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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护“未”来，接续奋斗
《2016-2020年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发布

从严、从重打击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

据白皮书显示，2016-2020
年，本市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逐年上升，社会关注度普遍较
高，检察机关从严、从重加大惩
处力度，批准逮捕成年人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1344 人，提起公诉
1457人，起诉率为96.4%。成功
办理“6·28 浦北路杀害小学生
案”“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等恶
性、社会反响强烈的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办理首例地铁“咸猪手”
入刑案、松江虐童案、非法向未
成年人贩卖“笑气”案等性侵害、
监护侵害及新型侵害未成人犯
罪案件，均取得较好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

记者了解到，上海检察机关
为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各项
诉讼权利，组建了专业化的法律
援助律师队伍，免除未成年被害
人家庭经济状况审查。避免重
复取证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
次伤害”，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
站式”取证场所23个，实现全市
覆盖。5年来，共为未成年被害
人提供法律援助1293人次，落实
司法救助、医疗救助、就学就业、
心理疏导等综合救助1632人。

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
涉罪未成年人

首 先 ，坚 持 少 捕 慎 诉 。
2016-2020年，上海检察机关共

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2158人，不批准逮捕869人；
受理移送审查起诉2965人，不起
诉1387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
为40.7%和48.4%，均明显高于普
通刑事犯罪案件。

其次，坚持依法惩戒。克服
简单从轻倾向，发挥刑罚的教
育、警示作用。在全国率先探索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机制，防
止“不教而宽”，对1411名因年
龄、情节等问题未予以刑事处罚
的未成年人落实训诫、观护帮教
等保护处分措施。

同时，严格落实未成人刑事
案件特别程序。实现社会调查、
法律援助、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
年人到场全覆盖。不断提高附
条件不起诉质量，五年附条件不
起诉率为34.2%，高于全国平均
适用率。

另外，开展全程化、精准化
帮教。五年共对2444名涉罪未
成年人开展心理测评及疏导、开
展有针对性的观护帮教1493人
次，对2087名罪错未成年人家长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98.4%的涉罪
未成年人没有再犯。

为未成年人提供综合
司法保护

2018年，上海检察机关作为
全国试点省市之一，全面开展未
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
试点工作，综合运用刑事、民事、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强化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记者从白皮书中看到，2018

年至2020年，开展羁押必要性审
查 328 人，变更强制措施 281
人。对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
开展监督，制发纠正违法文书39
件，均获函复确认。加强未成年
人社区矫正监督，开展入矫、解
矫宣告监督114人次，参加各类
矫正活动193人次，助力未成年
人顺利回归社会。

在此期间，检察机关稳步拓
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强化未
成年人监护侵害监督力度，审慎
用好撤销监护人资格条款，探索
适格监护人第三方调查评估及
监护资格评估机制。2018年至
2020年，通过检察建议启动撤销
监护权诉讼26件，支持起诉撤销
监护权、变更抚养权、追索抚养
费等25件。

在创新涉未成年人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方面，上海检察机关
建立了公益诉讼线索收集平台、
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进一步拓
宽监督线索发现渠道。发挥未
检业务一体化优势，积极开展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打好多类
型 检 察 建 议 综 合 运 用“ 组 合
拳”。2018年至2020年，各级院
共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135件。

全面参与未成年人保
护社会治理

上海检察机关建立了全国

首个省级性侵害未成年人从业
限制制度，督促“一号检察建议”
落地见效。联合本市相关部门
对60余万名与未成年人密切接
触行业在职人员进行筛查，对45
人不予录用或辞退。同时，持续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检察人员兼任法治副校长工作，
实现全市三级院领导、部门负责
人、未检干部兼任法治副校长全
覆盖。五年来，各级院检察干部
走进1200余所中小学校，开展法
治教育1300余场，本市未成年人
犯罪率同比减少27.8%，犯罪预
防效果突出。

记者了解到，上海检察机关
不断延伸职能积极参与未成年
人关爱保护工作。开展了困境

儿童救助保护、“事实孤儿”临时
监护、校园周边专项治理，推动
多部门齐抓共管，形成未成年人
综合保护合力。此外，还完善了
全国首个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
务体系。成立覆盖全市的16个
区级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
心，及1个市级未成年人检察社
会服务指导中心，通过“转介”服
务的模式，实现检察机关与职能
部门、专业社会组织的多元链
接，并制定服务标准，对服务质
量进行有效监控。据了解，2017
年1月至2020年12月，各检察
社会服务中心协助检察机关对
未成人落实教育矫治工作7500
人次，对未成年被害人、困境儿
童开展保护救助工作1265人次。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范彦萍 陈
嘉音 见习记者 刘秦春

本报讯 近期，五个新城青
年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纷纷表示，要将全会精
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将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坚守初心、务实创新、精进振
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嘉定新城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嘉定

区马陆镇团委副书记王怡表示，
自己将尽最大努力做好共青团
工作，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找准共青团职能的融合点，润物
细无声地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
为青年的自觉行动，把青年的心
声传递给党组织，为党培养好后
备军和接班人。更加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抢抓“五个新城”建
设重大战略机遇，把青年力量用

到新城建设的主战场上，用青年
风采诠释嘉定新城的魅力与实
力。

上海嘉定新城发展有限公
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凌冰川表示，
无数新城建设者们扎根在这座
美丽新城，为建设扎根在这篇美
丽新城。每一件城市作品都是
青春的见证者。作为新时代青
年，自己将循着前辈的脚步，接
续奋斗，为每一位来嘉定的创业
者提供优良、友好的营商环境，
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城。

青浦新城
立足本职工作埋头苦干

沈依静是香花桥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队的一名一线执法队
员，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她表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我
们综合行政执法队是香花桥街
道城市基层治理的先锋队、生力
军，在服务、管理、执法、宣导等
工作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
立足本职工作埋头苦干。”

董银银是青浦区2021级基
层选调生，现就职于香花桥街道
党政办。“走出校园踏上工作岗
位的四个月的工作实践中，我深
切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责任与使
命。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在建
党百年、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一重
要历史时刻，能够认真学悟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回望党可歌可
泣的百年奋斗史，我深感荣幸也
倍感责任在肩。”

松江新城
团结凝聚广大团员青年

松江团区委副书记吕明远
表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
领性文献。如今，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共青团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必须坚
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我们要团结凝聚广大团员青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更大青春力量！
松江区卫健委团工委负责

人管慧琴说道：“读完十九届六
中全会公报后，我既有振奋感，
更有紧迫感。作为医务青年要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用
信仰的力量驾好青春方向，践行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职业精神。我们
要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坚持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立足松江区卫生健康

‘十四五’建设目标。”

奉贤新城
合力奏响青春凯歌
奉贤区西渡街道团工委副

书记于薇表示，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深刻总结了建党百年的制
胜逻辑与实践经验，深度阐述了
人民至上的服务理念与执政情
怀，深入解读了崭新征途的宏伟
蓝图与奋斗目标，是成绩单，是
宣言书，也是冲锋号！

奉贤区五宅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沈波是一名青年书

记，他表示将坚守初心、务实创
新、精进振兴，以为民担当的情
怀在“西渡·浦江第一湾”的发展
进程中书写芳华，以功成有我的
姿态在“五美五强”新奉贤建设
的热土上激扬青春，让诗韵田园
近在咫尺，让美好幸福触手可
及！鉴往知来，继往开来。

南汇新城
充分汲取宝贵经验精神财富

南汇新城镇团委书记陈黄
超表示，面向未来，我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充分汲取党长期实践积累
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拿出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韧劲、欲与天公试比高
的拼劲。

临港城投公司李孟辰说道：
“我将深入学习全会精神，拓宽
思路，立足岗位，在工作中实现
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
的突破，以决战心态，为临港新
片区共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奋进！”

“跳水的那一刻，我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生活的每一秒，我是渴望被保护的孩子。感谢检察官们，守护我们未成年
人的成长。”昨天，中国跳水奥运冠军陈芋汐给上海检察官们发来了感谢视频，为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5周年“打
Call”。在世界儿童日来临之际，上海检察机关发布2016-2020年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同时，在上海检察机
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三十五周年座谈会现场还启动了“一网通办”移动端“未成年人专区”。 青年报记者 蔡娴

坚守初心 务实创新 精进振兴
五个新城青年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各区检察院组成上海未检工作“生命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