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制报告制度是指有关主体在未成年人受到或者疑似受到不法侵害时， 向专门的机构
或者个人报告，从而使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得以规范化、及时性处理的制度。 该项制

度主要涉及到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受理机构或者个人，以及受理后的处理程序等事项。 可以
说，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在法理方面具有深厚的基础，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具化。 在
实践中，更符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切实需要。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工作报告显
示，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1657 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 459 件，有
效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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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案例与侵害未成年人
强制报告制度

2019 年下半年，秦某在某平
台贴吧搜索有当演员想法的未
成年女性， 冒充知名导演添加对
方 QQ、微信等联系方式，随后以
检查身体是否有疤痕等名义要求
未成年女性拍摄、发送裸照、裸体
视频， 待时机成熟后再以送工作
证、签订演员合同名义要求见面，
在见面后奸淫未成年女性。 2020
年 7月， 秦某添加山东省兰陵县
12 周岁女孩晓蓉（化名）联系方
式，2021年 1月 3日约定见面。在
晓蓉乘坐出租车见秦某途中，出
租车司机了解到这一情况。 由于
山东省兰陵县检察院在前期曾经
在相关从业人员中广泛宣传过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于
是出租车司机向公安机关报警。兰
陵县公安局民警及时赶至宾馆，
将欲行强奸的秦某当场抓获。

2020 年 5 月，最高检、教育
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的意见 （试行）》（下称 《意
见》），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 在本案中，正是强
制报告制度为及时侦控创造了
前提条件。

具体体现为：在本案的后期
纠正阶段，兰陵县检察院向公安
机关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
议，要求公安机关对辖区内旅馆
业的实名登记入住进行监管，并
不定期抽查。 同时，加大对违规
经营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体现了
检察机关保护未成年人的主体
责任意识。 而且，在本案案发后，
兰陵县检察院及时介入，提出取
证意见，将扣押的犯罪嫌疑人手
机内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等
予以固定。 针对犯罪嫌疑人供述
其在云南等地骗奸多名被害人
的情况，检察机关建议侦查机关
及时赴云南等地调查取证，为后
续顺利提起公诉奠定基础。 上述
方面都体现了强制报告制度中
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职责，这不
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角色的
体现，也是其社会公益维护者角
色的彰显。

强制报告制度的
域外比较考察

大陆法系国家的强制报告

制度。 大陆法系强制报告制度比
较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 德
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包含
在儿童保护法和民法之中，二者
互相结合，共同组成保护未成年
人的强制报告制度体系。 在德国
《联邦儿童保护法》中，强制报告
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从事公共事
务的专门人员，报告的内容或者
事项主要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
被威胁或者侵害。 但是，德国强
制报告制度并未规定报告义务
主体不报告或者疏于报告的法
律责任，因此，也就没有了制裁
性的法律后果。 在欧陆的西班
牙等国， 也建立起相对较为完
善的强制报告制度，其中，西班
牙家庭暴力分级处理措施比较
有特色， 即未成年人被家庭暴
力侵害之时，在案件被受理后，
未成年人保护专员会对未成年
人的被害进行评级， 高风险的
原则上将其从家庭中带走，送
交专门机构安排，低风险的则针
对性地采取心理辅导、家庭教育
等支持措施。

英美法系国家的强制报告
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最早发端于
美国。 基于及时有效保护未成年
人利益的需要，20 世纪 60 年代
年美国儿童局制定了《示范报告
法》， 这是当时美国各州建立强
制报告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 在
美国，大多数州都通过专门的立
法规定了强制报告义务的处理
程序，相关责任主体只要有理由
相信或者有理由怀疑发生了侵
害未成年人的事件，如果不报告
或者疏于报告，根据未成年人被
侵害的内容或者程度，就会承担
相关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等制
裁。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譬如加
拿大、南非等国家，在强制报告
制度的内容方面，对被性侵未成
年人保护最为严密，报告主体范
围最广，规定所有人都有报告的
义务，而不只是限于特定的机构
或者个人。

对于强制报告制度而言，即
使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及社会
心理等方面，两大法系国家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之处，但也存在一
定的共通之处，这说明强制报告
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的特
点。 首先，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强
制性。 考察现代国家的强制报告
制度，发现都较为鲜明地突出了
强制性的特点。 这说明强制报告
制度是一种法定的责任或者义

务，是不容选择或者回避的。 其
次， 强制报告制度具有综合性。
其是一项比较系统的工程，既牵
涉到国家机关，又可能牵涉到社
会中的每个人。 强制报告制度不
仅是一项预防性制度，也是一项
干预制裁性制度。 因此，强制报
告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这
个综合性系统内的各个因素共
同发挥作用， 包括强制报告主
体的信息收集、信息提供、相关
机构或者个人的受理或者采取
应对措施等， 这都不是某个人
或者某一机构所能完成之事。
可以说，唯有如此，才能及时、
有效地对侵害未成年人的事件
进行干预。

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

第一，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
则。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指
在法律、司法实践及社会公益活
动中，一切都要以未成年人利益
为基本出发点及最终追求，在其
他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发生冲
突之时，未成年人利益应当处于
更为优先的位置。 1989 年第 44
届联合国大会第 25 号决议通过
的《儿童权利公约》，正式将儿童
确立为权利主体，并确立了未成
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可以说，在
所有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中，未
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处于核心
或者中枢的位置，其他未成年人
保护理念都围绕该原则展开。 现
代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
度也都是该原则的法律具化。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具
有纲领性及概括性的特性，特别
是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
度中，该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扩
展未成年人生命、健康、发展等
权利的范围。 该原则在与其他价
值理念冲突时， 具有优先性，能
够摆脱其他理念的约束，为保护
未成年人实践提供最高的理论
方面的支撑，这对防止未成年人
受害或者二次伤害不无裨益。

第二，国家亲权理论。 未成
年人存在天生的弱势，生理与心
理发育皆非完全健全， 同时，未
成年人被侵权具有隐秘性强等
特点，其在成年人社会中属于易
受侵害的群体。 在现代法治国家
中，未成年人属于重要的权利主
体，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一直
是现代法治重要的追求之一。 此
外，特别是在现代国家，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并不完全是一种私
人问题，危害未成年人权益被置
于和贫困、吸食贩卖毒品等危及
社会秩序的重大问题并列的地
位，因此，这种重大问题也需要
国家介入来解决。 同时，国家作
为主权者也有义务来保护未成
年人的重要福祉。

国家亲权体现了国家和未
成年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国
家亲权的核心意旨来自未成年
人最大利益原则，其是为保障未
成年人最大利益而确立的。 国家
亲权是国家的一种责任或者义
务，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 这是
在家长不能很好履行其保护义
务时国家给予未成年人的特殊
关照。 国家作为未成年人利益的
最高监护人，以“国家亲权”代替
传统的“家长亲权”。 可以说，在
现代意义上，在未成年人保护方
面，国家亲权是私法公法化的结
果，也是国家介入私人权利的一
项必然的选择。

根据国家亲权理念，在未成
年人被侵害时，国家相关专门机
构或者人员具有强制义务予以
报告或者处理。 可以说，国家亲
权理念是强制报告制度的关键
法理渊源，而强制报告制度则是
国家亲权理念的重要体现。

第三，倾斜性保护理念。 原
则上，现代国家实行法律平等保
护原则，但是，未成年人本身属
于弱势群体，更易受到伤害。 即
使从未成年人父母的角度来说，
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权利或者意
志也可能产生冲突，从而使未成
年人的利益成为牺牲品。 这就要
求现实地承认未成年人的天生
差异，从而通过相关法律制度或
者措施区别配置资源，确立未成
年人的特殊法律地位。 如此，通
过弥补未成年人天生的弱势之
处，以法律倾斜性保护来实现未
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从形式公正
转化为实质公正。

新时代强制报告制度
价值意蕴

目前，我国在借鉴国际公约
及其他现代国家强制报告制度
的基础上，在 2020 年《意见》中
明确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 这说
明强制报告制度已经成为我国
检察机关及其他相关国家机构
关注的重点。 2021 年 6 月施行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1 条规定了

强制报告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
立了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 具
体而言，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具有
如下价值：

第一，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基
本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根据《意见》规定，对于涉及性
侵、虐待、拐卖未成年人等 9 类
应当报告的事项， 国家机关、法
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
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
织及其从业人员负有报告的义
务， 如果发现符合报告的情形，
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报告。 可以
说， 在强制报告的主体范围、强
制报告情形的广泛性以及在报
告主体未履行报告职责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体现了未
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第二，强制报告制度实现了
对未成年人的倾斜性保护。 这是
一种通过法律强制方式来保护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方式。 通
过强制报告制度，将法律资源、
社会资源更多地向未成年人倾
斜， 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资源
最优化配置， 从而能够促使相
关机构或者人员对未成年人承
担起更多的法律及社会责任，提
高未成年人被侵害的发现几率，
提升未成年人被侵害救助的及
时有效性。

第三，制定并实施强制报告
制度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公约
规定义务的体现。 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第 19 条规定：成员国
应采取保护性措施避免儿童遭
受虐待，这类保护性措施应酌情
包括采取有效程序以建立社会
方案，向儿童和负责照管儿童的
人提供必要的支助，采取其他预
防形式以查明、 报告、 查询、调
查、处理和追究前述的虐待儿童
事件，以及在适当时进行司法干
预。 我国属于该公约的签字国之
一， 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应
当制定强制报告制度并实行之。
在现代国家中，保护未成年人生
存权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组成
部分。 这不仅是一项国内法的基
本法律义务，也是国际条约规定
的应当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从与
国际接轨以及提高我国保护妇
女儿童的国际声誉的视角看，制
定并实施强制报告制度也是我
国履行国际义务以及体现大国
担当的一项重要法律作为。

（据《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