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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儿童防性侵报告出炉

两会代表委员呼吁重视网络儿童安全
� �“我今年准备在全国人大上
提一个关于在《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相
关条款的建议。 在走访调研中我
发现网络安全已经渗透到未成
年保护的各个角落，目前法律层
面亟待对网络猥亵儿童方面的
立法。 ”

3 月 2 日， 在女童保护 2019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全
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
会长方燕这样表示。

座谈会上发布了《“女童保
护”2018 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
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
下简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2018 年性侵儿童案例数据比往
年低，女童和 12~14 岁年龄段儿
童受侵害比例高。

同时，针对“网友作案多”这
一现象，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业界专家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
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等进行了关于儿童保护机制的
探讨。

网络性侵儿童呈高发态势

《调查报告》由中国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
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和北
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

《调查报告》显示，在 2018
年，“女童保护”收到多起儿童和
家长求助案例，均为儿童被不法
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性侵。 在
2018 年媒体报道的 317 起案例

中的 210 起熟人作案中，网友作
案 39 起，占比 18.57%，是本年度
案例施害人受害人关系统计中
排在第二的作案群体。 同时，在
39 起网友作案的案例中， 有 16
起是在网络聊天平台、社交视频
平台等网络平台上发生的，不法
分子诱骗儿童发送裸照、裸体视
频、进行裸聊、做猥亵动作等。

“女童保护”认为，这类案件
更具有隐蔽性，一般家长也不容
易发现， 儿童由于有畏惧心理，
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 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儿童接触网络
机会的增多，利用网络性侵儿童
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 频频曝
光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的严峻性，必须引起重视并寻求
解决对策。 这对家长监护、平台
监管、司法审理等方面，都提出
了新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三级
高级法官赵俊甫表示， 人民法
院近年来对性侵害儿童犯罪持
续严厉打击， 也审结了一批在
网络空间实施的猥亵案件，有
力震慑了犯罪。 鉴于猥亵犯罪
出现的新情况，司法实践中，有
几个问题应当引起关注：首先，
这类案件客观痕迹物证少，相
当一部分案件依赖于被告人的
供述与被害害人的指证， 对司
法人员如何准确审查认定事实
证据，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
次，儿童网络性侵案件发生后，
对被害人伤害的评估， 需要更
新理念和技术支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

厅三级高级检察官李薇介绍，
在办理未成年案例中， 检察机
关发现性侵问题比较突出，网
络猥亵是新型犯罪。 从犯罪认
定来看， 非身体接触型性侵也
能构成猥亵犯罪。 去年最高检
发布关于网络性侵儿童的典型
案例， 也是为了指导和支持地
方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猥亵
儿童犯罪。“家长发现网络猥亵
情况要及时报案， 相信司法机
关。 同时，要注意收集证据，检
查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固定证据
收集是一个难题。 对于受害儿
童， 家长要站在孩子保护的角
度多给予关心帮助， 必要时对
孩子进行心理治疗。 ”李薇说。

防性侵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此次报告发布方之一的“女
童保护” 已连续 6 年对中国儿童
防性侵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此
次报告涉及的调查将重点放在了
家庭教育上， 并聚焦网络性侵问
题。 对于缘何会关注网络性侵问
题，报告特别谈到，2018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中，对通过
网络通讯工具实施非直接身体接
触的裸聊等行为， 均认定为构成
猥亵儿童罪既遂。 而“女童保护”
在协助指导求助儿童及家长报案
过程中， 发现部分家长及地方公
安部门对此认识还不清。

通过 2018 年国内儿童防性
侵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总结了以
下几点发现，并指出，预防网络
性侵害，不仅需要儿童有防范意
识和技能， 更需要家长做好监
管、教育工作。

发现一，超七成家庭的儿童
上网，儿童上网监管亟待重视。

发现二，仅四成家长能从孩子
言行中判断其是否受到性侵害。

发现三，超八成家长知道让
儿童裸聊等行为属于违法。

发现四，遇到儿童网络性侵
不予立案情况，超七成家长不知
如何应对。

发现五，超九成家长支持公
益组织进校园进行性教育、防性
侵安全教育。

急需规范网络运营商行为

“我听了‘女童保护’发布的
报告，感受到未成年儿童对性侵
的严峻现状，我也感受到了社会
组织、公益组织，特别是‘女童保
护’在儿童防性侵和安全教育方
面的努力。 总体来说，教育部门、
家长和社会的防性侵安全知识
和意识还相当缺乏，这样的现状
亟待改善。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
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说。

如何改善这一状况？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雪梅表示，治
理儿童性侵问题，对于《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改，需要全面规定
强制报告制度，除了家庭暴力的
问题，对儿童造成性侵的问题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规定，网络
信息服务提供单位等有强制报
告的义务。 对于方燕代表提出的
应在《未成年保护法》中加强网
络保护的建议表示赞同，“除了
禁止发布和传播儿童色情内容，
对此采取治理举措，《刑法》修正
案当中，也应考虑儿童色情的治
理。 ”她说。

“每一件儿童色情制品背后
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孩子。 网络儿
童色情制品的制作过程，往往本
身就是实际性侵害儿童的过程，
这些色情制品的传播也是对孩
子的剥削与伤害。 随着互联网的
兴起，网络色情制品的制作与传
播产生了新的特点，网络使儿童
色情制品的使用者、儿童性侵施
害者产生了社群感与归属感。 这
些人通过网络交换他们的心得
体会，更重要的是交换儿童色情
制品资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华办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表
示，从这个层面说，关注儿童网
络性侵问题，需要线上线下两个
维度共同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副教授童小军表示，对
儿童性侵问题采取行动，首先要
了解这类案件的特点。 公众关注
少、受害者心智不成熟是儿童性
侵案件的特点。 而针对网络性
侵，如果社会不采取行动，会比
线下的儿童侵害泛滥得更广。 在
线下，实施性侵的往往是有机会
接触到儿童的犯罪分子，而在网
络上，犯罪分子“心有多大，犯罪
半径就有多大”。 对此，童小军认
为， 运营商需要有责任意识，国
家要发挥监管作用，法律制度要
到位， 对网络运营商的社会责
任，需要出台相关制度。

座谈会现场

近年来， 世界各国都面临
着严峻的环境问题的挑战。 为
了应对这些问题，近年，不仅国
家从政策法规层面予以了高度
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普通也人
参与到了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
之中。 点滴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为世界带来了切实的改变。 为
了心系环保的个人能够轻松参
与 到 环 保 行 动 之 中 ，RUN
FOR ECO 环跑公益活动孕育
而生。

RUN FOR ECO 环跑公
益活动由三菱电机（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菱电机”）开
创。 活动将跑步与公益融合在
一起，受到了公众欢迎。

2019 年 度 RUN FOR
ECO 环跑活动将于 3 月 23 日
（星期六）在在上海世纪公园再
次开跑。 活动当天，参与者们将
穿着带有自动测算距离芯片号
码牌的专用运动 T 恤进行跑

步， 专业设备会将跑步距离换
算成相应公益善款。 此外，公众
还可以参加线上互动游戏，进
行线上捐步。

线上捐步活动， 将在活动
结束后三菱电机将所有累计的
积点转换为善款， 连同现场参
加环跑的公里数转换的金额，

一同捐助“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用于绿色环境保护事业。

环保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力量，
个人的小小善举可以改变这个世
界。RUN FOR ECO环跑活动呼
吁更多爱跑爱公益爱环保的人士
加入，合众人之力让环保事业迈向
一个新的台阶。 （王勇）

2019 RUN FOR ECO环跑活动升级
再助环保

往届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