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固始县检察
院共受理涉及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76 案 139 人，占受案的 7.6%。从这组数据
看，未成年人被犯罪侵害的现象比较突出，
应引起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分析 2013 年以
来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特点，找准办案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
的有效对策。

一、未成年人被犯罪侵害呈
现的特点

一是被侵害案件罪名比较集中。从统
计的数据看，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案共 36
案 60 人，占 43%；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
伤害等伤害类案件 18案 29人，占 21%；抢劫
等侵财案 14案 41人，占 29%，上述三类案件
共占 93%。

二是性侵害案件嫌疑人多为中老年
人。性侵案件中作案者多为中老年人，这些
人大多与被害人熟悉。据统计，作案人年龄
在 50至 60岁的 20件，60岁以上的 7件。

三是侵财伤害类案件嫌疑人多为青少
年。侵财伤害类案件共 32 案，其中青少年
作案 32人，占比约 94%。

四是案发地多在家庭、学校附近。抢
劫、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类案件共 31 件，其
中 20 件就发生在学校及附近，占比约 65%；
性侵类案件共 36 件，其中 21 件案发地在作
案人或被害人家中、学校，占比约 58%。

五是对未成年被害人危害深远。

二、办理未成年人被犯罪侵
害案件存在的问题

一是打击犯罪存在“三难”。案件发现
难。施暴者利用孩子的无知和幼稚，采取哄
骗、暴力威胁等方式，使一些未成年人在遭
受性侵犯后，不敢或不愿告诉家人；有些家
人担心家丑外扬，放弃报案。证据收集难。
由于案发现场只有实施性侵者和受害者，加

之孩子年纪小，缺乏保全证据意识，有的案
件发生时间久远，证据早已遗失，取证工作
难度大。犯罪指控难。由于性侵案件的特
殊性，很多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
定性等方面，检、法两家分歧严重，造成一些
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难以得到公正的
判决，甚至放纵犯罪。

二是询问被害人存在“三不”。实践中，
侦查人员对未成年被害人，尤其性侵案被害
人的询问时间不恰当。侦查人员主要根据
案件侦查需要，未考虑未成年人合理的作息
时间去安排取证。如上课时间、其他人多的
时间、正常的休息时间以及其他不适合取证
的时间等，影响了未成年被害人正常的学习
生活。地点选择不合理。如侦查人员身着
警服、驾驶警车前往未成年被害人的住所、
学校取证，无形中使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
被公布于众，对未成年人被害人造成不良影
响。询问技巧不适合。侦查人员询问语气
生冷、严肃，容易让未成年被害人感到压力，
将未成年人陈述转换为成人用语记录，导致
笔录失真；为核实证据，多次询问，造成重复
伤害。

三是司法保护存在“三缺”。法律援助
缺位。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针对未成年被害
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心理疏导缺失。实践
中对受害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不够。经
济救助缺少。很多未成年被害人是留守儿
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经济条件一般，加
之部分嫌疑人经济条件差，无法给予经济补
偿，导致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无法获得
赔偿。

三、检察机关应建立“三个
一”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一体化办案机制。应确定侵
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工作统一
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办理，一体化办案，
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全程保护。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应积极与公安机关协商沟
通，建立提前介入指导侦查机制；联络机
制。公安机关应该在接到报案第一时间通
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立即派员介入侦查，
并做好登记备案；引导机制。检察机关介入
后，应及时提出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
的意见和建议，对侦查机关开展的现场访
问、现场案情分析会、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
人、辨认现场等侦查活动全程跟进,引导取
证；监督机制。对侦查活动中发现的违法情
形，依法监督并提出纠正意见，确保整个侦
查活动合法有序。严格把关，证据审查。严
格审查瑕疵证据。根据不同情况，要求侦查
机关依法重新收集、调取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如因客观条件限制确实无法补救的，
对不影响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可以作为指
控犯罪的依据，同时提出纠正意见。对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要召开联席会议，对证
据中存在的疑点、难点进行商讨，排除合理
怀疑；强化被害人陈述审查。如在办理未成
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时，对嫌疑人不认罪
或者先认罪后翻供的，重点审查被害人对案
发过程符合客观实际的完整陈述，并与其他
客观证据及证人证言结合，推翻翻供理由；
增加品格证据审查运用。对嫌疑人前科、寻
求刺激的动机以及被害人邻居、老师、父母对
其的评价，印证供述的可信度，判断被害人陈
述的真实性。围绕重点，主导庭审，庭前会议
达成共识。对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强奸、敲
诈勒索等犯罪，应召开庭前会议，各方分别对
案件定性、证据采信等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避免庭审时反复询问；庭审过程特殊保护。
对未成年被害人应以“不出庭为原则、出庭为
例外”。必须出庭的，应在成年人陪同下，在
独立房间或采取物理遮蔽等方式上让未成
年人陈述，或播放图像、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的询问录像。量刑建议严惩犯罪。根据嫌
疑人的身份、手段、后果、前科劣迹等情况，
对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多次侵害未成年人

的以及狡辩翻供、不认罪悔罪的，无论嫌疑
人是不是未成年人，都应建议从重处罚。

二是建立一次性询问机制。针对未成
年被害人特别是性侵案未成年被害人，与公
安机关会签《关于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

“一次性询问”机制工作意见》，使询问工作
一次完成，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
选择合适人员。由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
人身心特点的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办理；对
于女性未成年人被害案件，由女性工作人员
办理；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
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或法定代理人不能到
场的，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亲属、未成年人
保护组织的代表、心理医生等到场。

三是建立一对一扶助机制。对未成年
刑事被害人，根据不同情况，一人一策，因人
施案扶助。法律援助。由于法律没有未成
年被害人指定代理制度，检察机关可以商请
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未成年被害人援助小
组。对家庭困难无力负担代理费，以及监护
人缺失或者父母是加害人的，经本人或其监
护人申请，由援助小组指定律师参与诉讼。
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的，应由女性律师提供
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检察机关与妇联、未
成年人保护组织、公益组织等联合对未成年
被害人家庭进行结对帮扶，定期回访，从其生
活环境、家庭安全防范和日常心理引导等方
面入手，进行一定时期的帮教和扶助。对造
成严重心理影响的，可以与医院、学校、专业
心理咨询机构等合作，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
进行个案疏导，努力消除其心理阴影。经济
救助。对未成年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或不
符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对遭受人身伤害
需紧急救治以及家庭困难符合救助条件的，
由检察机关向政法委申请司法救助；整合所
在学校、社区等社会力量，开展爱心捐助，为
其提供经济援助；对于符合有关条件规定
的，可以协助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向民政部门
申请慈善基金。（作者单位：固始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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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刑事被害人

检察机关应建立“三个一”工作机制
□肖国兵 张永生罗兰

●本报于2017年3月13日第12
版，法院公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
法院公告：被告人：朱琳，案号：
（2016）豫0105民初29661号，
应增加的当事人为：郑州世之家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郑州世
之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御
鑫城分公司、袁赵凯，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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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中药治疗 不复发
15890825399

糖
尿
病

注销公告
●河南堂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4000150823）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由
杨永平、杨裕军组成，杨永平为清
算组负责人，请各债权人于2017
年3月21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义华建筑管道安装有限
公司拟向主管部门申请注销，注册号
410526000032006望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清算债权。联系
人秦春义；电话13608626771。

在家也能挣大钱

原阳县工艺品厂 电话：13213079939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大张庄村。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
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
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丰
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
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治疗皮肤顽癣
13373937377

168
元

气管炎 中药治疗不复发
咨询电话15893177818

新型玩具，手工组装，开发智力，其乐
无穷，新品上市，畅销不衰。免费供应
原料设备，承担运输和税收；每个加工
费2.6元，每人日获利130元，现金结
算。签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
5000个退回）；组织加工每月可得管
理费1-3万元，并预付加工费60％。

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楼玩具科技
洛阳站坐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联办儿童玩具厂

地
址

魏老师 64873096

●刘耀宗，男，中小学高级教师
任职资格证，编号：B1299030
0016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李建平，男，系卢氏县东明镇第
一初级中学教师，不慎将中学一
级教师任职资格证遗失。证件号
C10906080300035声明作废。
●河南瀚景置业有限公司财务
印章由于遗失，之前及之后由该
印章出具的所有手续凡没经公
司确认的均与公司无关，现再次
声明作废。声明人：河南瀚景置
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豫龙矿物配送中
心不慎将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遗
失，发票代码：141001420043，
发票号码：16591473，声明作废。
●刘宁，警官证（证号：169168）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赫立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2017年2 月27 日开具的河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
代码为 4100164320，号码为
33116029，声明作废。

●田鲜艳位于通许县人民路北
段东侧东湖春天小区的房产证遗
失，证号201401108声明作废。
●项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刘
纪超《河南省行政执法证》豫
P10-328573丢失，声明作废。
●郭留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22278声明作废。
●豫AU3168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09823声明作废。
●豫AU8022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10972声明作废。
●豫AZ7216车、豫AZ611车道路
运输证丢失，证号4101830145
26、410183014538，声明作废。
●张宗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6204声明作废。
●张小静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1
627198801015824声明作废。
●2016年7月14日出生的贾洪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879445，声明作废。
●宜阳县韩城镇听伟沙场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41032760001379，声明作废。
●纳税人季长德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税号：41102219710
103301001，声明作废。
●洛阳市天足仙韵足浴服务有
限公司财务章丢失，编号：
4103030098447，声明作废。
●嵩县何村乡闫村扶贫互助社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汝阳县刘店乡乐乐家电维修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6600014034，声明作废。

●李金霞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219640726148852声明作废。
●张丽花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219851026272843声明作废。
●张乃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719710706709543声明作废。
●李爱泽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690110133752声明作废。
●王倩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2
219841130344343声明作废。
●李小玲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910302454344声明作废。
●韩书梅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20818062362声明作废。
●王军英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790302292X43声明作废。
●郭义梅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330407102742声明作废。
●库中良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500113451X63声明作废。
●乔海栓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620309161243声明作废。
●王运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370715346543声明作废。
●张昆营业执照正副本（41172
9627110566）遗失,声明作废。
●马康位于通许县行政路中段
北侧的房产证遗失，证号：2013
00601，声明作废。
●张继中（张继忠）位于通许县
南环路东段南侧的房产证遗失，
证号：000936，声明作废。
●舞钢市小资范潮童馆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0481608145137声明作废。

●泌阳中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睢县克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和裕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金宏牧场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宏金奶牛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市关林磊鑫拔丝厂（普通
合伙）经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腾冉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393000000472）经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丘市沃康养殖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411729627110566，声明作废。
●宜阳县金大地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9341032
70742081110）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峰鸣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9NA001703X声明作废。
●泌阳县河拓农机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726NA000219X声明作废。
●临颍县昊源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122NA000373X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洛阳毛见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从500万元减至50万元，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