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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要从严惩处

主持人:

近年来， 性侵害、 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屡屡发

生， 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 虐待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

那么通过对这三起指导性案例基本案情及要旨的介绍， 最

高检希望阐明哪些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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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第

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对检察机关
办理性侵、 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 该批指导
案例分别是齐某强奸、 猥亵儿童

案， 骆某猥亵儿童案以及于某虐

待案。

最高检将这三起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犯罪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

发布， 一方面展现了检察机关加
强未成年权益保护的坚决态度，

另一方面旨在通过指导案例明确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中的法律适用
疑难问题， 统一认识， 准确适用

法律， 提升办案质效。

除了通过下发指导案例促进

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 提高执法办案水平之外，

各级检察院还通过适时发送检察

建议的方式， 进一步推动校园安
全建设， 预防侵害未成年人身权

利特别是性侵、 虐待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日前， 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

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顶层设计，

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幼儿
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的制度机

制， 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

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依法

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该检
察建议得到了教育部高度重视。

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检察建
议后， 各省级检察院也将该份检

察建议书抄送本省教育主管部门

及主管省 （区、 市） 领导， 同时
报送了本省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情况。 多个检察院很
快收到了该省 （区、 市） 领导重

要批示及教育部门的落实反馈意

见。 11 月 9 日， 贵州省政府有
关负责人收到检察建议后明确表

示， 要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该省
幼儿园、 中小学校校园安全。 该

省教育厅负责人也明确表示， 将

以此次检察建议的办理为契机，

从提高认识、 建章立制、 强化人

防技防等综合防控、 强化师德师
风教育、 严格责任追究和加强警

示教育等方面全力抓好校园安全
管理。 11 月 6 日， 四川省政府

有关负责人明确指示该省教育厅

认真落实好最高检的检察建议，

全面排查校园安全存在的问题，

主动对接公检法等部门， 严格执
行法律制度 ， 压紧压实安全责

任， 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重庆市

委、 市政府也表示要对侵害学生
的教职工员工从严处理、 坚决清

除， 加强市教委和检察院信息沟
通与合作， 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

护和综合治理工作。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之路任重道远，

检察机关将立足监督职责， 继续
与社会各界携手， 不断加大惩治

和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力度，

努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全
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校园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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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最高检公布的第一则

“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主要具有

三点指导意义：

一是如何准确把握性侵未成人

犯罪证据审查判断标准。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加存在

客观证据、直接证据少，被告人一般

不认罪的特点。

最高检认为， 对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 要根据未成

年人的身心特点， 按照有别于成年

人的标准予以判断。

审查言词证据， 要结合全案情

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

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

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被

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 结合双

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 应当采

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二是准确适用奸淫幼女 “情节

恶劣”的规定。

本案中， 被告人齐某利用教师

身份， 分别多次对两名幼女实施奸

淫。

最高检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奸淫幼女多人”属于强奸罪“情

节恶劣”，但一般是指奸淫幼女三人以

上。而本案中，被告人具备教师的特殊

身份， 奸淫二名幼女， 且分别奸淫多

次， 其危害性并不低于奸淫幼女三人

的行为， 据此可以认定符合 “情节恶

劣”的规定。

三是准确适用“公共场所当众”实

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除

强奸犯罪外， 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

等地多次猥亵 7 名被害女学生， 其中

5 人多次猥亵。

刑法对 “公共场所当众” 实施强

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从重处

罚的规定。

最高检认为， 对于在相关司法解

释规定列举之外的场所实施强奸、猥

亵未成年人犯罪的， 只要场所具有相

对公开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场，有被他

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认定为在“公共

场所当众”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表

明：学校中的教室、集体宿舍、公共厕

所、集体洗澡间等，是不特定未成年人

活动的场所，在这些场所实施强奸、猥

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在“公

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

厘清证据标准和“情节恶劣”的认定

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 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

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

李晓茂： 在第二则指导性案例

中，被告人骆某使用化名，通过 QQ

软件将 13 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并

通过威胁恐吓手段， 迫使小羽按照

其要求的动作， 自拍裸照传送给骆

某观看。

后骆某又以在网络上公布小羽

裸照相威胁， 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

馆开房，企图实施猥亵行为。因小羽

报案， 骆某在依约前往宾馆途中被

抓获。

最高检认为， 刑法没有对猥亵

儿童的具体方式作出列举， 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认定。

实践中， 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

满足性刺激为目的， 客观上实施了猥

亵儿童的行为， 侵害了特定儿童人格

尊严和身心健康的， 应当认定构成猥

亵儿童罪。

在网络环境下， 以满足性刺激为

目的， 虽然没有直接与被害儿童进行

身体接触，但是通过 QQ、微信等网络

软件，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

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

视频， 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

裸体、敏感部位的，是对儿童人格尊严

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 与实际接触

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

危害性， 同样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

罪。

无身体接触也可认定猥亵

只要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

求儿童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照片、视频等供其观看，构成猥亵儿童罪。

对虐待儿童检察机关可提起公诉

潘轶： 在第三则指导案例中，

被害人小田长期、多次被继母于某

殴打，身体损伤程度达到轻微伤等

级。检察机关以虐待罪对于某提起

公诉。

根据刑法规定，虐待犯罪一般

情况下是告诉的才处理的，但刑法

同时也规定 “被害人没有能力告

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

诉的除外”。 而本案的指导意义在

于，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往往因年

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的，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被害

人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形，应当按

照公诉案件处理，以及时保护未成

年被害人的权利。

法院认为公诉人指控的罪名

成立， 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 予以采纳，

一审当庭以虐待罪，判处于某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禁止被告

人于某再次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

力。

最高检认为，首先，这个指导

案例明确了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属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没

有能力告诉”的情形，检察机关应

及时提起公诉。

其次，结合犯罪情节，检察机

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可有针对性

地向法院提出适用禁止令的建议。

最后最高检还强调，对于不适

宜继续担任抚养人的，检察机关可

建议、支持相关单位和个人提起变

更抚养权，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

被虐待的未成年人， 往往因年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的 “被

害人没有能力告诉” 的情形， 应当按照公诉案件处理， 以及时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