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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20102期
07 11 18 20 29 09 12
20选5第20238期 04 06 09 10 19
排列5第20237期 5 2 4 9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2020103期 1 6 0 6 4 2 羊
15选5第2020238期 03 05 07 12 15
3D第2020238期 3 3 4

福彩开奖信息

关爱呵护“留守儿童”
细化监护人监护职责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
人的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
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
需求，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
锻炼的时间等。

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留守
儿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加大。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
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要求其委托
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
人代为照护。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确
定被委托人时要“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
未成年人的意见”，并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与未成年人、被委
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
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
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

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
加强监管防止沉迷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增
设“网络保护”一章。针对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等问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作出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
和服务。

在应对网络欺凌方面，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遭受网络欺凌
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
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
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制止网络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

不做“沉默的羔羊”
强化各方报告义务

现实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但出于恐惧等原因不敢报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
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义务，规定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
保护方面的另一大亮点，是强化了住宿
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要求旅
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
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
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强化学校“防线”
向性侵和欺凌说不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及性骚扰案
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对
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
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
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
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

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
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
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校应当建立学
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
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
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
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
的认定和处理。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专利
法的决定、生物安全法、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出口管制法、关于修改国
旗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
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国家
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55、56、57、58、
59、60、6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
设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
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车俊为全国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陈

求发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刘俊臣为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免去其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为“少年的你”撑好法律“保护伞”
——聚焦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7日经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有哪些亮点？记者进行了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