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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8 日， 广东省消

费者委员会提起了我国首宗未成年

人消费权益保护公益诉讼， 使维护

未成年人群体性利益首次以法律的

视角进入公众视野。 但在司法实践

中， 相关制度仍不完善， 尤其检察

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主体在未成年人

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履职方

式和工作规范等亟待构建。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是指检

察机关对侵害特定或不特定未成年

人群体合法权益导致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诉讼类型。

在检察视阈下探索未成年人保

护新路径，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

益诉讼的必要性

1.?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

未成年人的生活现状面临严峻考

验： 互联网充斥着网络色情、 暴力

内容； 社会上黑网吧、 娱乐场所对

未成年人敞开大门； 校园食品安全

问题以及学校周边的环境污染问题

等， 都对对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

境、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出了

新的要求。

2.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

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权益相对成人

更容易受到侵害， 无法依靠自身

力量进行救济。 而且， 即使危害

结果尚未发生， 而仅有潜在利益侵

害可能性时， 未成年个人也无力自

救。

3.虽然国家针对未成年人保护

出台了可观的法律政策， 但在过去

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 多注重未

成年人个体的保护， 而缺乏对未成

年人群体性的利益保护。 同时， 多

个行政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

在职权交叉以及分工不明的问题，

导致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效率低

下、 作用有限。

二、 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

益诉讼的可行性

1.民事、 行政诉讼两法奠定了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基

础，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亦确定检察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

法定职权。 法律的授权使检察机关

成为首选的公益诉讼主体。

2.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

关， 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 以追求

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 同时，

201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第九

检察厅， 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既保

护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利益， 也

保护未成年人民事、 行政领域中合

法权益。

3.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工作领

域有着成熟的工作机制。 长期的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使检察机关拥有一

支优秀的未成年人保护队伍， 确保

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 法庭抗衡、

心理疏导、 司法救助等方面相较于

其他组织更有优势。

三、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程

序构建

（一） 案件范围

1.校园侵害案件。 主要有： 校

园选址不合规， 消防设施不达标、

使用安全隐患产品等影响校园安全

管理的； 使用不合格食品、 食品储

存混乱、 炊具不卫生、 从业人员无

证等影响校园食品安全的， 等等。

2.商业侵害案件。 主要有： 校

园周边食品、 玩具、 设施等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的； 非法向未成年人销

售烟酒、 暴力音像制品、 网络游戏

等的； 在学校周边经营网吧、 歌舞

娱乐场所等的； 娱乐场所可能存在

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其他商

业活动可能存在侵害未成年人群体

利益的， 等等。

3.教育侵害案件。 主要有： 有

关校园欺凌、 暴力、 性侵、 虐童等

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 学校负责

人、 教师等负有管理、 教育职责的

人， 瞒报、 谎报或怠于履行职务，

可能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 等

等。

4.家庭侵害案件。 主要有： 对

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虐待、 遗

弃、 组织未成年人子女犯罪等侵害

未成年人利益的， 等等。

（二） 案件来源

1.依申请受理， 主要是指检察

机关根据人民群众举报、 控告、 申

诉、 信访等形成的案件。

2.依职权发现， 主要是指检察

机关在办理案件或工作中发现可能

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线索而形成

的案件。

3.观察员提供， 依托未成年人

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 由检察机关

聘请与未成年人有密切联系的群体

作为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观察

员， 为检察机关提供可能存在侵害

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线索。

（三） 诉前程序

1.受理立案。 检察机关对发现

的可能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

案件线索都应受理、 登记， 并及

时审查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 于 2 日内决定是否立

案。

2.诉前调查。 对作出立案决定

的， 检察机关应当着手开展诉前调

查活动， 如通过现场走访与调查取

证， 必要时委托司法鉴定以及对未

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干预、 采取司

法救助等方式制作调查笔录， 形成

诉前调查报告。

3.检察建议或督促起诉。 针对

调查结果， 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未

成年人公益诉讼前， 应当依法督促

或者支持相关机关、 组织提起民事

诉讼， 如针对监护侵害的父母支持

民政机关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

在提起行政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前， 应

当先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督促其纠正相关违法行政行为或依法

履责， 如针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

督促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

（四） 提起诉讼

经过诉前程序， 相关机关、 组织

没有提起民事诉讼， 或者行政机关拒

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 致使未成年人合法利益仍处于受

侵害状态的，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

公益诉讼。

（五） 后续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

的目的是维护未成年人群体性利益，

但其与案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本身不享有实体的权利， 行使的仅是

程序上的诉讼权利。 因此， 若法院认

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缺少事实

和法律根据， 不能成立时， 检察机关

不应承担实体法上的责任。

（课题组成员： 余莉， 第一检察

部副主任、 检察官； 顾丽琛， 第一检

察部检察官助理； 朱洁， 第一检察部

检察官助理。）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实务问题探究
———检察视阈下未成年人保护新路径

案情简介

2018 年 12 月 14 日 16 时许 ，

被告人陈某 （60 余岁 、 无前科 、

上海人）， 独自在本市某路附近闲

逛时，附近一所初级中学放学。陈某

见 12 周岁的余某独自一人背着书

包行走， 即上前搭讪， 之后搂抱余

某。 由于天冷，陈某隔着羽绒服，抚

摸余某胸部。余某挣脱，陈某又上前

搂抱， 并隔着厚重衣服抚摸余某胸

部后离开。 余某回家告知母亲， 后

报案。 公安机关通过现场路面监控

录像展开侦查， 将陈某抓获。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 一是

陈某是否构成猥亵儿童罪。 二是陈

某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又系

针对未成年的“儿童”， 能否将在

“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的加重处罚

情节、 “猥亵儿童” 的从重处罚情

节， 作为入罪条件， 判处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三是刑法对猥亵儿童

罪， 未规定行为手段和情节， 只要

有“猥亵” 行为即可入罪。 陈某在

“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儿童， 是应

当以猥亵儿童罪加重处罚， 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种观点认为， 被告人陈某

的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 陈某到

案后， 其对犯罪行为拒不供认。 但

被害人的陈述、 两名证人的证言，

以及公安机关调取的监控录像， 均

证实陈某当日下午在学校附近先后

尾?多名女生，最后选定被害人，尾

?其后并于公共场所实施猥亵行

为。 但考虑到嫌疑人系隔着羽绒服

实施对女生摸胸的行为，其系老人，

手段、情节也相对较轻，且猥亵时间

持续不长，约二三分钟，建议刑事拘

留后作行政处罚，不予定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 被告人陈某

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 强制猥亵

罪， 要求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强制猥亵他人， 而猥亵儿童罪，

不需要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 只要针对儿童实施猥亵即可。

本案中， 犯罪嫌疑人陈某强行抱住

被害人余某， 并在被害人第一次挣

脱后， 再次追上并强行抱住继续实

施猥亵行为， 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

成要件。 陈某在本市某路附近的工

地大门处对被害人实施猥亵， 从公

安提供的监控视频中， 可以清晰地

看到此处就在马路上街沿， 附近没

有任何遮挡， 时值下午 4 时左右，

人流量、 车流量较大， 案发现场有

多人经过。 犯罪嫌疑人置公共场

所、 他人在场于不顾， 肆意妄为，

尾?被害人在公共场所当众对被害

人进行猥亵， 建议将“公共场所当

众猥亵”， 和犯罪对象的“儿童”，

作为入罪条件， 定普通情节的猥亵

儿童罪， 判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种观点认为， 被告人陈某

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 至于猥亵

手段、 是否隔着厚重衣服， 并不是

本罪的构成要件。 且本案中犯罪嫌

疑人的行为明显与公交车、 地铁上

的“咸猪手” 等有所区别， 后者只

是趁机蹭摸， 没有强制性， 本案中

犯罪嫌疑人性侵的主观故意更为明

显。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

款表述了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款和第三款， 分别列明了以

“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的加重处

罚情节和“猥亵儿童” 的从重处罚

情节， 对陈某应当判处 5年以上有

期徒刑。 此外， 从保护未成年人的

角度， 刑法对“在公共场所当众猥

亵”、 “猥亵儿童” 之所以加重、

从重处罚， 原因在于该行为对未成

年被害人羞耻心的伤害更大， 对社

会良好风尚的损害程度更大。 且本

案的被害人是刚满 12 周岁的未成

年人， 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出， 犯

罪嫌疑人当日故意在学校附近游

荡， 尾?过多名女生， 其对未成年

人的犯罪意图之坚决， 侵犯目标之

明确， 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观点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共有三

款， 第一款、第二款为“强制猥亵、

侮辱罪”，第三款为“猥亵儿童罪”。

第 1款：“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

二款：“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

前款罪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款： “猥亵儿童的， 依照前两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从历史沿革来看， 强制猥亵、

侮辱罪以及猥亵儿童罪， 是从“79

刑法” 的流氓罪拆分而来 （“79 刑

法” 为强制猥亵、 侮辱妇女罪及猥

亵儿童罪， 2015 年刑法修订为强

制猥亵 、 侮辱罪及猥亵儿童罪 ）。

流氓罪必须以“情节恶劣” 为构成

要件， 而强制猥亵、 侮辱罪及猥亵

儿童罪， 刑法并未设定犯罪情节，

只是将“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规

定为加重处罚情节。 同时， 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规

定， 猥亵他人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 猥亵智力残疾人、 精神

病人、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 可见， 尽管刑法删除了

“情节恶劣” 的限定条件， 但同属

猥亵行为， 情节不同引起的法律责

任并不相同。 在刑事司法适用时仍

应秉持谦抑性原则， 对刑法意义上

的“猥亵” 行为， 仍然需要一定的

手段和情节， 对于情节轻微， 危害

不大的， 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处罚。 对于猥亵儿童罪， 考虑

到儿童身心发育特点， 没有多少反

抗能力， 刑法没有规定需要以暴

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进行猥亵，

但执法中仍应综合考虑猥亵手段、

针对的身体部位性象征意义的大

小、持续时间长短、对被害人身心伤

害大小、 对社会风尚的冒犯程度等

因素， 才能贯彻罪刑责相适应的原

则。 本案中， 陈某尾?被害人在公

共场所当众对儿童进行猥亵， 因为

时间短、手段轻、伤害后果不算严重，

该行为处于违法与犯罪之间， 可以定

罪或不定罪处罚。然而，犯罪行为发生

在公共场所当众进行猥亵， 又是针对

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 可以评价为情

节恶劣，达到了入罪条件。 所以，还是

要具体事实具体分析， 不能把猥亵儿

童的所有行为都作为犯罪处罚。

笔者以为， 对一个案件应该整

体、 辩证地考虑社会危害性， 是否值

得入罪进行刑事处罚， 不能简单化地

“对号入座”， 对那些手段、 情节、 危

害一般， 介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猥亵

行为样态， 如果具备“公共场所当众

实施” 以及其他相关情节， 可以考虑

入罪。 但是， 一次违法犯罪的情节，

不能进行两次评判， 否则即违背了不

得重复评价的原则。 本案中， “在公

共场所当众猥亵”、 “猥亵儿童” 的

加重、 从重情节， 已经作为入罪条件

了， 就不应该再抽离出来， 再一次作

为升格加重处罚的依据。

处理结果

陈某因犯猥亵儿童罪， 被一审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 2年。 检察机关认为

陈某构成猥亵儿童罪， 应当以“在公

共场所当众猥亵” 加重处罚， 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一审法院判处陈

某 5年以下有期徒刑， 系适用法律错

误， 拟提出抗诉。 本院认为， “在公

共场所当众猥亵” 可以作为入罪条

件， 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目前，

判决已生效。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未检课题组

周杨遗失军官证， 证号：

军字第0653896， 声明作废。

上海钰溪成模具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 ， 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 证 照 编 号 ：

27000000201512210151， 声明

作废。

上海洪旺餐饮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黄浦分公司， 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 社会信用代

码 ： 91310101MA1FP7W95U，

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注 销 公 告
上海钰溪成模具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

散并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强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全体股东： 兹定于2019

年11月29日上午10点整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长清路 507号

277室， 召开关于注销上海强

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议题

的股东会会议， 请全体股东

准时到场参加， 特此公告通

知。

上海砚竹服装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TWF20P遗失

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并注销， 特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