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以来， 本市法院系统共受理人身安
全保护令申请 249 起， 结案 247 起， 其中裁定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 93 件

● 人民法院与妇联要进一步加强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的合
作与完善，共同加强“法苑天平儿童专项基金”的帮扶作用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昨天是“国际消除

家庭暴力日”， 记者从上海市妇联

获悉， 市妇联与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近期联合制定了 《关于进一

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 儿童

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意见》 （以

下简称 《意见 》）， 就如何发挥全

市各级法院和妇联功能， 强化家

事审判庭、 少年法庭等专项审判

工作， 加强婚姻家庭矛盾预防化

解工作等方面形成了 19 项工作机

制。 据不完全统计， 《反家庭暴

力法》 实施以来， 本市法院系统

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249

起， 结案 247 起， 其中裁定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 93 件。

根据 《意见》， 上海高院与市

妇联每年将召开 1-2 次工作联席

会议， 通报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

工作情况， 研究解决在婚姻家庭

矛盾和儿童权益维护领域的诉调

对接、 委托社会调查、 心理疏导、

社会观护等工作的新情况、 新问

题， 制定妇联人民调解员、 人民

陪审员、 社会调查员、 社会观护

员等人员的选任和培训计划等。

各级妇联在接到家庭暴力投诉

或者求助后， 应及时给予家庭暴力

受害人帮助， 并对加害人进行法治

教育， 对加害人、 受害人进行心理

辅导。 当事人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

因受到强制、 威吓等原因无法自行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妇联收到

求助后， 可代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人民法院对严重侵害妇

女、 儿童权益的侵权之诉或人身安

全保护令申请等涉及人身权益诉讼

的， 应开通“绿色通道”， 迅捷、

快速审理案件。

对于妇联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案件， 人民法院受理后， 应

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并

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

居（村）民委员会以及妇联组织。

为切实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

《意见》 指出， 人民法院与妇联要

进一步加强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的合作与完善。 各级人民法院可

根据案件需要， 委托妇联推荐儿

童权益代表人人选， 经人民法院

授权确认参与诉讼。 儿童权益代

表人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

位， 依法代表涉诉未成年人维护

其在诉讼中的程序和实体权益。

儿童权益代表人应于庭前对未成

年人的情况进行走访、 调查， 充

分了解未成年人家庭、 生活、 学

习情况； 在诉讼中代为充分表达

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诉

讼终结后， 儿童权益代表人可对

案件的执行、 未成年人的后续保

护予以跟进和监督。

对涉诉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方

面， 人民法院和妇联将共同加强

“法苑天平儿童专项基金” 的帮扶

作用。 据统计， 自 2015 年“法苑

天平儿童专项基金” 设立至今， 共

收到捐赠 320万元， 救助涉诉困境

儿童 22 人， 救助金额达 51.5 万

元， 探索出了一条慈善救助与法院

司法救助相衔接的救助模式。

记者了解到， 2019 年起基金

将对诉后需要长期扶助的未成年

人， 变诉中一次性经济救助为诉后

长期综合性帮扶。

上海法院系统3年发出

93件人身安全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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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

贯彻落实不力将严肃追责问责

■详见 A2

本报讯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

了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

行）》 （以下简称 《条例》）， 并发

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

照执行。

通知指出，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

组织， 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

斗堡垒， 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

员、 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 宣传群

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党

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

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

部、每名党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

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取得明显

成效。 当前，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把党支

部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强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

高党支部建设质量。

通知指出， 《条例》 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贯彻党章要求， 既弘扬“支部

建在连上” 的光荣传统， 又体现基

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 对党支部

工作作出全面规范， 是新时代党支

部建设的基本遵循。 《条例》 的制

定和实施， 对于加强党的组织体系

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 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

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 巩固党长

期执政的组织基础， 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 重视党支部、 善抓

党支部， 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

的重要标志。 各级党委 （党组） 要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

心意识、 看齐意识， 切实把抓好党

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

内容、 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 检验

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 采取有

力措施， 推动 《条例》 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 要抓好 《条例》 的学习

宣传和贯彻落实， 利用报纸、 广

播、 电视和手机、 网络等媒介， 通

过专题研讨、 集中培训等方式， 使

各级党组织、 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支

部书记深入领会 《条例》 精神， 全

面掌握 《条例》 内容， 切实增强贯

彻执行 《条例》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

训， 把 《条例》 纳入党委 （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

（行政学院） 教育课程， 提高各级

领导班子抓好党支部工作、 推动党

支部建设的本领。 要加强监督检

查， 对贯彻落实 《条例》 不力的严

肃追责问责。 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

关部门加强督促落实， 确保各项规

定得到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

行 《条例》 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

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奔跑吧，警察兄弟！

首届“上海公安半程

马拉松赛”鸣枪开赛

上图为比赛开始前举

行的升旗仪式上， 全体参

赛民警高唱国歌

左图为随着发令枪

响， 比赛正式开始
记者 汪昊 摄

■详见 A3

?三角“协同作战”打击作案“铁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