以及受教育情况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

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已成为社会重大课题 

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

的变革，人口流动对中长期国家发展以及现有的体制产生重大影响。

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相应而生，已经引起各级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自 2007 年教育部对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备案的义务教育学校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

统计。农民工随迁子女是指户籍在农村，随务工父母到外省（区、市）或本省外县（区）就读，接受义务

教育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由父、母单方

或其他亲属监护并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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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将保持继续加快趋势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1990-2004 年我

国城镇化水平从 26.4%提高到 41.8%，每提高大致提高 1 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 1000 万左右。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大量从

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迁往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1995-2000 年，

我国东部地区净迁入人口约为 2000 万1，人口净迁入约为 1.57%；中

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净迁出人口 1300 多万和 700 万，人口净迁出率分

别达到 1.07%和 0.56%。 

据联合国预测，随着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世界城市

人口的比例仍将持续上升，2000-2025 年可能上升到 64.6%。21 世纪

前半叶世界人口城市化步伐非但不会停滞，反而有加快的趋势。而这

种加快的趋势主要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拉动。该项预测表明，

2000-2025 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例可由 45.1%上升到 61.2%。 

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既存在乡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同时也有中

小城镇人口向较大城市集中特征，尽管存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

“民工潮”的潮涨潮落，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将进一步加快，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时期，同时我国的“二元经济”

结构决定了当前人口城乡结构比较落后，人口城市化水平较低，未来

我国人口仍将保持进一步流动的势头。 

（二）国家出台若干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义务教育

问题重大政策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农村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1996 年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

                                                        
1 参见张善余著《中国人口地理》第 372 页。 

 4



 

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就对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提出

要求，1998 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规定流动儿童少年以在流入地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 

2001 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 2003 年《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的颁布，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2006 年《中共

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保障农民工

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作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

内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此予以了法律保障。 

为妥善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关爱留守儿童，中央有关

部门联合出台了多项政策。2003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明确了解决

农民子女就学的途径和财力保障，提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工作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要求“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

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

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中央组织部、全国妇联等 7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

示精神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农民工

工作联席会还专门成立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指导各地做好留

守儿童的工作。此外，有关部门通过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努力

解决部分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加强了对民办农民工学校的扶

持和管理，逐步将农民工或者是其他有关方面出资建立的专门用于接

收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学校，纳入到民办教育管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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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积极落实政策以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地方政府积极贯彻中央精神，通过加大投入，改建、扩建公办学

校，调整学校布局，调整招生计划等途径增强了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

随迁子女就学的能力。2008 年，全国 78.5%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

校就读，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的格局基本形成。 

首先，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

筹措保障机制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出台的《成

都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市

级财政部门、五城区及成都高新区财政部门分别建立解决进城务工农

民子女就学的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纳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预算管理。

市教育局每年根据各区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具体情况，将财政

专项补助资金按比例划拨到区教育行政部门。上海市加大了对农民工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投入，用于帮助民办农民工随迁子女小

学添置和改善教学设施设备，专项经费向财力相对薄弱地区及民办农

民工随迁子女小学集中地区倾斜。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与民办农民工

随迁子女小学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在成本核算基础上，按学校招生人

数进行经费补贴。 

其次，探索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有效机制。各地政府从统筹城乡

教育协调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高度，将农村留守儿童的教

育问题作为加强和改进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并纳入到学校正

常的教学活动中。例如，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

趋势，需要住校的留守儿童大量增加，2008 年达 293 万人，占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 33%。当年四川省级财政决定投入 3 亿元实

施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工程，建设、改造 400 所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

学校的教学用房和学生宿舍，使项目学校基本消除大班额、大通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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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外租房现象，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再次，不断加强民办农民工随迁子女简易学校的规范管理。1998

年湖北省武汉市专门制定了《武汉市社会力量办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

校办学标准》，对全市审批社会力量举办的简易学校从举办者、师资、

办学目标、办学场地及设施、办学经费等方面进行了统一的规定，有

效地规范了审批行为。上海市逐步将符合基本条件的现有农民工随迁

子女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规定到 2010 年，基本完成农民工随迁

子女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工作，对仍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农民工随迁

子女学校应予停办。 

（四）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江西省各级妇联组织联合有关部门，初步探索形成了实施“留

守儿童关爱工程”的五种关爱模式，即阵地模式、制度模式、结对模

式、组织模式及活动模式。 

四川眉山市青神县自 2001 年起，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全社会参与”工作机制和以留守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学校、社会“三

位一体”教育保护网络，逐步形成留守儿童教育保护“青神模式”，

得到了亚行专家赞赏。 

陕西省石泉县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和党委、政府工作的运行、考评体系，初步建立了“党政统筹、部门

联动、学校为主、家庭尽责、社会参与、儿童为本”的“六位一体”留

守儿童教育管护长效工作机制，努力让留守儿童“学业有教、安全有

保、亲情有护、生活有帮、困难有助”，逐步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教

育管护工作的“石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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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封市实施“留守流动儿童关爱工程”过程中，在广泛调查研

究基础上，建立了家庭监护、学校帮护、社会呵护、法律保护、组织

管护的“五大管护网络”。为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进行有效指导，开

封市还建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家庭教育指导站等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家庭教育组织网络，建成留守儿童家长学校 687 所、流动儿童家长

学校 328 所。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义务教育的主要特点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总体规模继续扩大，地区分布差异明显 

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生数量及比例比上年有较大

增长，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2008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

随迁子女人数达 884.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9 万人，增长 15.5%；其

中小学有 677.7 万人，比上年增加 85.7 万人；初中有 207 万人，比

上年增加 33.3 万人。 

东部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生数量为全国最高。2008 年，东

部地区小学在校生中有农民工随迁子女 411.7 万人，比上年增加 62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60.7%，比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初

中在校生中有农民工随迁子女 107.5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3 万人，

占全国总数的 52%，比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生数尽管数量有增长，但占全

国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中部地区小学在校生中有农民工随迁子

女 95.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4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14.0%，比上年

下降 0.1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初中在校生中有农民工随迁子女 39.2

万人，比上年增加 4.4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18.9%，比上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小学在校生中有农民工随迁子女 170.1 万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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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加 12.6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25.2%，比上年减少 1.5 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初中在校生中有农民工随迁子女 60.3 万人，比上年增

加 6.6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29.1%，比上年减少 1.8 个百分点。 

分省看，广东、浙江、江苏 3 个省份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最多，

且 3 个省份在小学就读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占全国总数的比例达

41.4%，其中，广东省最高，占 23.8%；3 个省份在初中就读的农民工

随迁子女人数占全国总数的 31.9%，其中，广东省最高，占 17.9%。 

图 1  2008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区域分布情况 

 
小 学

中部95万，
占14%

西部171万，
占25%

东部412万，
占61%

全国共678万人

初 中

中部39万，
占19%

西部60万，
占29%

东部108万，
占52%

全国共207万人

 

 

 

 

 

 

 

 

 

农民工随迁子女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有所提高，东部地区明显高

于中、西部地区。2008 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民工随迁子女

所占比例为 5.6%，比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 

全国小学在校生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所占比例为 6.6%，比上年

提高 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较高，已达到 11.6%，比上年提高 2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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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其中，北京、上海、浙江等 3个省市该比例接近或已超过 25%，

天津、福建和广东等 3 个省份也超过了 15%。 

全国初中在校生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所占比例为 3.7%，比上年

提高 0.7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达 5.3%，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浙江等 3 个省市接近或超过 10%。 

表 1  2008 年分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 

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及变化 

2008 年（%） 比上年增减（百分点） 
 

合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小学 初中 

全国 5.6 6.6 3.7 0.9 1.0 0.7 

东部 9.3 11.6 5.3 1.7 2.0 1.2 

中部 2.5 2.7 2.1 0.3 0.3 0.3 

西部 4.6 5.2 3.5 0.5 0.6 0.4 

 

分县看，全国有 1/5 的县小学农民工随迁子女占在校生比例超过

10%，其中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县该小学比例

超过 10%。而河北、山东、山西、黑龙江、江西、安徽、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有半数以上县小学该比例小于 1%。 

全国有 13.8%的县初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占在校生比例超过 10%，

其中，上海有 60%的区县该比例超过 10%；全国 31.7%的县初中随迁

子女占在校生比例小于 1%，安徽、甘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县该比例

低于 1%。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来源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以外省迁

入为主，中、西部地区以省内其他县迁入为主 

2008 年，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 884.6 万农民工随迁子女中，

外省迁入的占 49%，省内其他县迁入的占 51%。小学半数以上属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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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迁入，所占比例为 51.6%；而初中则以省内其他县迁入为主，所

占比例为 59.5%。 

东部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 2/3 以上为外省迁入。2008 年，东部

地区小学外省迁入所占比例达 67.3%，上海、北京、天津 3 个直辖市

该比例均高达 97%以上，浙江省达到 82%；东部地区初中农民工随迁

子女中，外省迁入所占比例为 55.9%，北京、天津、上海 3 个直辖市

比例均达 95%以上，浙江省为 66%。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比例也较

高，分别为 75%和 70%。 

图 2  2008 年分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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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主要从省内其他县迁入。2008 年，

中、西部地区小学省内其他县迁入农民工随迁子女所占比例分别为

80.4%和 68.4%，其中江西、四川、湖南、河南、安徽、贵州和广西 7

个省份在 80%以上；中、西部地区初中省内其他县迁入的农民工随迁

子女所占比例分别为 83.8%和 71%，其中江西、四川、河南、湖南、

安徽、广西、贵州和黑龙江 8 个省份该比例在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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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工随迁子女 1/5 在民办中小学就读，东部地区比例

较高，西部地区次之 

2008 年，全国有 199.4 万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民办中小学就读，

比上年增加 30.5 万人，增长 15.3%，占农民工随迁子女的 22.5%，比

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民办学校就读比例最高。

2008 年，东部地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民办小学、初中就读比例分别

为 28.7%和 26.9%，分别比上年提高了 1.2 和 0.8 个百分点；西部地

区次之，分别为 19.9%和 15.2%；中部地区的比例最低，分别为 5.3%

和 10.5%。 

表 2  2008 年分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 

在民办学校就读情况 

民办学校就读人数（万人） 占农民工随迁子女比例（%） 
 

合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小学 初中 

全国 199.4  157.2 42.1  22.5  23.2 20.4  

东部 147.1  118.2 28.9  28.3  28.7 26.9  

中部 9.2  5.1 4.1  6.8  5.3 10.5  

西部 43.1  34.0 9.2  18.7  19.9 15.2  

 

分地区看，广东、海南、贵州和广西等 4 个省份农民工随迁子女

在民办小学就读比例超过 30%，其中广东省最高，为 51.4%；广东、

海南、贵州等 3个省份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民办初中就读比例也均超过

25%，其中，广东省高达 53.9%。 

（四）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和所占比例

均有所增加，八成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2008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有 2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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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比上年增加 102.9 万人，占农村在校生总数的 16.4%，比上年

提高 1.1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该比例较高，均在 20%左右。 

小学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有 1397.9 万人，比上年增加 37.1

万人，占农村小学在校生总数的 16.4%。中部地区最高，达 21%；西

部地区也达 19.8%，重庆、湖南、四川和江西 4个省份该比例超过 30%，

重庆最高，为 42.2%。 

初中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有 742.4 万人，比上年增加 65.8

万人，占农村初中在校生总数的 16.4%。中、西部地区较高，均超过

20%，重庆、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和广西 6个省份该比例超过 25%，

重庆和湖南超过了 40%。 

表 3  2008 年分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及所占比例 

农村留守儿人数（万人） 占农村在校生比例（%） 
 

合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小学 初中 

合计 2140.3  1397.9 742.4 16.4  16.4 16.4 

东部 329.3  199.6 129.7 7.9  7.5 8.6 

中部 941.4  625.9 315.5 20.9  21.1 20.6 

西部 869.7  572.4 297.2 19.9  19.8 20.2 

分县看，全国有 21.4%的县小学留守儿童占农村在校比例超过

20%，其中 12.2%的县该比例超过 30%，湖南、重庆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县该比例超过 30%；全国有 12%的县初中留守儿童占农村在校比例超

过 25%，湖南、重庆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县留守儿童占农村的比例超过

25%。  

从区域分布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有 80%以上集中在

中、西部地区。2008 年，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小学在校生为

1198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85.7%；农村留守儿童初中在校生为 613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82.5%。四川、湖南、安徽、河南、江西、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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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个省份为留守儿童大省，每省农村留守儿童均超过 150 万人，合

计超过 1200 万人，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 58.8%，其中四川最高，

为 13.7%。 

图 3  2008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区域分布情况 

 

 

 

 

 

 

 

 

西部869.7万
人，占
41%

中部941.4万
人，占
44%

东部329.3万
人，占
15%

 

（五）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 

经费不足依然是制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突出问题。随着

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的急剧增长,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公办学校的学

位压力越来越大，解决这部分学位所需经费缺口巨大。目前赋予流入

地政府主要管理职责的同时，却没有赋予流入地政府同等的权益，在

目前尚未形成各级政府规范的教育投入体制情况下，还很难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况且流入地公办教育供给能力还不够均衡，依靠各地

自身能力，很难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亟需中央政

府设立专项资金，省政府应考虑对辖区内城市根据流入地农民工随迁

子女的规模为依据，投入教育资金以分担城市的财政负担。 

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门槛。仍有

部分地区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设立了一定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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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条件。例如，有的地方政府采取指定部分学校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

有的地区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则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单独

分班，与当地学生分班学习； 

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创新仍待深入。国家

“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并不排斥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随迁子女

的教育。目前,简易学校和民办学校也承担了相当数量农民工随迁子

女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办学校及政府财政的压力,分担了

政府责任。但是,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原因，公立学校和简易学校和民

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不同地区的流动人

口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规模、分布特点，既便是同一地区，流动人口所

从事的职业、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各不相同。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

子女就学问题，一方面要坚持“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同时需

要依靠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方式综合予以解决，需要进行体制

上的改革和机制创新。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高流动性给流入地教育管理带来困难。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重申,各地要将农民工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但是落实这一要求还存在

诸多客观困难：首先是学籍管理困难。由于许多外来农民工没有相对

稳定的工作,工作地点经常更换,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流动性很大。由于

全国各地,学籍管理办法不统一, 部分地方对学籍转出证明要求不严, 

许多外来农民工随迁子女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论简易学校还是公

办学校这类学生的中途转学率很高,对学校教育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

困难。其次，各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规模预测难度非常大。教育行政

部门无法准确获取外来人口中适龄入学儿童的数量。这也使教育部门

难以进行学校布局和事业规划,难以预测教师需求,已严重影响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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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任务的落实。 

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义务教育问题尚缺乏可操作

性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

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

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首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

流入地政府必须承担起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

机会的责任，标志着有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以国家基本

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但是，法律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只是

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因而各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

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进程、方式、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三、 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 

统筹协调、综合推进是科学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教育

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重要内涵。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要以各

级政府履行《义务教育法》为基础，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将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义务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性社会课题

和系统工程，加强全局性政策研究，加大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 

（一）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依法落实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义务教育阶段管理体制。落实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必须以相应的管理体制作

为保障，建议有关部门对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的可行性进行调研，从体制上突破以户籍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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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常住非户籍人口提供均等公共教育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探索从入学到升学全过程在内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籍和教育管

理制度。为克服学生流动性大对学校管理带来的影响，探索建立以地

市为单位的电子学籍，既便于学校合理安排，也有利于招生部门统筹。

考虑与学前教育及高中阶段入学考试的合理对接。 

政府可以通过创新制度与机制，落实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

育责任。例如，可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向民办学校购买义务教

育阶段学位，免费提供给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建立义务阶段教育券制度，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权益。通过

实施义务阶段教育券制度，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转化为能够

对换成现金的特殊支票，农民工随迁子女可以带着“支票”到流入地

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二）加大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为“两为主”政策落实

提供有力保障 

实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财政供给制度。流入地政府要将农民工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本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将农民工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纳入地方教育预算。可规定将一定比例的城市教育

费附加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 

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

供国家层面的财政支撑。对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较为集中、且经济承

载能力有限的中西部省份及东部部分县区，加大中央与省级财政的转

移支付力度，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供保障。 

流出地政府也要承担必要的经费投入责任。考虑到权利与义务平

等的原则，流出地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国家级贫困地区，国家级

贫困县，拿到的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资金转到流入地。建议选择部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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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市层面进行区域内财政专项资金迁移试点。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专项资金和重点工

程，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突出矛盾问题的解决。 

（三）加大教育管理制度创新力度，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更

加充分、多样的教育机会 

出台标准，规范农民工学校设置。对现有农民工子弟学校，要加

大监督、管理与扶持力度，分别采取规范、托管、取缔等措施，改善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环境。地方政府应设置相应的标准，规范农民

工学校设置的基本条件。对基础比较好的民工子弟学校，通过举办者

的投入和政府必要资助，改善办学条件，准许其申办民办学校；或者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让符合条件的民办学校托管一批民工子弟学校，

提高其办学水平；对难以达到设置条件的学校进行坚决取缔。 

探索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教

育异地接受高中教育创设政策空间。政府在加大高中教育财政支持力

度同时，创新成本分担机制，给予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多的高中升学机

会。让有条件的家庭在负担适当成本基础上，接受流入地高中教育。 

大力发展农村和城市职业技术教育，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

迁子女创造更多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对于留守儿童数量较大的地

区，中等职业学校要向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充分开放，落实中职生资助

和免费政策，使大龄留守青少年接受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对于农民

工随迁子女流入地区，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中职招生制度创新，为农

民工随迁子女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创造条件。相应地区的农村和城市中

职学校要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充分挖掘教育潜力，设置相关

专业，为当地需要的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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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探索

留守儿童教育长效工作机制 

关爱“留守儿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统筹协调下，充分动员妇联、共青团及其他社会团体发挥自身优势，

各部门整合资源，通力协作，加大对留守儿童的法律保护力度，努力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留守儿童教育长效工作机制。 

由各地方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牵头，发挥村（居）委等基层组织作

用，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以社区、学校或其他人员监护为保障，以

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保障流动和留守儿童权益，促进其健康

成长，为农民工务工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大力发展农村寄宿制学校，提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形成以学校为主的教育管理机制。寄宿制中学优先考虑将留

守儿童纳入义务教育保障范围。 

引导全社会主动关爱、并通过结对帮扶、代理家长、心理咨询等

形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添砖加

瓦，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工作，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指导和

培训。建议在政府部门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等项目中，增

加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增强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和教育能力。加

大对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的职能，提高支持体系的有效性。 

（五）建立动态信息监测体系，为服务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教

育提供可靠基础 

建立各地教育事业统计中完善随迁子女、留守儿童信息，为做好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提供信息。由于目前所掌握的统计信息尚不

充分，流动、留守儿童人口数据缺失，无法准确分析评价其入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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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普及程度。这些信息首先在省范围内共享，同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在地方信息平台基础上，依托教育部基础教育检测中心和基础教

育质量检测中心，建立国家层面的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监测信息平台。

在获取基础信息基础上，重点是对其来源、流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为教育部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决策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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