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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过半网友认为
性侵犯罪人员应全国限制从业

广西山洪
致 12 人失联

据中新网消息，6 月 16 日 21 时至 17 日凌晨
5 时， 凌云县出现强降雨引发山洪， 导致道路塌
方，12 人失联。 截至 19 日 18 时，被洪水冲翻冲走
的 9 辆过往车辆全部搜寻打捞完成， 当地应急力
量已搜寻到 10 具遗体。

点评 ：与对地震的关注与投入相比 ，公益行业
对洪涝灾害的关注远远不够 。

为 3 万多名
救助站滞留人员寻亲

6 月 19 日是第 7 个全国救助管理和托养机构
“开放日”，主题是“大爱寻亲、温暖回家”。 最新统
计显示，目前全国有 1623 个救助管理机构，共有
滞留人员 34805 人， 近年来滞留人员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

点评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 、关注 、参与救
助工作 ，让更多的受助人员及早的回归家庭 ，回归
社会 。

美富豪捐 1.5 亿英镑
助力人工智能研究

据英国广播公司 19 日消息， 美国亿万富豪史蒂
芬·施瓦茨曼向英国牛津大学捐赠 1.5 亿英镑，用于成
立专注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新学院。 牛津大学称，
这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该校接受的最大金额直接
捐款。

点评：捐赠不仅可以用于扶贫济困 ，也可以用来
支持前瞻性研究推动时代前进。

全球仍有数十亿人
缺乏安全饮用水

据新华社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
生组织 18 日联合发布报告说， 截至 2017 年，全
球仍有 22 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42 亿人缺
少基本卫生管理服务，30 亿人不具备基本的洗
手条件。

点评：全球在实现普遍获得基本用水、环境卫生、
个人卫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提供的服务质
量方面还存在巨大缺口。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6月 17日 五粮液集团 2000万元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长宁震区

2019年 6月 19日 成中集团 100万元 灾后重建 宜宾市慈善总会

2019年 6月 23日 紫金矿业集团 300万元 支持福大办学 福州大学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6 月 19 日下午 ， 在当地团组织的协调下 ，在
震 中长 宁 县 双河 镇 双 河中 学 操 场上 的 临 时安 置
点 ，志愿者搭建起了震中第一个儿童乐园 。 图为
四川省长宁县双河镇双河中学临时安置点 ，孩子
们在帐篷间玩耍 。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鑫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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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很毒头很秃：强
烈支持这个决定，但同时
希望政府能为 “两劳释
放”人员提供就业支持或
相关方面的强制就业，增
加社会参与活动，让他们
有一定收入，真正改造成
对社会有用的人，避免他
们再次犯罪危害社会！

長焦天下：教育行业
最需要禁止有性侵案件
人员的涉足。

天已晴梦已醒：建议
扩大至成人范围行业，不
管性侵孩子还是大人，都
该得到惩罚。

1、 对于上海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
限制制度你持什么态度？
Ａ、赞同。 97%
Ｂ、反对。 3%

2、你认为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
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Ａ、防止性侵害犯罪人员再次重犯。 56%
Ｂ、 有犯罪前科的人在就业时必须被限制。
29%
Ｃ、从根本上为未成年人竖起保护屏障。 15%

３、你怎样看待“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被
限制”？
Ａ、是好事，应在全国推行。 51%
Ｂ、应根据性侵者的实际犯罪情况而定。 30%
Ｃ、宁可防患于未然，也不能留下隐患。 18%
Ｄ、太绝对，应给改过自新者就业机会。 1%

5 月 29 日下午， 上海市政法
委、 市检察院、 市高法、 市公安
局、 市司法局等 16 家单位联合
发布《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
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下称“《意见》”），明确加强对与
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
的管理。

据了解， 这是全国首个省级
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
制度。

《意见》 在实现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的前提下，尽可能兼
顾违法犯罪人员的就业权， 将对
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
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企事
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纳入管理范
畴，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等教育
机构，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儿
童福利机构， 对象为未成年人的
培训机构、医疗机构、文化体育场
所等。

其中，除了对教师、医生、教
练、 保育员等直接对未成年人负
有特殊职责的工作人员进行审
查外，《意见》还将保安、门卫、驾
驶员等不具有特殊职责，但具有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其他
工作人员纳入适用对象。 同时，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用人单
位招募的志愿者在入职前也需进
行审查。

上述领域的从业人员如果因
实施强奸、猥亵儿童等犯罪行为，
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因实施猥亵，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违法行为
而被行政处罚将不被录用。

今后，上海的教育、医疗、训
练救助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
业开展入职审查时， 将对拟录用
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
录情况进行强制查询， 一旦发现
有相关记录，将不予录用。

近年来， 利用职业便利性侵
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不时发生，这
些犯罪给被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
造成严重伤害， 同时也严重损害
了相关行业的社会形象。

美国奥运体操队前队医纳萨
尔利用职务之便， 性侵女运动员
多达 160 名。 陕西汉中， 一名 17
岁的女孩被初中美术老师性侵 ４
年之久，同时被拍下视频威胁。

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西蒙·
伍德涉嫌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多名
非洲女童， 他以慈善为名多次在
非洲停留期间猥亵多名孤儿长达
15 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儿科
医生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儿
童近 30 年。

检察机关分析发现， 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再犯可能性高，而
且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的犯罪隐蔽
性更强， 再犯预防的必要性非常
突出。

《刑法》虽规定了从业禁止、
禁止令等制度， 相关行业性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也有关于从业
资格的限制性规定， 但由于缺乏

相关配套措施， 普遍存在执行不
到位的问题，无法有效预防犯罪。

上海市《关于建立涉性侵害
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
见》一经发布在网络上引起网民
热议，不少网友拍手叫好，并希
望在全国范围推广，但也有网友
认为犯罪分子在改过自新后也
应享有就业权， 不应在就业时受
到歧视。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问卷网
发起本期益调查：“涉性侵害违法
犯罪人员从业被限制”你怎么看？

调查自 6 月 18 日到 6 月 24
日， 共有 1003 名网友参与。 调查
结果显示，97%的网友对上海市发
布《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
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持赞
同态度。

56%的网友认为，限制“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的最主
要原因是防止性侵害犯罪人员
再次重犯；29%的网友认为有犯
罪前科的人在就业时必须被限
制；仅有 15%的网友认为此举是
从根本上为未成年人竖起保护
屏障。

对于怎样看待“涉性侵害违
法犯罪人员从业被限制”这件事，
超半数网友认为是好事， 应在全
国推行；也有 30%的网友认为应根
据性侵者的实际犯罪情况而定；
18%的网友认为从业限制是必须
的，宁可防范于未然，也不能留下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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