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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时隔 14年再次修订

为未成年人织密法律保护网
新增“网络保护”
“政府保护”专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和决策部署，对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改进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 在去年 10 月 21 日举行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
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主任委员何毅亭向会议作
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议
案的说明时表示。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 1991
年制定的，2006 年进行了较大
幅度的修订。 近年来，未成年人
保护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面临新形势， 比如监护人监护
不力情况严重甚至存在监护侵
害现象， 校园安全和学生欺凌
问题频发，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行业的从业人员性侵害、虐待、
暴力伤害未成年人问题时有发
生，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是
网络游戏问题触目惊心， 对刑
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缺乏应
有保护等。

2018 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修改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相
关法律的议案 16 件、建议 11 件，
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政协提案 5
件，各界人士强烈呼吁修改未成
年人保护法，以更好适应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现实需求。

何毅亭说，修订未成年人保
护法，就是要着力解决现实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时把成熟的实践
做法上升为法律，注重做好相关
法律的衔接配合。

“学校应当合理使用网络开
展教学活动。 未经学校允许，未
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等智能终

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
当统一管理。 ”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
在每日 22 时至次日 8 时向未成
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
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
停止传输相关信息， 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保
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
部门报告。 ”

网络空间作为家庭、 学校、
社会等现实世界的延展，已经成
为未成年人成长的新环境。 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
保护”专章，对网络保护的理念、
网络环境管理、 相关企业责任、
网络信息管理、个人网络信息保
护、网络沉迷防治等作出全面规
范，力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
线下全方位保护。

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中承担着主体责任。 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将现行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整合，
增设“政府保护”专章，明确各级
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协调机制，细化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的职责，并对国家监护制度
作出详细规定。

把各方义务
和责任落细落实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条文从 72 条增加到 130 条，有很
多亮点， 包括充实总则规定、加
强家庭保护、 完善学校保护、充
实社会保护、 新增网络保护、强
化政府保护、完善司法保护。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一托了
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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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
察研究中心教授宋英辉说，此规
定将避免实践中监护人因外出
务工等原因导致监护实际缺位
的问题， 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
健康、教育等。

强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人
意识是此次修订的重要内容。 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
人义务的规定落细落实，比如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
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
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
全隐患； 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
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
事故的伤害；提高户外安全保护
意识， 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
动物伤害等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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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
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
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
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
免费查询服务。 ”

与此相对应，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录用查询以及每
年定期查询两项具体制度，发现
应聘者、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违法
犯罪行为的，应当不录用、及时
解聘。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未履行查询义务，或招用、继续
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
员的，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还规定，“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
学生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生行
为规范，培养未成年学生遵纪守
法的良好行为习惯。 ”许多教育
工作者认为，这一规定强化了学
校的法治宣传教育责任。

“北京市丰台区基本实现
每所中小学至少有一名教师参
加过系统的法治培训， 通过与
政法机关合作开设法治实践课
程、 组织宪法晨读、 知识竞赛
等，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 ”北
京市丰台区教委主任杨晓辉
说， 应该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为契机， 加强校园法治宣传
教育， 增强未成年学生的法治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完
善校园纠纷调解机制， 协调行
政机关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校
园纠纷调解，切实保障学校、师
生和家长各方合法权益。

同步启动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修改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
工程。 去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在启动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的同时，还启动了对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的
审议。 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最重要
的两部法律同时修订，对近年来
频发的涉未成年人热点问题作
出积极回应，推动未成年人保护
法治化走向更高水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背
后，往往有监管缺失、关爱缺乏、
管教不严、保护不力等因素。 ”何
毅亭在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修订草案说明时表示，大量案件
表明，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之

前， 多有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
且其早期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
多数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

修订草案根据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规律，将未成
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
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等由轻
及重三个等级。

修订草案明确了需要干预
的行为，根据不同等级的行为性
质和危险程度，分别规定相应的
干预或矫正措施，同时完善对未
成年犯的教育矫治和跟踪帮教
措施，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在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拟调整的规
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许多专家
学者指出，这一规定也是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的有力举措，必将织
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网。

根据草案， 已满 12 周岁不
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
的，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
当负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任
何刑事责任。 近年来，一些严重
暴力犯罪案件涉事者因未达到
法定年龄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
代表、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建
议修改刑法相关规定。 ”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周光权说，草案统筹考虑刑法
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
改相关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
专门矫治教育。 草案规定，因不
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
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
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
门矫治教育。

（据新华社）

� � 细化监护人职责 ，呵
护 ‘留守儿童 ’；加

强监管，防止沉迷网络 ；强化
学校报告义务 ， 向性侵和欺
凌说‘不’……

10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高票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新法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 补 齐了 现 有 法 律 中 的
短板 ，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 。 ’全国人大常委
会 法 工 委社 会 法 室 主 任 郭
林茂说 。

� � 山东济南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
（新华社 记者朱峥/摄）

� � 四川广安华蓥市开办关爱留守儿童“假日学校”，宣讲法治、安全
知识（邱海鹰/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