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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女界

最高检、全国妇联、关工委共同印发《意见》

四类涉未成年人案件
必须评估家庭教育情况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春
霞）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印发

《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下

称《意见》），大力推动涉案未成年

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通过对大量个案的分析，我们

发现不良家庭环境、不当监护方式

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者

受到不法侵害的深层原因。”最高

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说，根据检察

机关办理 未成年人案件情况统计，

2020 年，流动未成年人犯罪在未成

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半。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中，

单亲家庭、隔代监护、留守儿童占

比超过 20%。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隐性”监护缺失问题突出。

部分省市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

近一半的涉案未成年人未与父母共

同生活、脱离家庭监护，近 80% 的

案件存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放任、

打骂体罚等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问题。

在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看

来，对于监护人不当履行监护职责

的问题，在提醒和剥夺之间缺少督

促、帮助这一中间环节。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强化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教育能力和责任意识，能够填

补监护监督体系空缺，对于健全监

护干预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

价值。

《意见》要求，各地要结合案件

办理和地区实际，认真做好涉案未

成年人、失管未成年人和预防性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屈凤姣）7 月 8

日上午，湖南省妇联举办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

指导组第七组副组长熊小兰

等出席，省妇联班子成员，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及

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参加了活

动。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起立奏唱

国歌，集体重温入党誓词。省妇

联学习标兵钟波等先后上台领学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随后，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张媛媛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入题，生动回

顾了党的百年历史，深刻阐释了“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她

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忠

实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是历史和人民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

熊小兰对省妇联前阶段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给予了

充 分 肯 定。 同 时， 她 要 求

党员干部、职工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坚持

守正创新，勇于担当作为；

要将学史力行和为民办实

事贯穿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

起来，并与当前正在推进的重点

任务结合起来，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努力推动省妇联党史学习教

育收到实效、走在前列。

省妇联在永州调研家庭教育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罗想）为推进永州市家

庭教育工作，营造全社会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良好氛围，7 月 9 日，永州市妇联举办“莲姐姐”

家教讲堂，特邀省妇联家儿部部长黄兰香进行《湖南

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专题讲座。

市妇联主席黄玉芳出席活动。活动由市妇联副主席赵

飞、周爱萍主持，各县市区妇联分管家儿工作的副主席、

市直有关单位妇委会主任、市妇联机关全体干部、冷

水滩区基层妇联主席及家庭教育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

等 130 余人聆听。

黄兰香从“我省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话

题引入，充分阐述了推动出台《条例》的重大意义，深

入解读了《条例》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强调了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如何宣传和贯彻实施《条例》的

具体措施，她勉励广大家庭教育指导者们要坚守初心、

坚定信心、坚毅前行。

黄兰香一行还到零陵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和冷水

滩区杨家桥街道伍家院社区党群服务活动中心调研。

她对永州市家庭教育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希望永州持

续深入探索家风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新实践，争

做家庭教育工作的排头兵。

株洲：市妇联开展“鹊桥”工程专题调研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建梅）近日，株洲市

妇联主席邹展晖和副主席李昱率家儿部一行前往炎陵、

攸县等地开展“鹊桥”工程专题调研。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炎陵、茶陵、攸县等县市区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围绕“五个一”工作内容（即

建立一个数据库、建立一支乡村红娘队伍、开通一条

红娘热线、建立一个婚姻婚恋基地、开展一批相亲活动）

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优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妇联执委

大走访”，用心用情积极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各项工作

初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已举办“鹊桥”工程相亲会

11 场，参与人数 956 人，有意向牵手的青年 41 对。

据悉，“鹊桥”工程被写入 2021 年株洲市政府工

作报告和市委一号文件，并列为株洲 2021 年“民生实

事”，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邹展晖强调，全市妇联组织务必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钉钉子的精神

扎实推进，确保“鹊桥”工程取得实效。

 

望城区：“星城家事”服务站试点启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史超 通讯员 晏婧）“以后

孩子的情绪困扰、心理健康问题终于有地方可以咨询了，

这样的服务站真是太棒了！”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求，长沙市妇联

决定在 2021 年创建一批市级“星城家事”妇女儿童心

理咨询服务站。近日，长沙市望城区“星城家事”服务

站试点落地金山桥街道观音湖社区，服务站开放当日，

邀请了60 多名家长、孩子参观，并为来访家长及学生

开展了一堂生动的心理健康讲座。对于“星城家事”服

务站的功能，家长们纷纷点赞。服务站开放前一日，望

城区金山桥街道观音湖社区妇联主席周芳带着服务站

老师上门走访了多个家庭，了解妇女儿童需求，及时为

他们排忧解难。

据悉，望城区“星城家事”服务站秉持“做智慧女

性，筑温暖之家”的理念，主要为孕产期、更年期和

遭受意外伤害的妇女，流动、留守和困境儿童，存在

矛盾纠纷中高风险的家庭服务，为他们提供便捷的电

话咨询、网络咨询、面谈咨询、团体辅导，结合当地

特色开展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等公益心理咨询

和心理疏导服务。该服务站的具体工作将由长沙市望城

区家和源社会公益服务组织负责执行。

庭教育指导工作。对于四类涉未成

人案件必须进行家庭教育情况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未成年人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

见，必要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具体情形包括：

《意见》强调，对办案中发现

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

监护教育不当或失管失教问题，尚

未导致未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受侵

害后果的，应当提供必要的家庭教

育指导和帮助。

特别是 对于有特 殊需求的家

庭，如离异和重组家庭、父母长期

分离家庭、收养家庭、农村留守未

成年人家庭、强制戒毒人员家庭、

服刑人员家庭、残疾人家庭、曾

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

等，更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

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主动

提出指导需求的，应予支持。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发地区，

城市流动人口集中、城乡接合部、

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等重点地区要

结合办案广泛开展预防性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

《意见》指出，家庭教育指导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7 个方面：未成年人因犯罪情节轻
微被检察机关作出不起
诉决定，或者被检察机
关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
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不予刑事处罚的。

遭受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侵害的。

其他应当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的情形。 4

1

3
2

教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采
取有效的沟通方式；

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心理辅导，促进未
成年人健全人格的养成。

指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重塑良好家庭
关系，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引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改变不当教育
方式；

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培养未成
年人法律素养，提高守
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帮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强化监护意识，
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帮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培养未成年人
良好道德行为习惯，树
立正确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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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妇联星空

省妇联学习标兵上台领学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潇湘巾帼学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