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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沈跃跃提出四点建议

■妇联星空

郴州：“爱心妈妈”点燃留守儿童艺术梦想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唐青 谭小宣）“像不像

笔筒呀！”“我这个是南瓜。”“我还要给我的花篮再装

饰一下”……10月26日，郴州市第四十五完小的教室

里格外热闹，不时传出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和阵阵掌

声。原来，是郴州市巾帼志愿服务队的“爱心妈妈”们

给这个留守儿童占 20% 的学校带去了一场特别的手工

活动——陶艺制作。

来自郴州技师学院的老师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形

象生动的历史故事和答问穿插的方式，让留守儿童们

一步步了解“陶艺”这项传统文化。孩子们“脑洞大开”

纷纷卷起衣袖，天马行空地创作着自己心仪的“艺术

品”。看着孩子们专注的眼神、自信的模样、甜甜的笑脸，

“爱心妈妈”们表示，要多开展这样的陪伴活动，让更

多的留守儿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靖州：开展《反家庭暴力法》专题讲座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吴爱艳）为进一步提

高妇女的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倡导全体家庭共

同反对家庭暴力，10 月 25 日上午，怀化市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妇联联合县法院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

《反家庭暴力法》专题讲座，吸引近 100 余名居民前

来参加。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

法》于 2019 年 7月1日起施行。靖州县法院立案庭庭

长李芳结合这几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和法律条款，讲

解了当前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类型，家庭暴力的表现形

式、家庭暴力的危害以及遭受家庭暴力该通过何种方

式寻求保护等实际问题。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讲座让妇女对家暴的定义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切

实提高了妇女反家暴的能力，有较好的法治宣传和实

践指导效果。

吉首：妇联帮贫困妇女讨薪维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覃朝辉）近日，湘西州

吉首市妇联接到双塘街道兴田村妇联主席反映的，该

村妇女周二菊打工讨薪未果的求助。市妇联立即组织

人员前往周二菊打工的州经开区某酒店了解情况并进

行协调。

经了解，周二菊原本在州经开区某酒店打工，今

年 9月，她因身体原因请求辞工。但酒店以合约规定“员

工辞工要提前一个月告之”，无法临时找到接替人为由

不允。在周二菊的再三坚持下，酒店虽然最终同意其

辞工，却要求她签订一份“扣除一个月工资”的离职协

议，无奈之下，周二菊签署协议辞工。

据村妇联主席反映，周二菊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原本就困难，一年前在广东打工被骗了几

千元钱，现在又被扣除工资，生活越发困难。市妇联

为此与市劳动监察大队积极合作，多次与酒店方沟通

协调，说理说情说法，最终在 10 月 24 日，周二菊一

家与酒店方和解，酒店方退还她被扣除的一个月工资。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王春霞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

组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多

位与会人员认为，这两部法律有密

切的关联性，一并修改，十分重

要。两部法律修订草案充实了很多

内容，问题找得比较准，但是解决

问题的法律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加以

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

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在分组审议发言

时说，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亿万

家庭幸福安宁，是关系国家民族未

来的大事。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

视这两部法律的修订工作，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

的重要论述，社会建设委员会针对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

极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关切，在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

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两部法律

提出修订草案，特别是新增网络保

护、政府保护两章，加强家庭、学校、

社会、司法保护，织密未成年人保

护网；强化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源头预防、综合治理，从一般预防、

对不良行为的干预、对严重不良行

为的矫治以及对重新犯罪的预防等

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沈跃跃提出四点建议：

突出学校在保护未成年人中的

责任主体地位，建议在总则第 6 条

中明确将学校列为责任主体之一。

强化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网络犯

罪力度。第 62 条第1 款规定，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网络制作、复

制、发布、传播含有淫秽、色情、

暴力、邪教、迷信、凶杀、恐怖、

赌博、涉毒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内容的信息。建议在“涉毒”后面

增加“引诱自杀”。前不久看到一些

信息，有一些未成年人、年轻人，

就是通过网络游戏逐步走上了自杀

的路，令人很心痛。第65条规定，“对

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实行时间

管理”。仅仅实行时间管理还不够，

还要加强内容管理。建议第123 条

第1 款后面再加一句，“造成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加大处罚力度对打击网络犯

罪有震慑作用。

建立性侵未成年人再犯预防机

制。建议在第 6 章中增加一条，“实

施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严重

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刑满

释放前应当进行社会危害性评估。

被评估为再犯危险性较高的，应当

加强监督管理，必要时可以在其活

动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其个人信息，

方便公众查询知悉，加强警示与预

防。”近年来，出现过多起性侵儿童

案施害者有犯罪前科的案例，与缺

少性侵未成年人再犯预防机制有关。

完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立案制

度。建议在第 7 章司法保护中增加

一条，“公安机关接到强奸、猥亵

等严重性侵未成年人的报案、控告、

举报的，应当立即立案，迅速开展

侦查工作。”再增加一款，“人民检

察院应当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

有案必查。”这主要是考虑到性侵

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应当采取

与其案件特点相适应的立案标准，

这样有利于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也

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查处。

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

草案，沈跃跃建议，在第 8 条“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中增加

一款，“应当根据留守儿童、单亲

家庭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未成

年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地采取预防措施。”从未成年人

犯罪家庭情况来看，有比较多的

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困

境儿童。这些孩子家庭教育缺失，

需要加大家庭、学校、社会协同

管理关爱力度，采取有针对性的

预防措施是有必要的。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陈
香）10月24日，陕西省司法厅、陕

西省妇联组成的调研组一行赴长

沙市实地调研反家暴工作情况，湖

南省妇联权益部、长沙市妇联权

益部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在长沙市妇联召开的座谈会

上，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和长沙市

妇联权益部相关负责人分别分享

了湖南省反家暴法地方立法经验、

长沙市贯彻落实反家暴法经验，

与会人员还就社会组织服务购买、

反家暴联动机制建立、个案处置

流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天心区婚调委，调研组一行

了解了天心区婚调委阵地建设、工

省妇联召开平安建设工作推进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

喜）近日，省妇联组织召开平安建

设工作推进会，部署 2019 年平安

建设考评有关工作。省妇联副主席

卢妹香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邀请省委办公厅保卫处处

长尹年春解读《2019 年省直和中央

驻湘单位平安建设考评实施细则》。

尹年春指出，平安建设是“一把手”

工程、基础工程、稳定工程、保底

工程、民生工程，要充分认识平安

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要义、基本

方法，切实做好年度考评相关准备

工作。

对平安建设年度考评有关工作，

卢妹香指出，一要对照办法，认识

到位。认真对照《2019 年省直和中

央驻湘单位平安建设考评实施细

则》（湘平安〔2019〕1 号）的各项

内容，一条一款抓好落实；二要与

时俱进，制度到位。要建立健全《反

恐怖暴力事件应急预案》《省妇联

机关突发和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预

案》《省妇联机关 2019 年国家安全

工作方案》等相关制度，推进平安

建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要发

挥特色，行动到位。确保不扣考评

基本分的同时，充分发挥相关职能，

把妇联特色工作品牌擦得更亮；四

要把握节点，责任到位。要从思想

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落细落小落实，

确保一方平安，为平安湖南建设贡

献“半边天”的智慧和力量。

陕西省司法厅、妇联一行赴湘调研反家暴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胡伟）2019 年湖南省

电子商务师（跨境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于

10月26日至 27日在长沙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历经两

个月选拔比拼出来的 80 支电子商务学生团体队、120

名电子商务教职工选手、60 支跨境电商学生团体队以

及 50 名跨境电商教职工选手参加了决赛。

据悉，本次大赛历时两个月，以“创新、创业、实

战”为主题。大赛主动对接“中国技能大赛”和“世

界技能大赛”，设置了学生组和职工组 2 个竞赛组别。

共有47所院校和行业（系统）的 508 支队伍、3336 名

参赛人员报名参赛，是截至目前湖南省举办的规模最

大的技能赛事。本次大赛还将选拔出6 名职工组选手，

4支学生组团队参加11月下旬举办的电商国赛。

2019 年省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大赛举行决赛
■资讯

作机制建设等情况，并深入交流了

如何发挥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作

用，介入和处理低中危家庭暴力案

件。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含浦

派出所，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派出所

接处涉家庭暴力案件警情、发放家

庭暴力告诫书、协助执行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情况。调研组一行还在长

沙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考察信

访、心理咨询、婚调等工作。

1 0 月 2 4
日，陕西省司
法厅、陕西省
妇联组成的调
研组一行在长
沙实地调研反
家暴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