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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如何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护航？如何为孩子们撑起法
治的“保护伞”？日前，记者走访
了我市检察机关。

【关键词】重拳出击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已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但是，司法实践中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仍时有发
生。此类案件虽然绝对数量不多，
但往往影响恶劣。

2018 年 2 月至 4 月，熊某某在
北仑某宾馆内借给被害人小南 （未
成年人，化名） 3000 元人民币。
因小南未能按约还款，遂以发裸照
给其家人相威胁，逼迫小南签署了
2.6 万元的高额借款协议。后因小
南报案，熊某某的敲诈行为未能得
逞。

北仑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立
刻启动“涉未”特殊工作机制。在
熊某某零口供的情况下，以关联人
物作为突破口，取得关键性的供
词，并根据从熊某某暂住房搜出的
空白借款合同及其借款惯例，推定
其知晓被害人的年龄，与其他证据
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锁链，证实了
熊某某的犯罪事实。

最终，北仑区检察院以涉嫌敲
诈勒索等罪名将熊某某起诉至北仑
区人民法院，获得法院支持。熊某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2万元。

“未成年人权益不容侵犯。任
何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都必将严
惩不贷。这既是司法权威的彰显，
更是对未成年人最直接的保护。”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检
察机关始终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通过专人专办，实
现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同时，市检
察院坚持对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
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
挂牌督办、跟踪指导，确保打击有
力、指控准确。

此外，为确保全面、及时收集
调取案件证据，精准高效打击犯
罪，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
动配合，对重大敏感案件和社会高
度关注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第一
时间介入，引导调查取证、被害人
身体检查与心理疏导，在保护被害
人隐私、防止二次伤害的同时，形
成检警合力，夯实指控犯罪证据基
础。如鄞州区检察院探索监护干预
案件“刑民一体化”审查办理机
制，将监护侵害刑事案件和与之相
关联的撤销监护权民事案件一体办
理；北仑区检察院推动区公安分局
建立了全市首个未成年人专业化办
案团队。

据统计，2018 年，全市检察

机关共办理强奸、猥亵、绑架等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282件337人。

【关键词】从业禁止

司法实践中，实施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作案人往往流窜作案、再
犯率高。如何有效规避风险？我市
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数据库建设，让
涉未成年人的行业能通过“一键查
询”，将不适宜从事该行业的人员

“挡在墙外”。
本月初，鄞州区检察院联合区

政法委、法院、公安局、司法局、
卫健局等九家单位出台了《性侵害
违 法 犯 罪 人 员 信 息 查 询 工 作 制
度》，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性侵
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根据制度规定，今后，鄞州
区的教育单位、培训机构、医疗
机构、救助机构、青少年活动中
心、游乐场所、体育场馆、图书
馆、博物馆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
接触的单位或部门，应当加强入
职人员审查。审查内容主要是入
职 人 员 是 否 有 性 侵 害 行 为 的 前
科 ， 包 括 强 奸 、 强 制 猥 亵 、 侮
辱、猥亵儿童等犯罪前科，也包括
猥亵行为等行政处罚前科。对有涉
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严禁予
以录用；对未查询或怠于履行管理

监督职责的，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书》建议整改并督促落实；因未查
询或怠于履行管理监督职责、造成
已在“信息库”的人员再次实施性
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

据统计，该数据库目前有基本
信息 309862 条，包括 18 周岁到 60
周岁有从业资格的性侵害违法犯罪
人员信息。依据该数据库，截至目
前，鄞州已对辖区内 10807名与未
成年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查询，
均无异常。

去年，作为全市试点，市检察
院和慈溪市检察院联合开发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信息查询数据
库，拟收集录入 2013 年以来我市
司法机关办理并判决生效的强奸、
强制猥亵、猥亵儿童以及组织卖淫
等犯罪或者经鉴定具有性侵害犯罪
风险的人员信息。数据库通过手机
微信小程序方式，向负有未成年人
保护、监管责任的相关单位提供便
捷查询，以最大限度预防有性侵害
犯罪风险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
相关的教育培训、物业保安、医疗
护理等行业。

目前，该数据库已建立了有
480 人的性侵犯罪信息人员库，接
受相关单位查询 776人次，不断织
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关键词】司法温度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不仅包括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打击力度，还包括对涉罪未成年
人的教育和挽救。

三年前，因一场聚众斗殴，我
市一群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被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某校高中
生小栗 （化名） 与同班已辍学的学
生小蒋 （化名） 在网上因琐事产生
争执。随后，双方各自纠集 10 余
人在学校附近斗殴，造成小栗一方
4人轻微伤。

案件发生后，江北区检察院提
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对现场学生
进行甄别，将部分临时到场、旁观
起哄的学生排除在外，同时建议对
除纠集者之外的所有在校学生取保
候审。审查起诉阶段，在对纠集
者、持械致伤者依法提起公诉的同

时，检察官对小汪 （化名） 等 10
名在校生进行了调查，走访了学校
和每个学生的家庭，最后综合个人
的一贯表现和悔罪态度，对小汪等
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对他
们进行社区矫正的同时，使其能够
继续学业。几个月后，他们中间的
几个人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
群体，他们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
只要给予科学的引导，其错误的认
识与行为更容易被矫治。‘少捕、
慎诉、少监禁’，就是出于最大化
地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控
制、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
的。”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2018 年，全市检察机
关共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94人，不捕率 32.4%；不起诉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 177 人，不诉率 39.0%，
不捕不诉率较往年均有所提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成
年人犯罪就一味放纵和宽容，而是
要在具体的案件中，根据犯罪原
因、犯罪情节和后果等依法作出处
理。”检察官解释，对于罪行较轻
的，具备有效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
措施的，没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
险性较小的，才决定“不捕”；对于犯
罪情节轻微的初犯、过失犯、未遂
犯、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犯罪，确
有悔罪表现的，可以依法“不诉”。

同时，对涉罪未成年人，特别
是不捕不诉的未成年人，我市检察
机关坚持教育挽救感化与办案同
步，充分运用社会调查、人格甄别、
心理测评等手段，深入分析罪错成
因、帮教条件，切实提升观护帮教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2018 年以来，全
市检察机关共对 203名未成年人开
展观护帮教，引导他们走入正途。

【关键词】防患未然

“这是动画片 《哆啦 A 梦》 的
一个片段。谁能告诉我，这一段影
片里胖虎和大雄分别是校园暴力片
中的什么角色？”“大哥在召唤我，
去还是不去？不去不讲义气没面
子，去了呢，很可能跟着大哥一起

进看守所。”
6 月 3 日，宁海县西店镇中心小

学，由该县检察院检察官带来的一堂
别具一格的法律课，深深吸引了在场
的150余名学生。

这样的“法治进校园”，在我市
已成常态。

为加强源头预防，我市检察机关
深入推进“法治进校园”工作，依托
检察长担任法治副校长、“百名检察
官进校园”活动，教育引导在校师
生、学生家长切实提升法治意识、自
护能力和监护能力。

通过加强机制创新、法治宣讲、社
会协同等方式，深入推进未成年人犯
罪预防和自我保护教育，防患于未然。
2018 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开展法治巡
讲260场，覆盖12万余名师生和家长。

为深入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
的“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健全完善预
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的检察建议，
今年年初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全市
开展了以“预防性侵害”及“校园安全”
为主题的巡讲活动，第一季度就开展
法治宣讲58场次，覆盖人数16000余
人。

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
全市检察机关已向相关教育部门及学
校发放检察建议 4件，着力为未成年
人建立一道有效的校园“安全门”。

各区县 （市） 检察机关也在积极
探索。如慈溪市检察院着力打造“花
季关护”工程，已在该市 71 所学校
挂牌设立“花季关护工作室”，集犯
罪预防、帮教挽救、心理疏导、亲职
教育于一体，促进形成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融合”的校园治理新格局
和 未 成 年 人 综 合 保 护 体 系 。 2018
年，“花季关护”工作被写入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防患未然，家庭因素也不能忽
略。”检察官提醒，从司法实践来
看，致使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
庭因素主要体现在家庭环境不良，在
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家庭中成长的未成
年人，往往表现出极度自卑、缺乏安
全感，或已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使用暴
力解决问题的习惯等。为未成年人创
造 健 康 的 成 长 环 境 ， 父 母 责 无 旁
贷。”检察官说。

为孩子撑起健康成长的“保护伞”

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以国家
的名义，为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
的合法权益，依法行使检察监督
权，对其他国家机关在诉讼程序中
行使法律权力、被监督对象遵守法
律和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察看、督
促。

为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我市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公安、法
院、司法及民政、教育、卫生、共
青团等单位的联系配合，通过检察

建议等形式，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社会化治理体系，营造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江北区检察院就辖区内景点对
儿童的免票政策与国家发改委《关
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
政策的通知》不符的问题，向有关
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并与区监察
委、区法制办联动监督，督促辖区
内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游览参观点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奉化区检察院针对网吧违规接
纳未成年人上网，向奉化区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发出检察建议 2 份；
针对某游泳馆水质不达标致多名未
成年人腺病毒高烧不退，向奉化区
卫生局发出检察建议 1份；针对教
师违规采用发传单或口头形式推荐
在校学生至某游泳馆游泳，向奉化
区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 1份；针对
本区内某商业广场一家餐厅非法雇
佣童工，向奉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发出检察建议1份。

2018 年，全市检察机关在食
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等领域制发
检察建议、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52份，并得到积极反馈。

（董小芳）

加强检察监督
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图 示

新闻1+1

在慈溪市浒山中学，检察官向华通过模拟法庭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 （检察机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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