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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91 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

间，自受害人年满 18 周岁之日起计

算。这就意味着未成年时遭性侵18

周岁后仍可起诉。”

李晓茂（律师）：一般而言，向人

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 3年。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

人之日起计算。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

间，自受害人年满 18周岁之日起计

算。这就意味着未成年时遭性侵 18
周岁后仍可起诉。”

这是考虑到现实生活中，未成

年人因为心智不成熟，遭受性侵害

后害怕或羞于告知其监护人，而由

于性侵害的隐蔽性，有的监护人不

能及时发现侵害事实。

民法典这一规定从立法层面加

大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也可

以起到对潜在违法作案者的威慑警

示作用。

当然，民法典规定的只是性侵

未成年人的民事责任追诉问题，对

于性侵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追究，

应当依据的是我国刑法以及刑事诉

讼法。

说法一 未成年时遭性侵成年后仍可起诉说法五

聚焦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民法典影响着每个人的全部生命和社会历程。在18岁成年之

前，无论是还未出生的胎儿、不谙世事的孩童，还是蓬勃朝气的少年，
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自己享有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

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

护、意定监护、指定监护外，

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

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

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

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

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

制度体系。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31 条规定：“对监护人

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

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

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

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

监护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34 条规定：“因发生突

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

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

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

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

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

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36 条规定：“监护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

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

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

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依法指定监护人。”

临时监护是民法典新增

加的监护措施，是对父母或

其 他 监 护 人 监 护 的 临 时 补

充，确保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监护缺位时未成年人能够获

得有效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

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

潘轶（律师）：根据以往的法律

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从出生时

开始，而民法典对此作了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6
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

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

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

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

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说法一 胎儿即享有一定权利说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82 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

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

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和晓科（律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 1082条规定：“女方在

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

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

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

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

请求的除外。”

这一内容与婚姻法的规定相

同，这是对男方在女方怀孕、哺乳

期等情况下提出离婚的一种限制，

是对妇女、婴儿和胎儿利益的保

护。

说法一 孩子不满周岁男方不得起诉离婚说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

条规定：“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李晓茂（律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 20 条规定：“不满 8 周

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据此，8周岁成了一条重要的年

龄界限。孩子不满 8周岁时属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后直到成

年以前则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相应地，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

子女抚养的问题也涉及 8周岁这一

年龄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84条规定：“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

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

满 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

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

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 8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说法一 不满8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说法三

现行收养法规定，被收养人年

龄为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93

条则删除了“14 周岁以下”的年龄

限制。

潘轶（律师）：现行收养法规定，

被收养人年龄为 14 周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1093 条则删除了“14 周岁以

下”的年龄限制，放宽至未成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04 条规定：“收养 8 周岁以上未

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

意。该法第 1114条规定，收养人在

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

关系，但是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

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 8周岁以上

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说法一 14周岁以上也能被收养说法四

■链接

民法典增加
“临时监护”规定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启义:

本院受理原告李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青 0202民初66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20年7月24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有琛：

本院受理原告王玉帮、童生莲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0121民
初49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予原告王玉帮、童
生莲撤回起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7月24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有梅：

本院受理原告马夫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0121民初4273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7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洪君:

本院受理上诉人符鑫与被上诉人李玉杰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0年9
月 25日下午14时 10分在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7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玉璋:

本院受理的昂布巴德、久松与你、牛克仁、青海杰鑫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应诉通知书、上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即2020年9月27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2020年7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素萍:

本院受理你与张奎、保广满、王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余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即
2020年9月2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八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7月24日

据《上海法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