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工孕期合法权益保护与
企业利益受损的博弈下， 必然
会产生矛盾。 问题摆在现实面
前， 如何有效化解这一利益博
弈下的矛盾纷争， 不仅是 “赔
偿金” 的 “一赔了之” 的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 ，
而是要从治本上寻求有效的突
破口， 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

大学教授是个令人尊敬的职业， 为人师表、 谆谆
教导是人们对这个高尚职业的良好印象。 可是在这高
尚的背后， 少数人的欲望也在慢慢萌发， 最后走上了
犯罪的道路。 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8月31日， 该区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套取国家30万
元专项科研经费的博士生导师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
个月。 （9月6日 《检察日报》） □赵顺清

李雪： 自2013年开始， 上海
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联手上
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开展中小
企业 “首席质量官” 公益培训。
截至目前， 有超过1000名企业负
责人和质量高管培训合格获得证
书。 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是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 企业
当利用好这一力量。 同时， 对于
监管部门而言， 并不意味着对其
生产监管就可以掉以轻心。 唯有
靠其自身的依法依规生产， 以及
外部严而又严的监管， 才能促进
企业发展， 并实现和谐共赢。

■每日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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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套取科研经费

□王恩奎

女工孕期请假遭解聘不只是赔偿金的问题

阿红 (化名 ) 是广东一家磁
材公司的员工， 2010年入职以来
一直兢兢业业工作， 有时甚至加
班到晚上七八点才离开公司 。
2015年年初， 阿红怀孕了。 同年

3月， 她感到身体不适， 向公司
申请休病假,经过近一月的治疗，
阿红出院了 ， 回到肇庆家中静
养。 本以为很快就能重新投入工
作， 殊不知， 公司早已以旷工多
日为由将其解雇。 因此， 法院认
为， 涉案公司解除阿红劳动合同
的依据不足。 法院一审判决涉案
公司向阿红支付赔偿金24574.88
元。 （9月5日 《羊城晚报》）

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
人权。 根据相关法律和 《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
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
其工资待遇。 女职工由于特殊的
生理原因， 其在孕期的劳动权利
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用人单位

不能因女职工怀孕而对其进行歧
视性管理 ， 肆意降低其薪酬水
平 ， 侵犯孕期女职工的合法权
益。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
三条规定， 劳动聘用合同或服务
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
生育的内容。 同时 《妇女权益保
障法》 还规定 “任何单位不得以
结婚 、 怀孕 、 产假 、 哺乳等为
由， 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面解除
劳动合同”。 女工孕期请假遭解
聘， 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是对
女工合法权益的侵犯。

企业要讲究效益最大化， 女
工多生一个孩子 ， 多休一次产
假 ， 多从工作中分离出一分精
力， 必然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影

响，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讲师孙昊
曾经进行过一项调查 ， 结果表
明， 一个月薪4000元左右的女员
工两次生育， 合计8个多月的断
岗期。 这将给企业带来5万元的
额外支出。 而部分女职工还存在
恶意适用规定的情况， 更激发了
用人单位的抵触心理。 企业要考
虑经济成本， 这是事实。

所以， 女工孕期合法权益保
护与企业利益受损的博弈下， 必
然会产生矛盾。 问题摆在现实面
前， 如何有效化解这一利益博弈
下的矛盾纷争 ， 不仅是 “赔偿
金” 的 “一赔了之” 的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 而是要
从治本上寻求有效的突破口， 找

到最佳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应依法督促企业必须

恪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不能
含糊， 同时企业应该尽到应有的
社会责任 ； 另一方面 “二孩成
本” 也不能全部让企业买单， 可
以予以适当的政策补贴企业。 从
国家、 单位、 劳动者三方面考虑
问题， 力争谋求个人、 企业和社
会利益的均衡。 达到三方满意的
效果， 既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到损害， 又让企业的实际利益
不受太大的冲击， 从而达到企业
能够接受的程度， 这样企业守法
的自觉性也就大为提高， 女工怀
孕歧视现象就会逐步减少甚至
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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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推广儿童安全座椅应双管齐下

■每日观点

“叠被神器”
丢了军训的初心

戴先任：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9月5日表示， 社会劳
动要纳入到课程体系当中去。 教
育部刚刚研究了中小学生综合实
践课的指导纲要， 劳动教育的实
施要和综合实践课的开展紧密衔
接， 融为一体。 劳动教育重在动
手， 而不是说教， 需要多一些社
会实践， 多接 “地气”。

企业发展当用好
“首席质量官”

让劳动教育多接点
社会实践的“地气”

■世象漫说

要让市民的获得感真真切切
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始军

训， 内务检查中 “把被子叠成
‘豆腐块’” 的要求， 成为不少
新生军训的挑战。 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 在许多网购平台上，
一种用密度板制作的 “叠被神
器” 成为抢手货。 卖家介绍，
使用这类 “神器” 只需60秒钟
就能把被子叠成 “豆腐块 ”。
（9月6日 《北京青年报》）

军训让学生叠 “豆腐块”，
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借
助“叠被神器”的帮助，看似节
省了整理内务的时间， 不用再
一次次地练习叠被， 却也失去
了动手体验的机会， 丢掉了军
训锻炼的初心。“豆腐块” 被子
是我国特色军队文化， 体现了
规范严谨、 整齐划一的军人作
风。作为军训的一项重要内容，
叠“豆腐块”是每名大学新生的
必修课。 这不仅是让大学生们
近距离感受军队文化， 也具有
现实意义。首先，不少学生在中
学阶段忙于学习， 生活方面完
全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
理能力差。可是，过去啥事都是
家长包办， 到了大学什么都要
自己干。 入校军训先练习叠被
子， 是帮助学生们从最基本的
内务做起，增强动手能力，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其次， 把柔
软的被子叠成刀砍斧剁般的
“豆腐块”， 对年轻人来说就是
一种磨炼，能够提升技巧、调整
心态。

“叠被神器” 只是一个缩
影。近年来，一些学生对于军训
缺乏正确认知， 总是想方设法
逃避，诸如“皮肤过敏、崴脚、生
理期”等请假理由五花八门，有
的甚至专门网购病假条请假。
对此，有高校表示，一旦发现学
生故意逃避军训会严肃处理，
随意使用“叠被神器”，学生也
要承担相应后果。事实上，与处
罚相比， 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
引导，让学生端正态度，真正认
识到军训的意义 。叠 “豆腐
块”、 站军姿、 踢正步， 都是
精神和体魄上的训练， 对学生
的身心成长大有益处。 与其蒙
混过关， 应付了事， 白白虚度
军训光阴， 不如好好抓住宝贵
的机会， 全身心投入进去， 享
受军训的洗礼。 □张淳艺

《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
皮书》(2016年度)调研数据显示 ，
北京 、青岛 、大连等 8个城市的
儿 童 安 全 座 椅 平 均 拥 有 率 为
41.10%，平均使用频率为80.91%，
相应得到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
为33.26%。（9月5日《法制日报》）

对儿童来说， 安全座椅就相
当于他们专用的安全带、 “救命
椅 ”。 可是 ， 从上述数据来看 ，
儿童安全座椅在北京、 青岛这些
大城市的使用率都不是太高， 仅
仅只有33.26%。 其实， 这一情况
与前几年相比， 已大有改观。 在
2013年至2014年， 一项统计结果
显示， 北京、 上海、 深圳三地仅

有 16%的家长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 从价格来看， 一个儿童安全
座椅少则几百， 多则上千， 这对
于有能力购车的家庭来说， 并非
不能负担 ， 购买安装也都很方
便， 可是为什么至今儿童安全座
椅的普及率和使用率还这么低？

这首先是一个观念认知的问
题。现实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误认
为孩子抱在大人怀里才最安全，
殊不知这是一个严重甚至致命的
误区。当车辆发生急刹车、碰撞等
紧急情况时， 大人的怀抱对孩子
根本起不了任何的有效保护。其
次是一个法律规定的问题。试想，
对于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使用的

成人安全带尚且有那么多人不在
意，千方百计逃避使用，更何况儿
童安全座椅的配备使用目前国内
还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规定呢？

因此， 要普及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 为儿童乘车安全提供更牢
靠的守护，就必须双管齐下。一方
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教育引导，
通过安全原理解说和典型案例警
示等宣传， 逐步扭转人们对于儿
童安全座椅的认知偏差， 促使广
大车主主动自行安装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 另一方面则要加强立法
规范，提升违法成本和查处实效，
运用法治手段强制推行安装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 □徐建辉

近日 ， 北京市发改委举行
“政务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走
进东城区前门街道西打磨厂街 ，
参观整治后恢复的传统风貌，感
受古都的文化底蕴和宁静之美。
一同走入西打磨厂街的， 有通过
市发改委政务微信报名的10名市
民、6名社区代表、2名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2名社会监督员。 (9月5
日《北京晚报》）

当我看到这张图片时的第一
感觉以为是某个影视基地仿建的
民国时期建筑， 再仔细一看图片
说明， 才知道是 “疏解整治促提
升” 后的西打磨厂街， 这让我感
到十分的惊讶， 和我记忆中的西
打磨厂街一点也不一样。 街道两
旁的建筑都具民国时期风格， 路
也宽了 ， 还有花花草草点缀其

间。 因为年近花甲的我曾经在50
多年前就生活在离这条街几百米
远的一条胡同里， 一直到上世纪80
年代末期。 对西打磨厂街发生的巨
大变化， 无论是居住在这里的老
街坊们还是其他地方的老百姓，
通过参加 “政务开放日” 和媒体
的宣传， 都亲身或间接地感觉到
了 “疏解整治促提升” 取得的巨
大成果， 真真切切有了获得感。

“政务开放日” 是政府和市
民沟通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之一。
一是通过邀请市民走进行政机
关， 让老百姓了解政府部门的具
体工作内容和程序， 把整个行政
过程全部透明化， 让老百姓对政
府部门的工作心知肚明。 二是通
过 “政务开放日” 让老百姓与政
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进行交流。

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需要什么，
都和盘托出。 政府部门负责人
则耐心听取， 问需于民、 问计
于民， 做到心中有数。 三是政
府部门负责人邀请老百姓一同
走进 “疏解整治促提升” 项目

现场， 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 ， 特
别是涉及到补齐便民生活服务设
施等事项 ， 共同探讨解决之道 。
我们希望政府相关部门， 多举办
“政务开放日” 活动， 让更多的市
民参与进来。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