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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家庭暴力法》实施监测报告发布

实施 20个月，公民反家暴意识有所增强
� �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
施。 这是我国人权保障尤其是妇
女人权保障的一件大事。 为推动
实现反家暴法的立法宗旨，为平
妇女权益机构开展了反家暴法
实施状况监测， 并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发布了反家暴法实施一
周年民间监测报告。

11 月底， 在 2017 年国际消
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和反对性别
暴力十六日行动之际，该机构继
续发布反家暴法实施 20 个月监
测报告， 以唤起更多关注和参
与，减少家暴对民众尤其是弱势
群体的影响。

20个月 4725条反家暴信息

家庭暴力是一种性别暴力，
不是私事，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社
会公害。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
达国家，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
妇女一生中都遭遇过家暴侵害。
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第三
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0 年 ,
仅在 24~60 岁已婚妇女中，就
24.7%的人遇到过配偶不同形式
的家庭暴力，妇联系统每年受理
4~5 万件家暴投诉。

家暴的危害总是被人们忽
略， 但是家暴也会造成致命危
害， 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公
布的数据显示，近 10%的故意杀
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 为平妇女
权益机构通过监测发现，在媒体
报道的案件中，2016 年 3 月 1 日
到 2017 年 10 月 31 日这 20 个月
期间，我国境内家暴导致的死亡
案件有 533 起，635 名成人和儿
童死亡， 包括被殃及的邻居、路
人， 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过 1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在报告的监测范围内，20 个
月中发布了 4725 条反家暴信息。
其中新闻媒体网站发布 2006 条，
占总数的 42.46%； 全国妇联和各
地妇联、8 家妇女公益机构共发
布 1945条， 占总数的 41.16%；其
中，32 家妇联网站发布 1187，占
总数的 25.12%；8 家公益组织发
布信息 758条，占总数的 16%。 其
他责任部门网站发布 90 条，占总
数的 1.9%。 司法部网站最多，达
28 条；国务院妇儿工委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网站分别发布 19 条；再
次是全国总工会、 全国残联和共
青团中央， 分别发布 8条、6条和

4条，教育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分别发布 3 条。 监测到的 277 件
被报道的家暴个案中， 女性受害
者占 82%，男性受害者占 17%；未
成年受害者占 15%（未成年受害
者中女性占 54%）。

报告显示， 妇联系统网站发
布的反家暴信息也是以反家暴宣
传教育为主，有 748条。与新闻媒
体发布的反家暴新闻所不同的
是， 妇联网站发布的反家暴培训
或能力建设类信息较多， 有 294
条； 家暴介入服务类信息有 107
条； 反家暴政策法规等有 24 条；
反家暴报告、 领导讲话等有 10
条；反家暴专题研讨会有 4条。

另外， 各省妇联发布的反家
暴信息数量多少不均， 发布信息
最多的是湖南省，超过 160 条；其
次是黑龙江省（80 条），再次是广
东省（74 条），西部的甘肃、陕西、
四川等省市妇联发布的反家暴信
息较多，活跃度较高，和东部的上
海相当（50~60条）。而新疆、西藏、
海南等沿边省区，与河北、天津并
列信息最少，在 3~6条。

反家暴信息发布量方面的欠
缺，除了责任主体发布量小、信息
内容分布不均、信息发布量下降之
外，还有对农村的关注不足。 本报
告监测到 277 件家暴个案报道，
227件发生在城市， 占 81.95%；发
生在农村的 50件，占 18.05%。

反家暴信息发布还存在质
上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一些报
道存在责备受害者的现象，如将
一些悲剧的发生归咎于受害者
不主动求助、不及早求助、不报
警，或不积极申请告诫书和保护
令；但却不探究责任主体缺乏反
家暴意识、不了解自己的法定义
务、不以方便求助者的时间和方
式提供服务、相互推诿、拒绝转
介庇护所等问题。 还有一些报道
存在性别歧视，对女性和受暴者
造成再度伤害。 还有一些典型案
例缺乏跟进报道。

强制报告制度需进一步落实

报告还提到，强制报告是反
家暴法的一大制度创设。 对此，
有关部门发布了多个文件，包括
教育部 2016 年 3 月 1 日颁发的
《幼儿园工作规程》、国家卫计委
2016 年 5 月 25 日下发的《国家
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农村留守
儿童健康关爱工作的通知》、国

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 保 护 工 作 的 意 见》（国 发
〔2016〕13 号，由民政部、中央综
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
和卫生计生委八个国家机构
2016 年 11 月 8 日联合下发），辽
宁、湖北省卫计委的相关文件。

但该报告也指出，这些文件
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教
育部文件措辞较弱，限于重复反
家暴法，并未明确指出“强制报
告”的含义，且尚未对中小学做
出强制报告的要求；国务院八机
构落款的文件，表现出对家庭暴
力的理解狭隘，从其行文中没有
将遗弃、无人监护等照顾不周视
为家庭暴力，且对强制报告的时
限等缺乏要求。

湖南长沙市、常德市及河北
承德市等地开展了试点。 2016 年
5 月， 长沙市岳麓区在全国率先
下发了《长沙市岳麓区未成年人
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和处置办
法》。 该《办法》规定，发现身体暴
力、性侵害、疏忽或照料不周、遗
弃、虐待以及其他不利于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时的报案时
限（发现后最迟不能超过 24 小
时）、出警处置流程、需要报告的
具体情形、转介服务和处理。 常
德市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强制报
告与及时应对机制试点项目，纳
入危险分级评估，并建立了 5 人

的专家团队。河北承
德县妇联联合县综
治办、卫计局、教育
局和民政局五家出
台了《承德县关于家
庭暴力强制报告制
度实施意见》（2016
年 10 月 25 日），《意
见》进一步将强制报
告制度列入全县平
安建设年度考核中，
对不按要求报告的
单位和个人，有十分

明确、具体的处置程序。 各村妇
代会主任和综治调解员明确为
家暴案件联络员，负有强制报告
义务。

报告中还提出，目前大多数
县已经有政府举办的庇护设施。
据全国妇联权益部负责人介绍，
全国现有家暴庇护场所 2000 余
家，去年共为受害人提供庇护服
务 149 人次。 一些地方的法律援
助机构，为受暴者提供了法律咨
询和援助； 公益机构和公益律
师， 为受暴者提供了大量援助，
相关案例被广泛传播，产生积极
的社会影响。 有公益机构尝试对
家暴受害人的紧急生活支持。

但尽管建立了大量的庇护
所， 庇护服务仍然滞后。 报告提
出，首先这些机构服务可及性差，
场所多而利用少， 很多有需求的
受暴人不知道向谁寻求庇护服
务，很多机构如基层妇联、村居委
会、 医疗机构和民警不知道如何
转介庇护服务；其次，庇护所设施
设置不当， 无法满足受暴妇女的
需求，甚至不当限制自由。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报告还提到，社会组织在反
家暴信息传播中做了大量工作。
公益机构不遗余力推动反家暴
工作，还在若干方面了开展了先
导性探索。

云南明心社工服务中心在
社区推动反家暴宣传教育，多机
构合作机制的落实，并直接帮助
有需要的人士。 2016 年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明心共为 200 人
提供近 2000 次服务。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通过和
法律服务机构合作开展反家暴
宣传教育，并通过妇女赋权活动
和陪伴，支持受暴妇女发起并作
为主体的“紫丝带妈妈”公益群
举办媒体发布会、 相互帮助、志
愿服务等活动，形成了有效的支

持网络； 并直接帮助了超过 150
名受暴力影响的妇女和数位儿
童，以及有意愿矫正家暴行为的
加害人。

女性抗艾网络-中国在女性
HIV 感染者中进行了遭遇家暴
和求助行为的行动研究，和自助
助人的能力建设。 女声网对青少
年女性举办系列工作坊，让更多
有意愿的年轻女性成为掌握了
一定专业技能的“路人甲”反家
暴积极分子。

此外，陕西妇源汇、家源汇、
云南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
律咨询服务中心等机构都开展了
许多反家暴活动和个案支持。

家庭暴力预防面临的挑战

该报告也分析了目前家庭
暴力预防方面存在的挑战，包括
但不限于：

第一，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尚未将家庭暴力预防工
作纳入工作日程，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无从配合； 除了云
南、广东、湖南等地，大多数地方
尚无关注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

第二， 各级人民政府对社会
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 关注
反家暴的社会组织数量稀少，仅
仅分布在北京、广东、云南、陕西、
湖南等省， 民间机构难以取得非
盈利组织的法律身份， 尤其缺乏
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 很多地方
开展的心理健康咨询、 家庭关系
指导缺乏性别平等视角和家庭暴
力预防的内容。 甚至一些心理咨
询和家庭关系指导强调过时的不
平等家庭关系和性别分工， 为家
庭暴力的文化基础进行背书。

第三， 目前调解广泛用于司
法、法院、公安、妇联和村居委会
的涉婚姻家庭案件/事件中，调解
者往往以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引导
甚至主导当事人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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