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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昨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浙
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的决定，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修改的《条例》延长了妇女产假，增
设了育儿假、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

为了更好地保障生育妇女的身心康
复，《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
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总
计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
总计188天。宝妈们休产假，宝爸们可以
休15天护理假。同时，在子女三周岁内，
夫妻双方每年还可以各享受10天的育儿
假。

《条例》还为独生子女们留了时间照

顾父母。如果你是独生子女且家庭老年
人年满60周岁，每年就可以享受5天独生
子女陪护父母假。

那么，休假期间工资谁来发？孩子已
经出生，能赶上这波福利吗？

对此，《条例》规定，男方护理假、育儿
假、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期间的工资、奖
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由用人单位照发。同
时，《条例》实施后，产假尚未结束的，按照
本决定规定的产假期限予以顺延。

此外，针对养娃成本高，托育服务贵
等社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为减轻育儿
压力，这次《条例》修改还从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合理配置妇
幼保健、婴幼儿照护、儿童照料、学前和中
小学教育等资源，以及对提供托育服务的
用人单位给予补助，县（市、区）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
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在
公共场所建设和完善母婴设施，为婴幼儿
照护、哺乳提供便利条件等方面进一步完
善普惠性托育服务。

《条例》一公布，就引起了不小的反
响。孕妈童女士得知消息后很高兴：“4个
月的产假总感觉不够，毕竟孩子在出生后
的这段时间还是很需要妈妈照顾的。”

“我比较在意育儿假，这个挺好的。”
宝妈洪女士告诉记者，10天的育儿假可以
让爸爸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带孩子出去走
走，要是不限制在三周岁就更好了。

也有市民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用人
单位考虑到用人成本的话，产假的延长对
于未婚女性的就业肯定会有所影响。”参
加工作两年多的陈女士表示，虽然给女性
增加产假是一种福利，但确实会造成求职
市场的不公平。

“我认为男女不同假，相当于社会默
认女性在家庭中付出更多，初衷是为了加
大社会福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该政策
既影响了女性事
业发展，也加大了
男性的家庭经济
压力。”家住城厢
街道的王女士说。

■记者朱林飞

本报讯 很多人看过电视剧《不要和
陌生人说话》，里面的家暴场面触目惊
心。不要认为这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其
实家暴事件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上演。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又
被称为国际反家暴日。

今年8月，义桥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
报警称被丈夫殴打。接警后，民警立即赶
往现场。经了解，两人此前已有一次报警
记录，并被出具家暴告诫书。

民警调查发现，事发当日，两人因为
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继而引发冲突，女子
徒手击打丈夫左脸，丈夫起身还击，两人
相互殴打数秒，造成女子左眼部淤青，嘴
角流血。义桥派出所通过充分取证、查明
案情，经区公安分局批准，夫妻俩均被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

同一天，义桥派出所又接到报警，一
名唐姓女子被丈夫家暴。经了解，夫妻俩
也是因情感矛盾产生口角，后发生肢体冲
突，唐姓女子的腰部、头部受伤。因多次
殴打妻子，唐某的丈夫被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3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相关条例，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
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
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
侵害行为。而精神暴力的存在远比我们
想象得更为普遍，如“以爱之名”的情感操
控也是暴力——

萧山一姑娘与男友分手后，遭遇了男
友的精神控制。出于害怕，姑娘不敢切断
和男友的联系，对他提出的“不能和其他
人接触”的要求也默默屈从，还必须随时
向他报备自己的行踪，从此开启了一场无
休止的噩梦……

那么，遭遇家暴该如何维权？受害者
在遭受辱骂、胁迫时，可取录音、录像等方
式固定证据；及时向公安、居委会、村委
会、妇联寻求帮助；遭受精神暴力并发现

精神、心理出现问题时，及时去医院进行
诊断、治疗；将遭遇告知亲戚、朋友，寻求
帮助，他们后续也可以作为证人作证。

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萧山区
妇联开发的反家暴应用场景“安心驿站”
于6月28日正式上线，通过110应急联动
平台或群众端（手机端）汇集大量家暴信
息，联动“反家暴联盟”各级各单位开展回
访与帮扶工作，通过数据研判分析，实现
信息收集、有效预警、精准帮扶一体化。

我区一女子遭遇家暴，女方不愿向警
方求助，几个月前通过“安心驿站”群众端
申请维权服务。收到求助信息后，区妇联
联系属地妇联进行回访，了解到该家暴维
权案件性质较为严重，于是联动属地派出
所上门进行处置。应当事人需求，区妇联
通过“安心驿站”联动民政部门，为其提供
家暴救助庇护；同时，联动法院为其出具
人身安全保护令。

近期，“安心驿站”再次接到该女子的
求助，系统根据之前的信息，直接预警家
暴高危家庭。区妇联在第一时间将回访
信息抄告区公安分局、辖区派出所和社
区，提醒高度关注该户家庭。辖区派出所
对施暴人做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
定，但因施暴人近期去过疫情高风险地
区，目前对施暴人暂缓执行拘留措施。被
家暴女子已搬家，辖区妇联对接辖区派出
所和社区，落实物业对该户情况高度关
注，加强进出人员的人脸识别管理，确保
施暴人不能进入受害人居住的小区。

区妇联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安心驿站”
的监测预警和“反家暴联盟”的联动协作，可
以有效防止家暴“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首席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最近温暖的阳光加上
舒适的气温，秋高气爽人舒畅。不
过，这般好天气已屈指可数，因为月
底前后就要换季了。

我区常年平均入冬时间在11月
下旬，上一次寒潮抵达（21日）时，就
有小伙伴在问：这次寒潮会让萧山入
冬吗？答案很明显，寒潮还算“手下
留情”，来得慢，去得快，11月23日
气温就开始回升，“连续五天日平均
气温低于10℃”的入冬标准，也就难
以达到了。珍惜本就短暂的美好秋
色吧，下一波冷空气已在赶来的路
上，预定月底到达。

区气象台预计，今天依然晴朗，
27—28日云逐渐增多，阳光总体还
不错，最高气温17℃—18℃。29日
暖湿气流打个酱油，带来小雨，不见
太阳。30日冷空气驾到，北风增大，
天气转晴，气温下降，冬天的感觉又

来了，意味着秋天的终结，冬天的开
启。12月1日至2日是大晴天，但气
温还要创新低，最低0℃，最高也就
10℃出头。

最近的连晴虽好，但也带来了生
活里的一些小烦恼：开个门——“触
电”了；握个手——“来电”了；脱衣服
——“闪电”了；就连梳下头发，都“导
电”了！这无处不在的静电，归根到
底还是因为空气过于干燥。自22日
转晴以来，湿度直线下降，最小湿度
只有24%。

为什么湿度小的情况下静电会
这么厉害？其实人在运动时本来就
很容易带上电荷，像人的皮肤、头发
都储存了相当大数量的静电荷。如
果周围湿度大，那么体表吸附了水分
子降低了绝缘性，便于静电泄漏；但
湿度小的情况下，静电荷就在体表不
断累积。我们在做开门、脱衣服、握
手、梳头发等动作，其实是身体累积
了静电之后对外放电的结果。

关爱生育妇女 浙江产假延长至158天以上
同时增设育儿假、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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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合适的场所和专业适老化沐浴器具，天气转凉后有些老人面临洗澡难问题，杭州市萧山区吾
爱吾老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助浴公益创投项目，在进化、所前、河上等镇顺利开展，已有200多位老人享受到
了优质安全的洗浴服务。

通讯员胡思红摄

国际反家暴日 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说“不”

近日，萧山新光艺术团组织演职人员30余人前往紫荆园，为老年朋友送上了
一场精彩的公益演出。

通讯员徐金花摄

新一轮冷空气30日抵达

文/摄首席记者项亚琼
通讯员 李嘉琪 楼丹瑜

本报讯 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
新就业群体，可以说是大家在都市生
活中非常“亲密”的人。为了更好地
联结先锋骑手，拓展社区基层治理的
新触角，近日，在金城楼宇社区党支
部、金稼苑社区党总支和盒马配送团
队的共同努力下，北干街道充分发挥

“北极星党建联盟”之力，探索出了一
套“先锋三进”工作法，并率先在金稼
苑社区新白马公寓推行。

什么是“先锋三进”工作法？配送
门禁卡，方便进小区；骑手配送图，快
捷进楼道；治理合伙人，宣传进家门。

为方便先锋骑手进小区，街道专
门为盒马配送团队制作了“配送门禁
卡”，负责此块区域的盒马小哥只需
刷卡即可进小区，省去了繁琐的登记
步骤，让配送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让
小区居民能够尽快拿到所需商品。
同时，为解决骑手进小区后找不到路
的烦恼，在小区门口放置了“骑手配
送图”，骑手小哥只要看一眼地图，就
能马上找到对应楼道，省去了问路的
麻烦，有效节约了配送时间。

在诚邀先锋骑手到社区报到，成
为社会治理“合伙人”的同时，街道和

社区也在积极探索先锋骑手参与社
会治理的途径。这次还特别制作了
一批反诈宣传贴，可贴于配送袋上，
方便小哥及时将最新诈骗类型、诈骗
手段和防范知识送到居民手中。

通过“先锋三进”，北干街道希望
先锋骑手参与社会治理的脚步不止
走进居民的“家门口”，更能走进居民
的“心坎里”。

据了解，为关心关爱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今年以来，北干街道针对
快递、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推
出了暖心“五招”，从“建设先锋骑手
驿站”“提供暖心特色服务”“讲好先
锋骑手故事”“党建联盟助力成长”和

“邀请参与社会治理”五方面入手，传
递小城大爱的同时，也以“暖蜂”促

“先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合力发展的“北干路径”。

■记者蒋超通讯员萧法

本报讯 临时租借“道具”，只为
多“赚”赔偿款，看似天衣无缝的“剧
情”，实则已经触犯了刑法。日前，萧
山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
判一起诈骗案，被告人高某因骗取拆
迁补偿款构成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2018年 1月，杭州某公司负责
人高某为骗取拆迁补偿，向富某临时
租用外圆磨床等9台机器设备，放置
于其经营的公司厂房内。拆迁评估
时，高某向评估人员谎称该批机器为
公司持有使用，最终该9台设备被列
入评估补偿范围，高某则非法获取设
备搬迁补偿款163756元。

有关部门在调查相应事项过程
中，发现了高某等人涉嫌骗取财产，
具有诈骗嫌疑，后将该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侦查。案发后，高某接到公安机
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
其骗取拆迁补偿款的事实，并全额退
赔赃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高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鉴于被告人高某具有自首、认
罪悔罪等情节，且已全额退赔赃款，
综合考虑其认罪态度和犯罪情节，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拆迁补偿是拆迁单位
依照相关规定向被拆迁房屋的所有
权人或使用人支付补偿款的行为，其
根本出发点在于弥补被拆迁人损失，
往往所涉金额较大，且其补偿标准及
范围具有严格的规定。

本案中，高某为多获补偿款，将
临时租用的机器设备放置于公司厂
房内，评估完成后再搬离返还，突破
了法治底线，必然受到法律制裁。

骑手小哥助力社区治理

骗取拆迁补偿款 自导自演被判刑

爱心助浴

为老年人送道“艺术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