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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的意见》的出台，长沙法院又
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就此采访
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
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杨赛宇。

“最高法新闻发布会关于
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意见， 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
应‘最高限度地保护、维护未成
年人权益及其身心健康， 最低
限度容忍各种侵害未成年犯
罪， 对侵犯未成年人犯罪行为
予以严厉打击’的指导思想。”

杨赛宇表示，近年来，侵犯
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 民事案
件都在不断增多， 长沙中院未
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今年一
月至十月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
各种刑事、 民事案件200多件，
案件数量上升幅度大。“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 两院等司法机关
才会联合出台这个《意见》，目
的就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杨赛宇表示， 之前的法律
条文没有突出“未成年人”的概
念，而新出台的《意见》首先明
确了性侵的民事赔偿， 同时也
把“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
强调为“特别程序”。

他举例， 开福区法院最近
审理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被告人先用毒品引诱后进行强
奸，情节非常恶劣。近两年，不
只是性侵案件， 其他残害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也增多，10月22
日， 宁乡开庭审理一起故意杀
人案，三名被害人，其中二名被
害人都是未成年人。

“对于这类严重侵害未成
年人生命、 健康权的暴力犯罪
案件我们决不手软， 坚决依法
从重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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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
“性侵幼女”无缓刑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
是不是“明知”被害人是幼女对
案情认定至关重要。 司法实践
中，常有嫌疑人以各种理由辩解
与幼女正常交往，不“明知”被害
人是幼女，造成认定困难。

对此，《意见》规定，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
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
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
对方是幼女。

对不满12周岁的幼女体现
出“绝对保护”：对于不满十二周
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
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
对方是幼女。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
岁幼女，《意见》称，从其身体发
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
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
女， 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
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
方是幼女。

《意见》还对缓刑适用做出
规定： 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
罪分子判处刑罚时， 一般不适
用缓刑。

“校园性侵”
以强奸罪定罪

我国刑法对不满十四周岁
的幼女确立了特殊保护原则，实
践中，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少
女虽然比幼女的认知、判断能力
有所增强，但其身心发育尚未完
全成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物
质条件方面对监护人、教师等负
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存在一定的
服从、依赖关系，容易在非自愿
状态下受到性侵害。

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校
园性侵” 等犯罪行为，《意见》明
确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
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
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
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
就范， 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
强奸罪定罪处罚。

未成年人在幼儿园、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被性侵害而造成人身损害，被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据此
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述单位
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当众猥亵
加重处罚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刑法
规定，猥亵儿童的，在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
内从重处罚，聚众或者在公共场
所当众实施的，在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奸淫幼女，在不具有刑法规
定的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况下，以
强奸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对此，《意见》规定，在校园、
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
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 猥亵犯
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
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认定
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

这些行为属于加重处罚情
节，构成猥亵犯罪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构成强奸罪的，在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
内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将重判

《意见》从犯罪主体、犯罪地
点、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
果、 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方面，
对从重处罚情节做了具体规定，
体现依法严惩的刑事政策。这七
种从重处罚情节是：

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
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
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
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强
奸、猥亵犯罪的；

进入未成年人住所、学生集
体宿舍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

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强
制手段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犯罪
的；

对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精
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年人，实
施强奸、猥亵犯罪的；

猥亵多名未成年人， 或者
多次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

造成未成年被害人轻伤、
怀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的；

有强奸、 猥亵犯罪前科劣
迹的。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王智芳 徐光艳

《意见》所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
括刑法规定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
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
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
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罪
等。《意见》共34条，通篇体现“最高限度保
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

《意见》突出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
特殊、优先保护，用近一半的篇幅从办案
工作要求、 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
害”、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定代理
人代为出庭陈述意见、 加大民事赔偿和
司法救助力度等方面， 为未成年被害人
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关怀与呵护。

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18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人，其中14岁以下的
儿童有2亿多人。在我国，对未成年人实施
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 这些犯罪给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在社会上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最高法等四
部委审议通过了《意见》。

“校园性侵”属强奸，当众猥亵要重罚
四部门发文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长沙对性侵未成年人“最低限度容忍”

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内容强调“从严惩治 从严执法”，严惩幼女性
侵、校园性侵等行为。

“在未成年人的案件数量日益上升的今天，《意见》为保护未成年人权
益架起一道不容触碰的高压线。”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杨赛宇表示，对于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健
康权的暴力犯罪案件，他们将决不手软，坚决依法从重判处。

●10月6日，常德澧县监察局副局长胡某涉
嫌将两名分别5岁、6岁的女孩带至家中猥亵、强
奸，随即被警方刑事拘留。

●10月17日， 外地来长沙的小女孩乐乐被
强奸案宣判，嫌疑人获刑六年。今年1月，乐乐在
父亲工棚中，被父亲工友数次强奸。

●10月17日， 长沙县法院宣判留守儿童小
美被侵犯一案，13岁小美被同村邻居、53岁老汉
孙某多次性侵致怀孕，孙某因猥亵儿童罪，获刑
三年半。

长沙对性侵未成年人
“最低限度容忍”

重案连线

性侵未成年人

10月份
连发三起

针对未成年受害者，
《意见》提出“三重保护系
统”。

第一， 明确提出被害
人到医院进行精神康复治
疗所支付的医疗费， 不同
于精神抚慰金， 该部分医
疗费用有证据证实并向被
告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 未成年人在幼
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被性侵
害而造成人身损害，被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据
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
述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明确了对未成年
被害人优先予以司法救助。

除此之外，《意见》还
提出多条对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和受害人的保护条
款， 聚焦于未成年人的隐
私保密和“双向保护”原
则。“双向保护”，即在依法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
权益时， 也要依法保护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 未成年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比如，
《意见》规定，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
与幼女发生性关系， 情节
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认为是犯罪。

为未成年被害人
建保护网

新规亮点
本土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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