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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育育龄龄职职业业女女性性
提提供供更更充充分分权权益益保保障障

“过年回家， 我都发憷， 亲戚朋友
见我就是要二胎的事儿， 说不要吧， 肯
定劝你要 ， 说要吧 ， 让你别拖着赶紧
要， 特别是当着公婆的面， 实在是太尴
尬 。” 临近过年 ， 事业单位职员小薇 ，
正在为回家过年被问二胎的话题发愁。

小薇告诉记者， 其实她和爱人也在
纠结要与不要的问题， 大宝天天嚷嚷要
个小妹妹陪她玩儿， 可要二宝后的一系
列现实问题， 实在是让夫妻二人不敢答
应大宝这个 “奢侈” 的要求。

小薇的爱人是位公务员， 在机关工
作， 夫妻二人每天朝九晚五， 大宝基本
上交给老人带。 如果生了二宝， 小薇最
担心的就是工作问题， “身边因为生了
二宝放弃工作的妈妈太多了， 当初选择
事业单位就是图个稳定， 如果因为孩子

放弃工作， 实在是不甘心， 可如果继续
工作， 恐怕升职难不说， 能保住工作就
不错。”

而另一方面让小薇顾虑的是， 从老
家专门来北京带孩子的老人年龄也大
了， 每天照顾大宝就已经力不从心了 ，
如果再来个二宝， 恐怕得启动 “老人+
保姆” 的带孩儿模式了。

“养育两个孩子其实是最利于孩子
成长的， 而且现在国家的政策也鼓励生
二胎， 但后期保障政策跟不上， 确实很
尴尬 。” 小薇表示 ， 孩子不仅要生育 ，
还要教育， 而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
希望国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能给女职
工多一点时间， 安心生养育儿， 只有安
顿好家庭才能更好地工作。

相比小薇， 公司职员李佳大胆地生

育了二胎， 但自己所在的这家民企， 由
于工作强度大， 经常加班加点， 李佳不
得不放弃了工作 ， 成为了全职妈妈 。
“每天我都经历着鸡飞狗跳的生活 ， 老
公一走走一天， 回到家也累得不行， 根
本指不上他， 度日如年啊 ！” 李佳最发
愁的就是， 每周大宝有三次课外课， 领
着大宝， 推着二宝去上课的情景， 那狼
狈的场景说不出的心酸。

李佳告诉记者， 全职妈妈比想象中
的难多了。 别说生了， 就是等到把孩子
照顾大了， 自己连个工作都没有了。 如
果能像国外一样 ， 女职工有三年的产
假， 爸爸还有至少3个月的陪产假 ， 那
简直是太幸福了。 最重要的是等到孩子
三岁以后， 可以上幼儿园了， 妈妈还能
再回到岗位。

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9月被
定为基本国策。 面对人口逐渐老
龄化等现实， 2013年， 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放开
全面二孩政策。 今年正在召开的
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
二孩问题再次成为工会界委员的
焦点话题。 “全面二孩” 政策背
景下， 职业女性生育与照顾责任
谁来保障？ 委员们呼吁， 要推动
生育成本的社会化， 制定 “陪产
假” 和 “共同育儿假” 政策， 为
育龄职业女性提供更充分权益保
障。

建议市人保局通过 “陪产假” 和
“共同育儿假” 政策创新改变社会性
别分工， 支持女性就业。 将配偶15天
陪产假延长至30天； 不满三周岁子女
的父母每年各享受10天 “育儿假 ”。
从法律上确认男性在家庭照顾中的角
色与责任， 平衡两性在有酬劳动与无
酬劳动中的时间分配。 推动全社会重
视家庭生育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和牺
牲， 树立有家庭责任的男女职工平等
分担家务、 参与工作的观念。

同时， 推动生育成本的社会化，
鼓励支持男职工参与育儿， 承担家庭
照顾责任。 政府通过给用人单位政策
性补贴弥补用人单位的工资损失与替
工成本， 对达到用工性别一定比例的
用人单位给予税收等优惠。 借鉴国外
做法， 瑞典规定雇主尽可能对男女进
行平均分配， 在每种雇员中女性占到
40%。 韩国通过颁发 “男女平等雇佣
机会认证标志”， 允许在三年内使用
该标志， 在政府采购时享受加分和行
政优惠。

还有委员个人提出， 建议政府协
调建立更多质优价廉的公立托幼机
构， 减轻二孩母亲育儿的经济成本和
时间成本， 缓解维护女职工孕期、 产
期、 哺乳期 “三期” 权利与企业发展
之间的矛盾。 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推行二孩母亲弹性工作制度， 保障
职业女性能更好地兼顾工作与育儿。

为倡导平等就业和夫妻共同承担
家庭劳动 ， 减轻女性职场歧视 ， 河
南、 宁夏、 江苏等相继出台延长男性
“陪产假”、 增加 “育儿假” 等规定。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三
十三条规定：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职工， 实行晚婚的， 除
国家规定的婚假外 ， 增加婚假十八
天； 实行晚育的， 除国家规定的产假
外， 增加产假三个月， 给予其配偶护
理假一个月； 婚假、 产假、 护理假期
间视为出勤。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
条例》创新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育有子女的夫妻，在子
女零至三周岁期间， 每年给予夫妻双
方各十天共同育儿假”。 2019年6月江
苏省法制办关于 《江苏省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 办法
（草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
六条规定： 女方产假期间， 男方享受
十五天护理假和不少于十五天的共同
育儿假。

从国外看，法国《劳动法》规定，工
作1年以上的家长，有权利休全假或半
天上班的育儿假，请假时间不能超过1
年，可以申请2次延长，直至孩子3岁。

德国自2007年起， 新生儿家庭可
向政府申请领取每月最多1800欧元的
“父母金”， 最高可连续领取14个月。
对于双职工家庭要想获得14个月的父
母金， 前提是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的14
个月里， 必须休至少两个月的 “育儿
假”。 期间， 母亲可以选择重回工作
岗位。 挪威产假称为 “育儿假”， 夫
妇加起来可休47周全薪育儿假， 其中
父亲必休12周。 这种强制男性分担育
儿任务的政策， 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
发展的负面影响 ， 提高女性生育意
愿， 改善家庭教育效果， 有利于儿童
身心健康成长。

多省市相继出台政策
减轻女性职场歧视

“全面二孩”时代
【深入调研】

制定“陪产假”和“共同
育儿假”支持女性就业

【委员建议】

过年最怕被问二胎 生与不生太纠结

【职工心声】

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上， “全面二孩” 问题成为工会界别
小组热议的话题， 职业女性生育与照顾
责任谁来保障， 委员们形成了团体提案
提交给大会。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 ，意味着女
性在生育上将花费更长的时间。 根据我
国现行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为女职工
提供带薪产假和哺乳假，生二孩，必须给
女职工第二次产假， 客观上导致用人单
位劳动力成本增加。 委员们在提案中提
到，“全面二孩”实施以来，女性尤其是职
业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与儿童照顾责任
进一步加大，其就业歧视进一步加重。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促进人口均

衡发展，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完
善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
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
老龄化行动。 2016年新修订 《北京市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 “机关、 企
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女
职工， 按规定生育的， 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产假外， 享受生育奖励假三十天， 其
配偶享受陪产假十五天 ”。 丈夫仅15天
陪护假， 不足以分担照顾家庭职责。

委员们表示， 职业女性在家庭和工
作的双重压力下， 工作效率往往会不及
男性， 很多优秀的职业女性将由于生育
二孩而失去晋升机会， 甚至放弃工作成
为全职母亲。 工作和照顾、 教育子女 ，

让职业女性深感力不从心， 同时， 生育
增加了其 “职业发展中断” 的风险。 部
分用人单位出于成本控制， 在招录中对
女性产生歧视。 而且， 当前生育二孩女
职工的孕期、 产期、 哺乳期 “三期” 保
护力度并未增强。 女职工生育二孩时平
均年龄较大， 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休息和
调理时间。 而按照目前法律规定， 二孩
母亲相关保障措施没有提高， 这对女性
的身体健康是个比较大的考验。

委员们表示， 鉴于此， 政府应采取
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 实现人口有序增
长， 改变生育与家庭照顾责任的家庭属
性与社会性别分工， 实现工作与家庭责
任平衡及家庭责任的性别平衡。

职业女性面临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

【现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