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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0~３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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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解决“一小”问题及平衡职场女性家庭与工作，实现共赢的重要举措。我
国 0 ~３岁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一波多折，目前处于初级阶段，正在向标准化、普惠化、多样化的方向有序发展。
本文旨在梳理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及对策，促进解决“幼有所育”，为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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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ursery services for
infants aged 0-3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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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ant care service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a infant”problem,
balance the family and work of women in the workplace,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China’s infant care service
for 0-3 years old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and it is developing in an orderly way in the direction of standardiz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ursery services for infants aged 0-3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solution of“having children”,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orms of nursery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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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加重，根据国

育”，推动我国婴幼儿托育事业的发展，本文旨在总

家统计局 2021 年发布的数据，我国有高达 13.5% 的

结我国 0 ~３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现状及对策，为推

人口为 65 岁及以上，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9.3%。

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为 缓 解 人 口 老 龄 化 带 来 的 压 力，2016 年 国 家 放 开

1 托育机构服务现状

“二孩”政策，生育水平出现短期回升后逐渐下行，在

1.1 托育机构供给情况

低水平徘徊。国新办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

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

育龄女性总和生育率低至 1.3，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

出现暂时性的升高，在 2016 年达到近二十年来的新

重。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当前“少子化”的矛盾，调

高，出生人口数量为 1800 万。但自 2018 年以后，我

整人口结构，2021 年 6 月“三孩”政策放开。但随着

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抚养孩子成本高、家庭经济

社会的发展，女性职业选择的愿望逐步从家庭走向

负担重、无人照料、体力精力不足等因素都成为“不

社会，繁忙的工作让家长没有更多精力和体力照顾

愿生、不敢生”的制约因素。据调查显示 [3-4] 全国有

小孩。家庭外高质量的照护服务已成为迫切的民生

4200 万的 3 岁以下婴幼儿，有 1/3 的婴幼儿家长有

需求。在此需求下，国家和地方政府时刻关注婴幼

托育需要，其中公办托育机构的需求率高达 76.8%，

儿照护服务的发展，各项文件、政策也鼓励开展普惠

实际入托率仅为 5.5%，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法国、

性托育服务机构。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

英国、澳大利亚等）25%~55% 的水平。随着“三孩”

梭利认为，
“人出生后头 3 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

政策落地，这不仅是简单地把孩子数量从两个调整

[1]

要性上，超过人整个一生中的任何阶段” ，强调了
婴幼儿期专业教育的重要性。王晖等

[2]

研究发现，

到三个，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切实解
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专业化的婴幼

我国婴幼儿家长的托育需求高达 35.8%，入托率仅

儿照护服务对婴幼儿身心健康、社会交往、认知水平

有 4.1%，供需矛盾严重。为实现“幼有所育、幼有善

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肯定了托育机构在照护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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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5-6]。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阻碍了本行业的发展。

已有 4000 多家机构通过国家卫健委全国托育机构

2.2 机构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

备案系统备案。但各个城市依然存在托育资源不足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入托率仅在 5.5% 左右 [3]，造

等问题。

成我国托育率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托

1.2 家长托育需求情况

育服务质量无法保证：托育不同于托管，托育既包

随着女性职业意愿的增强，家庭白天抚育子女

括托管，更注重照顾和教育。0 ~３岁在人的一生具

的功能正在逐渐削弱，更多家长开始寻求家庭外专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阶段的良好教育对婴幼儿动

业的育儿服务

[7-8]

对上海市 2101 位

作发展、言语、视听、认知及情绪情感能力的发展有

0 ~３岁婴幼儿家长进行调查，44.5% 的家长表示在

重要意义。目前国内缺乏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且

婴幼儿进入幼儿园前有托育计划，其中 66.9% 的家

绝大部分的托育机构均属商业性质，缺少教育部门

长愿意送 2~3 岁婴幼儿入托育机构。2019 年，洪秀

监管，入托费用较高，托育质量良莠不齐。②托育市

敏等

[9]

。张海峰等

[4]

对东中西部 12 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

近 70% 的家庭有入托意愿，其中 2 岁之后托育意愿
达 81.22%。郭瑞

[10]

场法律法规不完善：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
仍然面临着配套政策法规滞后，行业标准如管理标

对郑州市 0 ~３岁婴幼儿家长进

准、监管标准、示范性标准等还需进一步规范。③家

[11]

长偏向于公共托育机构 [2]：当前，许多家长有较强烈

对 601 名婴幼儿家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75.7% 的

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更偏向于公共托育机构。目前

家长愿意送 24~36 个月的婴幼儿入托育机构，这与

公办托育机构严重匮乏，家长只能选择家政公司、托

行调研，表明超过 40% 的家长有托育需求。张燕

张海峰等

[4]

研究发现 2~3 岁托育需求率（66.9%）高

于 2 岁以下婴幼儿结果一致。张燕等

[11-13]

从环境

与设施、护理保育、早期教育、教师专业性、便利性服

管所、早教中心及一些私营的托幼机构，其专业性、
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
2.3 缺乏师资队伍

务及家庭指导等六个维度发现，家长更注重托育机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构的环境与设施及教师专业性，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措施促进生育，尤其是三胎生育政策颁布，对优化人

下才能强调保育保健。

口结构、缓和生育率低下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但

2 存在问题
2.1 行业管理体制

“无人照顾”依然是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调查发
现 [14] 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是婴幼儿白天的主要照

2019 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各种托育政策，开启了

护者，其次为父母。婴幼儿父母在照护婴幼儿时面

“托育元年”，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托育服务的政策

临着体力与精力的双重压力，同时，隔代教育观念的

法规密集出台，从政策方面为推动婴幼儿托育事业

冲突、经济负担重、丧偶式育儿等问题突出。越来越

的发展保驾护航。但由于我国托育服务起步晚，公

多的家长寻求家庭外的专业照护服务，为满足广大

共托育资源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

家庭的需求，托育行业作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受

强烈的需求。相当多的家长寻求民办幼儿园、早教

到越来越多家庭的青睐。由于托育行业主要的照护

机构、私人开办的托育机构及家政公司提供的保姆

对象为 0 ~３岁婴幼儿，应对托育行业从业人员综合

服务等托育服务，这些机构收费昂贵，服务水平及质

素质的要求高于其他服务型行业，这类人员必须经

量良莠不齐，缺乏市场监管、无规范化的课程体系，

过专业培训。有研究表明 [15]，环境与安全及师资力

有的甚至存有消防、安全、卫生等各种安全隐患，甚

量是家长选择托育机构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我国托

至存在“跑路”问题。部分托育机构教师，只有“育

育服务起步晚，托育行业人才供给数量、供给质量等

婴师”“早期指导师”等资质，专业化程度无从考核。

都存在不足，部分机构的从业人员无证上岗或未经

在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保证服务质量是托育行业

过规范的系统化培训，专业化程度无从考核，培训过

发展不得不面临的问题。0 ~３岁的托育服务项目目

程也有待提高。由此可见，建立健全的从业人员培

前受教育局、卫健委以及民政局、公安、消防等多个

训体系，加强托育人才队伍建设尤为重要。

部门同时监管，具体的工作职能没有明确界定，各部

3 主要对策

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且存在法律法规

3.1 健全工作机制

的缺位。将有可能导致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管理漏洞，

从国际视角来看，托育服务体系的发展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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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监督管理。为推动托育机

育、幼有善育”，解决家庭的育儿压力，提升人民群众

构向专业化及规范化方向发展，国家针对托育机构

的幸福指数。

设置标准及管理规范出台了相应的文件，为推动托

3.3 提高从业人员质量

育事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托。但在托育机构

高质量托育服务的关键离不开专业化、系统化

的监管上依然存在多部门职责不明确，缺乏有效沟

的人才队伍建设，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应加快从业

通等问题。为加强规范化管理，可从以下两方面着

人员专业培训体系的建立，加快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手：①在监管上，政府各部门之间构建“跨部门、贯

促进托育服务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正规的

上下”的合作机制，更细致地对托育机构进行管理、

学校教育也是培育有素质有技能托育人才的中坚力

指导和监督，并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

量，应推动学历教育。目前，中职、高职、高专、本科

和服务规范并实施动态管理。在托育服务机构场地

等众多学历层次院校都在培养托育服务人才。高校

设施、人员资质、安全卫生、收费内容等方面提出明

应积极响应政策，建设好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

确要求，引导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②在工作机制

业，使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接受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

上，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分配，突出“坚持

理专业的教育，为提升托育服务质量贡献自己的力

地方为主，中央支持”原则，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

量。对于在职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

协作机制，理清工作职责，确保形成合力。尽快完善

训，获得相应证书如育婴员、母婴护理员和保育员后

托育服务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在一系列政策

才可上岗，并逐年逐步实现全员轮训，以保证从业人

和行业标准的指导下，推动托育机构向快速、规范的

员质量。

历史时期发展。

4 结论

3.2 构建多元服务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一小”问题及

社 会 对 婴 幼 儿 托 育 需 求 旺 盛，为 满 足 广 大 家

减轻家庭育儿压力的重要措施。我国的婴幼儿托育

庭的需求，政府与市场应协同发力，保障服务供给。

服务起步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还

2019 年为激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惠普性托育服务

存在众多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我国托育事业

体系的建设，国内大部分地区均围绕“政府引导、多

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为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健康有

方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学体制，深入开展城企

序发展，首先应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政策引领、资源配

合作，增强托育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据调

置、法律法规与监管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大力发展惠

查

[12]

，大多数家长希望托育机构建在住宅区周围，方

普性的托育服务机构。其次，由于托育服务对象的

便老年人接送，减少送托途中的风险。将构建多元

特殊性，可建立婴幼儿托育服务专家库，利用多种渠

化服务措施总结为以下几点。①以社区为依托：综

道和线上线下各种方式，提升家庭照料和保育水平。

合考虑社区适龄人口数、居民收入水平、合理利润等

最后，为使婴幼儿托育服务向专业化、规范化的轨道

因素，利用现有机构设施，联合物业，构建“物业 +

发展，应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准入标准和规范、课

托育”模式，为社区内居民提供小规模的惠普性托育

程标准、人才培养体系、从业人员专业培训体系等，

机构。②建议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机构及社会力

提升从业人员质量。婴幼儿托育服务是一项需要长

量共同参与，在工作场所附近为职工子女提供福利

期的基础工程，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政府、

性的托育服务。③依据《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方能稳步推进婴幼儿托育服

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对现有公办和民办

务的发展。

幼儿园规划配套设施，利用现有场地、人员优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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