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7 月 4 日，重庆市检察院、重
庆市教委联合召开落实最高人
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工作
推进会暨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
作新闻发布会。

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消息，重庆市检察院、重庆市
教委会签了《教职员工入职查询
工作暂行办法》（下称《办法》），
同时，检察机关建立的全国首个
省级“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平台”
（下称“查询平台”）也在此次会
议上正式上线。

《办法》共六章十八条，从建
立教职员工涉罪信息库、建立查
询与告知制度、 查询结果的应
用、责任追究等多个层面保障在
校学生合法权益，有效预防校园
内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行为特别
是性侵害违法犯罪活动。

即日起正式生效的《办法》
规定， 教职员工招录的禁入范围
不仅限于性侵前科， 只要经查询
发现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的，
原则上不得建立劳动关系或人事
关系；有性侵犯罪记录的，一律不
得建立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 同
时还规定了责任追究制度。

“查询平台”可查询 2013 年
4 月以来重庆市检察机关受理的
所有刑事案件信息，是检察机关

建立的全国首个省级教职员工
入职查询平台。 系统全线运行
后， 将由重庆市 38 个区县检察
院向全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
供招录人员信息查询服务。

“查询平台”除了为全市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查询服务
外，市教委还将会同市检察院对
新入职教职员工涉罪信息进行
随机抽查， 加强联系与协作，实
现信息交流与共享，推动查询结
果在教职员工招录环节的广泛
运用。

根据会议部署，《办法》及
“查询平台”将应用到“全市所有
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新
招录、聘用或以劳务派遣方式聘
请的教学人员、行政人员、勤杂
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工作
的教职员工”工作中，真正将校
园安全防范落实到每一个学校。

与此同时，检教两部门还决
定， 将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教育、
联合部署专项督查、探索建立强
制报告制度、建立性侵案件被害
学生多方救助机制、有针对性地
设立“莎姐”工作站等举措，更持
续、 更深入地开展护航校园安
全，在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实现精
准关爱。

由于重庆地处大山区、大库

区，覆盖面广，乡村学校多，如何
将“一号检察建议”的贯彻落实
实现全覆盖？ 为此，重庆市检察
院和市教委决定联合召开此次
覆盖所有中小学的落实“一号检
察建议”视频推进会。

全市三级检察机关未检工
作分管领导、 未检部门负责人、
干警，及各区县（自治县）教委
（教育局）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
及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
责人分别在主、 分会场参会，其
中校长有 9000 余名。

把强化校园安全、预防性侵
害的会议开到全市每个中小学
校长和幼儿园园长一级，参会范
围之广，在重庆全市尚属首次。

会议同时要求， 各区县、各
中小学、幼儿园要通过多种形式
将“一号检察建议”和教育部的
相关文件精神和此次推进会的
内容传达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真
正将校园安全防范落实到每一
个学校。

一号检察建议
2018 年 10 月， 最高检向教

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针对校
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

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
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
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出建议。

为把一号检察建议做成刚
性、做到刚性，最高检向各省、自
治区 、直辖市检察院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检察院印发建议时，要
求各地将检察建议书抄报本省
教育主管部门及主管省（区、市）
领导，并将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一
并报送。

今年以来， 最高检联合教育
部或者单独派员赴四川、河北、江
西、上海、江苏、福建、甘肃、内蒙
古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入中

小学、幼儿园进行调研督导。
为监督检察建议落实，最高

检建立了监督工作制度和工作
台账 ， 明确监督方式方法和重
点，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把监督一
号检察建议落实作为经常性工
作抓实抓好。 上级检察院主管部
门、 院领导在赴基层调研时，要
把一号检察建议的督导工作作
为必选内容。 同时，监督落实好
一号检察建议也被作为检察官
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进校
园的一项重要职责。 最高检将定
期通报各地工作情况，与教育部
进一步密切配合，把这项工作持
续深入推进。

链接

■ 本报记者 王勇

重庆有性侵前科者一律不予招录为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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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新城控股原董事长
王振华涉嫌猥亵女童案引发社
会高度关注， 而更多的性侵幼
童案件因为性侵者身份普通、
受害儿童身份普通， 而没得到
太多关注。

据公益项目“女童保护”统
计，2013 年至 2018 年，媒体共曝
光 2096 起性侵儿童的案例，每
起案例中都有不同数量的受害
儿童，多的有 100 多人。 这还只
是“冰山一角”：2015 年至 2018

年 11 月， 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
儿童案件有 11519 件。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
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多年来致力
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他认
为，预防和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在立法和实践中依然面临很
多严峻问题。

佟丽华近日撰文指出，性侵
幼童案首先面临“立案难”问题：
受观念影响， 再加上缺乏证据，

很多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案件
都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在今年媒体报道的一起未
成年人被迫卖淫的案件中，佟丽
华发现其中只提到了对强迫以
及组织卖淫者的刑事处罚。 他后
来才知道，公安机关并没有对性
侵幼女的人进行立案侦查。

佟丽华还指出，有的司法人
员专业化程度不高， 还会导致

“二次伤害”等新问题，如多次对
受害人的身体进行鉴定、反复让
受害人回忆受到侵害的屈辱过
程；司法人员取证不及时、不全
面，有些证据存在瑕疵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少
年司法社工告诉记者，目前在涉
青少年案件中， 我国的检察院、
法院系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
的“保护体系”，但在警务层面仍
存在困难。“很多涉及未成年人
被性侵、被猥亵的案件，都存在
举证难、立案难的情况。 一旦（派
出所）不能立案，案子也到不了
检察院、法院”。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
保护办公室副主任王蕾告诉记
者，去年，上海市 12355 青少年公
共服务热线接到一位母亲的来
电， 称其女儿出现了行为异常，
想寻求专业志愿者和青少年事
务社工的帮助。

此前，这名与离异父亲同住
的女孩向母亲反映， 自己被学
校教师骚扰和猥亵。 母亲随即

为女孩办理了转学， 但事隔几
个月，女孩再次受到侵害，这一
次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下体损
伤。 据女孩反映，是家中亲属对
她进行了性侵害。 女孩母亲向公
安机关报案，虽然派出所已立案
调查，但由于举证困难，案件一
直没有进展。

王蕾认为，在前述女孩遭遇
性侵的事件中，有两个节点颇为
重要：一是未成年人在第一次遭
到性侵时，家长未能及时给予专
业的心理干预和指导；二是未成
年人在第二次遭到性侵时，没能
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进行心
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上海市徐汇区心理咨询协
会会长陶焱曾参加过汶川大地
震、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火灾等
事件中的事后咨询辅导。 她发
现，几乎所有在重大突发事件发
生后的心理辅导，都存在“介入
困难”的情况。

“很多家长、受害学生，此前
都没有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家庭
教育、发展心理学的学习，他们
在没有任何系统学习的基础上，
遇到突发情况，很容易产生拒绝
心理辅导的情况。 ”陶焱说。

现在有若干所上海的小学
与陶焱所在的机构建立长期联
系，每周五晚上，她会到学校给
那些愿意参与试点的家庭开设
“亲子小课”，让父母和孩子一起
议一议自我保护、 社交朋友圈、

情绪控制等话题，帮他们建立基
本的心理保护屏障。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项目运营主任郭明告诉
记者，该中心从 2016 年开始正式
提供 5~7 岁儿童性启蒙教育和
6~10 岁儿童自我防护课程，在课
程推广中，社工们也遇到了一些
难点。“课程刚开始探索的时候，
家长会在一旁观摩，他们的反馈
不一，尤其爸爸的接受度低于妈
妈和老人。 有位爸爸还反映：我
觉得现在给孩子性启蒙太早了，
应该到初中再开始。 ”

郭明说，社会上发生的儿童
性侵案作案方式匪夷所思， 包括
近日发生的“新城案”，这给他们
设计课件带来难度。“近期我们到
云南教课， 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是
独立生活的， 怎么去要求家长负
责呢？ ”对此，他们正在不断完善
课程，也希望各部门能一起努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
心理咨询师认为，中小学生心理
学基础能否打好，与城市、教育
局、学校的领导有直接关系。这位
心理咨询师表示， 上海现在基本
可以做到每个小学都有半个心理
教师的编制，初中、高中有一个以
上心理教师的编制， 但是，“很多
心理教师刚刚硕士毕业， 自己没
有结婚、没有孩子，干什么、怎么
干都听校长的， 校长觉得这事没
有必要，他们就不做了”。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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