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燕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国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着力解决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痛点难点

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A03要闻

完善男女平等顶层设计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
确，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
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
止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
各项权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
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为此，本法制定了多种措施
加以保障——— 将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健全
妇女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制度、完
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
国务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
法室主任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贯彻落实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不仅在总则中
明确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
进男女平等，还在各章中不断丰
富完善妇女权益保障的具体制度
规定，确保妇女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
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确保广大
妇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平等获
得发展机遇、平等享有发展成果。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表
示，这些规定包含了推进性别平
等理念、消除实际存在的性别歧
视两类目标任务，特别是明确了
性别歧视的基本判断标准，将增
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
就业性别歧视的情形作出禁止性
规定，明确在晋职、晋级、评聘专
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等方面，
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
歧视妇女。

本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
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就业保障政策
措施，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
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
境。招聘、录取、晋职、辞退等过程
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
监察范围。

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这部
法律着力研究解决就业性别歧视
等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痛点、难
点问题，积极应对生育政策调整
带来的挑战，为妇女更好兼顾生
育与事业提供支持。

蒋月建议，加大劳动监察等
执法力度，畅通投诉渠道，进一步
提高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成本。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

征地拆迁不给妇女分补偿
款、嫁出去的女儿不能继承家中
财产……针对这些现实中的问
题，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
确：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财产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自治章
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

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
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
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
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
示，法律修订后增加妇女土地及相
关权益的规定，特别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
营、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保护措
施，回应了妇女权益保护中的“老
大难”问题，将有力保障农村妇女
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

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
确，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
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
实施性骚扰，要求用人单位支持、
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

针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
合法权益的行为，新修订的妇女
权益保障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公
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等部门的职责作出相应
规定。违反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
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加强对困难妇女关爱帮扶

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
疾妇女等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
为其提供生活帮扶、就业创业支
持等关爱服务；要求为有需要的
妇女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支持……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于细节
之中凸显了关爱帮扶困难妇女的
立法导向。

比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
有关部门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

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妇女提供必要
的生育救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团体
等，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
女提供救助；国家鼓励和支持社
会力量通过依法捐赠、资助或者
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提供安全
的生理健康用品或服务等。

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妇女
权益保障法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
爱妇女，为困难妇女提供必要帮
扶，保障和促进妇女在各领域的
全面发展。

李明舜认为，这些规定进一
步细化保障困难妇女权益的措
施，使保障的对象更加具体明确，
有利于实现精准帮扶。

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妇
女权益保障法中的多项措施，鼓
励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形成。

比如，规定国家实行婚前、孕
前、孕产期和产后保健制度，逐步
建立妇女全生育周期系统保健制
度；国家实行生育保险制度，建立
健全婴幼儿托育服务等与生育相
关的其他保障制度；国家建立健
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等。

“消除生育歧视、性别歧视，
需要建设更多质优价廉的托育服
务机构为家庭提供支持。”蒋月认
为，用人单位应积极为已婚已育
员工履行家庭义务提供方便，国
家可以通过减免税负等办法降低
企业成本，实现多方共赢。

李明舜表示，建立健全职工
生育休假制度，也要兼顾男性共
同育儿的需求，让男女职工共同
履行家庭责任。 据新华社

继长江保护法实施后，我
国第二部流域法律——— 黄河保
护法，10月30日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3
年4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有
哪些特点和亮点？将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哪些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介
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全面推
进国家的“江河战略”法治化，
正当其时，意义重大。黄河保护
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完善管
理体制，强化规划与管控，对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保障黄河安澜
无害、促进高质量发展、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作出针对性规
定，加大保障、监督和处罚力
度，有许多制度创新和务实管
用的举措。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
最大的矛盾。法律强调，国家
在黄河流域强化农业节水增
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
降损措施，有效实现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推进节水型社会
建设。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
应当坚持节水优先、统筹兼
顾、集约使用、精打细算。国家
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配置。国
家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实行统
一调度，遵循总量控制、断面
流量控制、分级管理、分级负
责的原则，根据水情变化进行
动态调整。

袁杰表示，黄河保护法把
握黄河流域特点，紧紧抓住黄

河保护主要矛盾问题，充分总
结黄河保护工作经验，法律规
定全面具体，为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是江河
流域保护的标志性立法。

袁杰解析了黄河保护法以
下亮点：

落实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的要求。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量水而行、节水为重，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协
同推进的原则。坚持以水为核
心、河为纽带、流域为基础，全
方位贯彻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
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坚持问题导向。黄河一直
“体弱多病”，黄河流域最大的
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最大的问
题是生态环境脆弱、最大的威
胁是洪水、最大的短板是高质
量发展不充分、最大的弱项是
民生发展不足。紧紧抓住水沙
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针对
黄河流域各种特殊问题，对特
定区域、特定问题规定特别制
度措施。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全流
域一盘棋，妥善处理多元诉求，
平衡好各方利益，统筹谋划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把
握好保护和发展关系，统筹发
展和安全，处理好当前和长远
关系。增强黄河保护法律制度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
效性，做好与有关法律的衔接，
注重发挥法律合力。

据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10月30日表决通
过新修订的畜牧法，将于2023
年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法，完
善了畜禽产品保供稳价制度，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畜
禽产品消费需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确保粮食生
产安全的“米袋子”，也要保障
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质量安
全和有效供给。畜牧业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中
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和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他指出，此次修法坚持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快构建
现代畜禽养殖、防疫和加工流
通体系，进一步强化畜禽种业
自主创新，筑牢动物疫病防控
风险防线，推动畜牧业绿色发
展，完善支持保障措施，对于持
续提升中国畜牧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
元化的畜禽产品消费需求，保
障中国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畜牧法完善了畜
禽产品保供稳价制度。针对部
分畜禽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等问
题，此次修法，明确加快建立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便捷的
畜禽交易市场体系，建立统一
的畜禽生产和畜禽产品市场监
测预警制度，逐步完善有关畜
禽产品储备调节机制，促进市

场供需平衡和畜牧业健康发
展；要求省级人民政府负责保
障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禽产品供
给，建立稳产保供的政策保障
和责任考核体系，做好畜禽产
品保供稳价工作。

“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
和质量安全，必须大力提升畜
禽养殖生产能力和水平。”岳仲
明说，此次修法，明确国家建立
健全现代畜禽养殖体系，鼓励
和扶持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和
智能化养殖，促进种养结合和
农牧循环、绿色发展。同时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完善畜牧业标
准，并在种畜禽管理、养殖生
产、屠宰管理、畜禽交易等多个
方面强调要符合相关标准等。

新修订的畜牧法还明确要
求将畜牧业发展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鼓励和
支持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
全的畜牧业。

此外，明确加强畜禽疫病
监测和畜禽疫苗研制，健全基
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强化
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从配套设施装备、技术培
训、养殖档案、畜禽粪污养分平
衡管理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据中新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10月3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自2023
年1月1日起施行。

针对当前升学就业、财产分配、人身权利等领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新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做出了积极回应。

第二部流域法律黄河保护法通过

“母亲河”生态保护将有法可依

新修订的畜牧法表决通过

完善畜禽产品保供稳价制度

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
规定男女平等评估机制、妇女发展状况和权益保障统计调查
制度。
明确国家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强调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
工终止妊娠，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有关医疗活动时，应当尊重
妇女本人意愿。
在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的基础上，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发现报告和解救、安置、救助、关爱被拐
卖、绑架的妇女等职责。
在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防和处置
性骚扰制度机制。
加强婚恋交友关系中的妇女权益保障，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适用范围。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将就业
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完善生育保障，规定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明确
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的生育保障义务，要求用人单
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限制
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
务等。
规定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要求
记载其姓名等权利。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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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延伸阅读 时隔17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大修”
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关于妇女

权益保护的基本法律。作为近年
来公众关注度最高的修法项目之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曾
分别于2021年12月和2022年4月两
次提请审议。现行妇女权益保障
法于1992年制定，2005年曾进行
过一次全面修订，2018年作了个

别调整，此次是17年后再次迎来
“大修”。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
妇女的政治权利、人身和人格权
益、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
障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
等各方面权益作出规定。在体现
和落实全面保障的基础上，更加

突出结合妇女自身特点和妇女工
作实际，强调保护妇女依法享有
的特殊权益、考虑妇女的特殊需
求，在医疗保健和健康检查、公共
设施配建、生育服务保障、预防和
处置性骚扰、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等诸多方面，根据妇女特点提供
特殊保护。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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