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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 6月 1日起实施
上海有哪些举措？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
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5 月 31 日，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新闻通气会，邀请相关负
责人介绍上海未成年人工作的
有关情况。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下称 “未保
法 ”），从 “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
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
司法保护”六个方面构建了未成
年人保护的制度体系。

据此 ，今年 2 月 ，上海明确
由“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
称市未保委）作为全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协调机制。 “市未保委”
由 23 个部门组成 ， 主要职责是
聚焦新修订的 “未保法 ”明确的
对未成年人的 “六大保护 ”。 另
外，“市未保委” 下设办公室，该
办公室调整设置在市民政局。

将出台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地方标准

上海市未保委副主任、市民
政局局长朱勤皓介绍称，为推动

“未保法”修订案的贯彻落实，上
海将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的法
治保障。 目前，上海已启动了《上
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修订
工作。

同时，上海开展了针对“家
庭监护状况和监护能力评估指
标体系”的研究，拟制了《未成年
人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引》，作
为上海地方标准向社会发布。

上述指引从评估的目标、原
则、主体、内容、流程、方法和结
果使用等七个方面，为未成年人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提供统一、规
范和可操作的技术依据，便于科
学精准评估未成年人家庭监护
能力，有关部门和机构可参考评
估结果，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
供公正、公平、合理的帮扶举措。

据悉，该评估标准已由市场
监管局审定通过，将于 6 月 1 日
发布，这也是全国首个关于家庭
监护能力评估方面的地方标准。

“12355”热线
累计接待咨询超 3 万人次

在 2005 年，上海团市委建立
了 12355 青少年维权服务热线，
迄今已运行 15 年。

上海团市委副书记丁波透
露，2020 年， 上海 12355 热线累
计接待咨询 35724 人次， 招募
381 位专业志愿者， 服务时长
19111 小时， 处理危机个案 55
个； 上海 12355 已成为全国青少
年服务热线区域中心，辐射苏浙

皖地区。
根据“未保法”修订案的有

关规定， 上海将于 6 月 1 日起，
试行开通“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由“12345 市民热线”一号对外，
及时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投诉、举报和建议。

上海市民政局蒋蕊介绍称，
届时，市民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
政策法规咨询、各类侵犯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困境未
成年人的救助保护、针对未成年
人保护的意见建议等，都可拨打
12345 热线， 相关部门将及时受
理、妥善处置。

公众反映的问题，如涉及侵
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或治安案件，
或涉及法院、 检察院的业务，相
关部门会及时移交上述司法部
门处理。 公众亦可直接通过 110
报警平台、法院或检察院的受理
渠道反映。

23 个“一站式”取证
保护专门场所

界面新闻从新闻发布会现
场了解到，近年来，上海市公安
局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
法犯罪，快速查找、甄别儿童相
关信息。 同时，上海市检察院积
推动涉及未成年人的公益诉讼，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

项行动。
5 月 28 日，上海法院少年法

庭工作办公室已正式成立，全市
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也将成
立，实现了未成年人审判领导工
作机制的全覆盖。

上海市检察院副院长钱雨
晴表示，去年 8 月，上海市检察
院就与市公安局会签了“一站
式”取证保护工作制度，目前已
在全市建立了 23 个专门场所，
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
询问、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取
证保护工作，实现全市覆盖。

此外，上海检察机关还联合
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
护办公室等，先后推出了社会观
护、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体
系、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工作
标准等全国首创性制度，形成了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
系的“上海标准”。

大力培育儿童福利社工

上海已初步形成一支遍布
全市各领域的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力量。

朱勤皓举例称，如教育系统
的校内兼职未保老师队伍，检察
系统的检察官兼职法治副校长
队伍，团市委系统的青少年事务
社工队伍，民政系统的街镇儿童

督导员、 居村儿童主任队伍、妇
联系统的基层妇女干部和“邻家
妈妈”志愿者等。

新修订的“未保法”正式实
施后，上海将借助“市未保委”这
一工作平台，紧密结合各部门工
作职责，持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
的工作。

同时，上海还将指导各区政
府按照有工作机制、 有保护机
构、有人员支撑、有经费保障、有
工作网络、有法律工作者参与等
“六个有”的具体要求，完善区级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抓
实抓好近年来初步形成的覆盖
全市的街镇儿童督导员、居村儿
童主任队伍，对涉及未成年人保
护事件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为汇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海还将建
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家库、
社会资源库、法务资源库、专业
社工库”， 大力培育未成年人保
护领域的儿童福利社工。

朱勤皓表示，上海委托社会
组织，为本市监护缺失、监护不
当的义务教育阶段困境儿童开
展“爱伴童行”家庭监护能力支
持项目，共服务全市 273 名困境
儿童。 2021 年，“爱伴童行”项目
被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共有
326 名困境儿童得到关爱服务。

（据界面新闻）

� � 画画、唱歌，跳舞、做游戏、
吃蛋糕……

5 月 30 日下午， 北京仁育
苑自闭症儿童关爱中心一片欢
声笑语。中国银行总行团委和中
银慈善基金会携手在这里举办
“六一儿童节特特天使关爱公益
活动”，30 位志愿者、28 对家庭
为 14 位特殊儿童送上心愿礼物
和最温馨的爱。

圆孩子们的微梦小心愿

“这个书包太漂亮了，比我
想的还要好，感谢叔叔、阿姨！ ”
莹莹背上小书包脸上笑开了花。

“我要用这些画笔画好多彩
色的花朵，送给帮助我的叔叔阿
姨、哥哥姐姐！ ”实现心愿的梓涵
用拿到的画笔开始了创作。

……
“非常感谢中国银行的志愿

者， 所有孩子的心愿都实现了，
我代表孩子们谢谢大家。 ”北京
仁育苑唐霞老师表示。

北京仁育苑是一家专门针对
残障孤儿和特殊困境儿童的小型教
学康复中心。 目前，共有 2-13岁的
残障孤儿和特殊困境儿童 14名。

5 月下旬，中银慈善基金会
了解到仁育苑的情况后，联合中
国银行总行团委面向总行员工
发起了“特特天使关爱活动”，在
总行招募 30 位志愿者，为 14 位
特殊儿童送上心愿礼物， 其中
28 对家庭还与孩子们进行结对
为孩子实现一个心愿。

“由于伤病痛苦和亲情缺
失，仁育苑的孩子们需要更多关
爱和更多阳光，帮助他们成功融
入社会， 成为正常家庭的一员。
希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点帮助，
能够带给他们暖心的陪伴。 ”中
国银行党务工作部弓琳的话代
表了中行员工的心声。

把公益的种子
种到孩子们心中

伴随着《让你的心燃烧熊熊
爱火》的乐曲声，手捧烛光的仁
育苑小朋友缓缓步入会场。中行
志愿者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一
个个地走到台前，与仁育苑的小
朋友结对。 共同唱响《向世界问
好》，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孩子们表演的《森林舞会串
烧》《抖空竹》《抢凳子》 等节目，

让现场的气氛一次次升温。小朋
友们还一起玩了“巧林榫卯积
木”“画脸谱”等传承我国优秀文
化知识的益智游戏。

“为了让他最后一个六一儿
童节过得特别，值得回忆。 我们特
意带他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孩子
可以看到除开他们自己生活圈以
外的世界， 和自己不同的小朋友
们都是如何生活的。 对于需要寻
求帮助和关怀的人， 我们可以通
过哪些渠道和形式去实现公益支
持。 ”带着 12岁儿子和 8岁女儿
一起来到现场的张如璟表示。

金融机构部王超、人力资源
部程大为、 财务管理部陆苗、研
究所孙雨心、托管业务部李恺等

17 名员工主动调整孩子的课外
班和休息时间， 带孩子参加活
动，就是要把公益的种子种到孩
子们心中。

为全行量身定制公益项目

2021 年春节后一上班，中
国银行信息科技运营中心就收
到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发来的捐赠证书，以及来自
咸阳“北四县”33 名贫困学子的
感谢信。 2020 年末，该中心通过
基金会启动了“梦想助力，花开
咸阳”结对帮扶活动，为长武县、
旬邑县 33 名贫困学子送去了第
一笔“助力善款”。这个项目将持

续 6 年时间。
青海省互助县东山乡上元

保中心幼儿园一到冬季，师生吃
水就有困难。中国银行支付清算
部了解到情况后，2020 年通过
基金会发起了“美丽明天助学再
行动”， 帮着他们解决了这个问
题。 在此之前的 2019 年 6 月，还
捐赠了幼儿学习机、幼儿园教具
等教学物资， 以及儿童收纳柜、
书柜等教室装饰物资，搭建起一
间崭新的幼儿教室。

帮助中国银行司库、 会计
信息部实施“益心助学”，协助
中银基金实施“多彩课间成长
计划”……

为了更好地为志愿者提供
定制服务， 基金会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对志愿者群体开展调查
问卷。 此次“特特天使关爱公益
活动”， 就是基金会针对志愿者
意愿启动的项目。

“关爱儿童健康成长是我们基
金会一直以来重点关注和投入的
领域。 除了资助成熟项目外，我们
还将打造‘明眸计划’‘小荷计划’等
自主品牌，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人力
资本储备贡献力量。 ”中银慈善基
金会秘书长张博豪说。 （于俊如）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中国银行总行团委和中银慈善基金会携手为北京仁育苑的特殊孩子送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