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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平等就业”为啥这么难
全国政协委员黄廉熙建议，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

条#妇女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

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

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

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

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

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

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用人

单位录用女职工% 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

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案例和事件$

就业歧视案近年来频发$'不对原告是否

符合其招聘条件进行审查% 而直接以原告为

女性& 其需招录男性为由拒绝原告应聘% 其

行为侵犯了原告平等就业的权利% 对原告实

施了就业性别歧视(()

#%!&

年年底% 浙

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以黄蓉胜诉告一段

落$ 今年
&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某公

司女职员罗某在孕期 '被辞职)$ 经法官调

解% 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并支付因停止

医疗保险造成罗某未能获得的医疗报销分娩

费
'%%%

元$

#%(&

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一项调查

显示# 由于担心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加大

用人成本% 用人单位有加重就业性别歧视的

趋向 $ 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调查发现 %有

)*+,-

的女大学生表示求职中'经常)感觉到

性别歧视%

''+.-

的人认为 '女生比男生难找

工作)$

%点评$

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黄廉熙' 虽然法律规定男女平等! 女性

同胞也享有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 但是一

落实到具体环节上! 就会出现各种有形无形

的障碍" 例如在就业方面! 许多单位会设置

种种限制! 影响到妇女就业"

对于种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 我

们呼吁一是应用完善法律的手段进一步加强

对妇女的保护! 同时也期待各项保护妇女的

法律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 保障男女平等就

业" 二是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 一

旦女性合法权利受到侵犯! 要有有效的途径

加以救济" 三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 四是应大力加强就业促进法# 劳动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国家保障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相关规定的宣

传力度"

“带薪休假”看起来很美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尽快完善责任追究条款细则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

条#国家

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

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

条#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

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

受年休假$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

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案例和事件$

'别说休年假了%就连双休日有时也被用

来工作)'我休假了%活就被别人抢了)((记

者日前调查了解到% 虽然带薪年休假已提出

多年% 但是能享受到这项福利的人占很少一

部分%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相当一部分在中小企

业& 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工作的职工没有

享受到$ 体力劳动行业比脑力劳动行业带薪

休假机会更少$

!中国青年报" 社会调查中心曾对
"*)"

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

的人认为

是当前劳资双方不对等% 员工根本没有话语

权*

''+$-

的人表示单位只关注自身利益%不

愿为员工休假增加成本*

')+)-

的人则表示%

要求休带薪假可能影响自身发展甚至被辞

退%因此根本不敢提出休假要求$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

长黄细花' 我国劳动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都对员工带薪年休假有明确规定! 但由于

缺乏责任追究条款的细则! 规定的处罚力度

不够! 相关执法部门对用人单位的监督不到

位! 使得带薪年休假制度难以落实" 时至今

日! 鲜有因违反这一制度规定而受罚的案

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把职工带薪

休假作为劳动监察的专项内容! 规定机关企

事业单位须建立休假台账制度! 要求各企业

每年必须制定单位 $公司% 员工强制带薪休

假计划表! 创造条件! 合理# 灵活安排带薪

休假 ! 公示带薪休假假期表 ! 标明休假时

间# 天数等" 劳动监察部门定期进行专项检

查! 督促各单位严格依法办事! 落实带薪休

假制度"

“恶意欠薪”入罪四年处罚寥寥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建议，降低“恶意欠薪”入罪门槛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

条#工资

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

得克扣或者无权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
&)

条# 以转移财产&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

付仍不支付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案例和事件$

今年
&

月
.*

日%因恶意欠薪被网上追逃

的犯罪嫌疑人林某% 被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警方从珠海拱北口岸顺利押解归兰$至此%这

起兰州市首例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而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案件成功告破$

据了解%尽管
.%))

年
/

月
)

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的条款% 但近年来各地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 据上海市人社局相关

统计显示%上海劳动仲裁机构
.%)&

年共受理

此类案件
))+.

万件$

.%)&

年%上海各级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共受理各类欠薪举报投诉
'$%,

件%共清欠各类工资近
&+).

亿元%涉及劳动者

))+&)

万人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范

围内以恶意欠薪罪处罚的案件却寥寥无几$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

务所主任秦希燕'&恶意欠薪'入罪!对打击恶

意欠薪行为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但现行刑

法实施以来! 各地对恶意欠薪行为追究刑事

责任的案例很少! 而实际上恶意欠薪行为数

量并未下降!反而在上升!这与恶意欠薪罪执

法不力有很大关系" 要从根本上遏制恶意欠

薪行为!需加强刑事打击力度!更重要的是要

进一步完善现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条款"建

议降低&恶意欠薪'的入罪门槛!强化政府职

责! 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纳入社会综

合治理之中!作为&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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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策划 姜 洪

编 辑 谢文英

校 对 何 欣

据!羊城晚报"!河北日报"!福州日

报"等#

文字整理'谢文英

许
希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河东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许希：

“把警示教育基地打造成金字招牌”

"

本报记者 张 宁

记者'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您认为检察机关的工作应在哪些方

面进一步加强(

许希' 以前与检察机关也有过

接触% 但随着日前呼格吉勒图案再

审% 我对司法公正有了新的认识%

在当前我国倡导依法治国的大背景

下% 依法治国要一切为了人民$ 这

起案件的再审就体现出对人的重视

和关怀% 从案件再审& 到相关部门

的错案责任追究% 我看到这起案件

对法制建设的推动作用是实实在在

的$ 检察机关作为职能部门% 更应

该从机制上& 理念上% 从司法机关

的工作流程上% 避免此类冤假错案

的发生$

记者'在您看来!检察机关主动

融入#主动与企业接轨!主要体现在

哪些方面(

许希' 天津市河东区检察院经

常给我发短信% 也经常邀请我参加

检察开放日&案件评查 &案件听证&

重大案件庭审等活动% 通过各种形

式向我介绍检察工作的新动向$所

以% 平时我对检察工作都能够及时

了解$近年来%天津市检察机关在各

区县筹建了很多 '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基地)%基地坚持以注重长效

为出发点%以取得实效为落脚点%力

求通过表现形式%把警示与弘扬&教

育与挽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冲击

视觉&触动心灵$我曾经到多地的警

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基本都是通

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和讲解员精彩的

讲解% 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

与众不同的是% 天津市检察机关的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还

配有专职管理员% 根据不同时期&

不同参观对象 % 随时更新展示项

目% 还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受教育

单位或个人进行跟踪回访$ 通过回

访发现% 大部分单位在参观完警示

教育基地后% 积极改进本单位的预

防职务犯罪制度% 真正做到从源头

上遏制职务犯罪$

记者' 通过审议今年的天津市

检察院工作报告! 结合新近查办的

贪腐案件! 您对天津市检察机关的

工作是否满意(

许希'近年来%天津市检察机关

按照'抓亮点%求突破&争先进&创一

流)的工作目标%狠抓职务犯罪预防

工作%探索了一条以'社会化&能动

化&专业化&科学化)为主的预防工

作新路子% 有力促进了检察工作创

新发展% 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据我了解%在加强职

务犯罪宣传和警示教育方面% 天津

市各级检察机关与该市国资委&教

育工委&电力公司&中国外运天津公

司联合开展专题预防% 为天津市财

政地税系统近千名领导干部& 武清

区千余名党员干部作法治讲座$对

天津市
&*

个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开

展集中预防% 保障资金安全和项目

顺利实施$

记者' 您觉得天津市检察机关

今后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许希' 天津市检察院的警示教

育基地对外开放以来% 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普遍好评$ 但基地的吸引力

和生命力才是实现最佳警示教育效

果的关键和根本 $ 在下一步工作

中% 建议天津市各级检察院充分发

挥基地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进一步

创新形式% 丰富手段% 完善内容%

健全设施% 争取实现警示教育阵地

'规模化)& 队伍 '专业化)& 机制

'长效化 )% 把基地打造成金字招

牌% 为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营造风清气正& 廉洁高效的政治生

态环境% 谱写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工作的新篇章$

&目前我国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参

保率接近
/%-

!但是领取率不到
)%-

"'

---国务院近日在 !关于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意见"中指出%要落实广大职

工特别是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

险权益$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

险系副院长孙洁近日表示% 造成数以千

亿的保险基金结余躺在'基金池子)里睡

大觉主要原因是% 相关条例制定的诸多

门槛过高%把很多有工伤&失业和生育保

险需要的人'卡)在了门外$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不会造成人口

暴增"'

---近日有公开资料显示% 全国符

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约
))%%

万对%今

年初国家卫计委确认提交再生育申请的

仅约
)%%

万对% 仅占符合条件的
*-

$广

东省政协特聘委员& 佛山市顺德区政协

副主席江佐中建议广东率先放开二孩政

策$江佐中说%放开生育两孩%能有效缓

解广东省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并有效延

缓人口老龄化趋势&性别比失衡等现象$

&民营养老机构生存艰难!政府不该

对公立和民营实行)双轨制*"'

---如何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民营

养老机构% 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引起政

协委员们的热烈讨论$ 太原市政协委员

杨晓军近日表示% 在民营资本大举进军

的同时%公立和民营养老机构政策'双轨

制)导致公立&民营机构冷热不均%建议

政府参照非营利性机构的政策予以扶

持%使其度过生存艰难阶段$

&目前每天有超过
)/

万的河北患者

在北京就医! 这已成为一个必然的无奈

选择"'

---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 %

.%)"

年北京市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
$%

万

左右%其中
."-

的就医人员来自河北$河

北省政协委员赵汝东说% 河北省在优质

医疗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上严重低于京津

地区%从医保方面来说%异地互通模式不

是让患者都到北京去% 而是让北京的医

疗资源'下沉)$

&旧楼加装电梯!门槛应该再低些"'

---目前福建省福州市旧楼加装电

梯过程中%审批最容易'卡住)的是
0

楼距

和消防出行通道$ 福州市政协委员林品

华建议旧楼加装电梯规划审批应进一步

降门槛$

编者按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然而在我们身边不乏实效发挥欠佳的法条。4月15日至4月30日，本刊与检察日报新媒体工作室
$微信

公号+

123456372839

%

联合发起社会调查，寻找法律中难以落实的法条。据统计，网民们对“常回家看看”“带薪休假”等法条投票率较高。本刊特邀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法学专家深入剖析这些法条难以落实的原因，希望能够促进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和执法力度的进一步强化。

“常回家看看”仍难唤回子女孝心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肖金明建议$明确%经常&的标准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

条#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

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

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

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
),

条#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

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

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

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案例和事件$

据新华网报道%

.:)/

年
)

月% 浙江省海

盐县
*:

岁高龄的钱老太因房屋拆迁被政府

安排在敬老院生活% 子女看望她的次数逐渐

减少$ 钱老太一气之下把
'

个子女告到了法

院%要求子女承担自己在敬老院的各项费用%

每星期轮流履行探望义务$在法院的调解下%

'

个子女各自承担起了责任$

无独有偶$今年农历大年初一%湖北省武

汉市江汉区一位六旬老人因子女常年不回家

过年%愤然离家出走并要跳江轻生%幸被民警

及时发现挽回一命$

日前% 由复旦大学牵头的健康风险预警

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山东大学课题组共同

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我国
'/

岁以上老年人

老年性痴呆患病率为
/+*;

%呈现上升趋势$空

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高出正常人群的
!%-

至

.%-

$越来越多老年人渴望得到精神慰藉和关

怀%然而我国相关领域的服务仍处于空白$

%点评$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肖金明'目前!全国

各地已经发生了不少老年人精神慰藉纠纷案

件! 多数案件在法院判决后得到了当事人的尊

重和自觉执行"但是!少数案件当事人拒绝执行

判决致使老年人赢了官司输了感情! 这是司法

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实际上! 法院和法官在诉讼中通常会加

强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促进和解! 如果判决结

案也会关注判决的执行! 并注重依靠社会力

量督促当事人履行判决" 相信随着社会道德

建设加强!不管老人的情形也会逐渐减少"至

于&经常'的标准!有人主张通过司法解释加

强&常回家看看'的可操作性"立法中类似的

情形并不少! 比如离婚案件涉及孩子探视时

间问题等!法律也没有具体规定"对于这种情

形!各地法院可以根据本地传统文化#风土人

情和社会现实确定&经常'标准!这样可能会

有利于法律的执行"

这些法条为什么难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