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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1〕4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
建设的需要，依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
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
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
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
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三亚市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琼府办
〔2020〕21 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以“限房价、竞地价”方式挂
牌出让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A-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
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21〕112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
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
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A-01地块，
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8552.56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8546.88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
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代码：R21），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拟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
2020年8月31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
A-01、A-02、A-03、A-10和A-13地块内约63.71亩用地具备净
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A-01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
记”工作已完成。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
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
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天涯区人民政府。目前
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
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
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
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根据2020年9月25日，三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出具三亚智谷产业园区控规A-01、A-02、A-03、A-
10和A-1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工作有关情况的复
函》（三住建函〔2020〕2792号），确定该宗地建成后的安居型商品住
房销售价格为14000元/平方米。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
见下表：（附表：详见文末）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
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通过，该宗地土地评估单价为8050元/m2（折合
536.67万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6884.8108万元。该宗地在办理
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及征收手续时，占用农用地0.8552公顷(不涉
及耕地)。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
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为29.9320万元。同时，根
据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适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第二条规

定，三亚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为42元/平方米，
该宗地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35.9184万元。综上，该宗
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
6950.6612万元。因此，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6951万元。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三亚智谷产
业园区控规A-01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拟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对应土地用途
为城镇住宅用地（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属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
该宗地的投资强度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出让控
制指标。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二）销售对象及开发建设
要求。1.根据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出具三亚智谷产业园
区控规A-01、A-02、A-03、A-10和A-1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工作有关情况的复函》（三住建函〔2020〕2792号），该宗
地建成后的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对象为：优先保障园区符合安居型
商品房申请条件的本地居民及引进人才，如有剩余房源可面向全市
符合安居型商品房申请条件人群销售。项目销售对象由三亚市住房
保障管理中心根据相关规定审核确定。2.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签订《海
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
责任。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
低于50%，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要求执行）。4.该宗地项目实行现房、精装修销售，具体
装修方案及样板房应征得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同意，并按照该
中心同意的装修方案及样板房标准执行。其装修标准不低于《三亚
市安居型商品住房涉及建筑安装、装修、环境建设相关要求》。项目
配套商业归竞得人所有，地下停车位归全体业主所有，不得进行分割
或整体销售。5.该宗地竞得人应按照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
的规划指标及项目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及建设，其最终方案须经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审批的方案为准。
6.根据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控规要求，竞得人须按照国家、行
业管理规范要求建设幼儿园、会所等配套设施，建设完工验收合格备
案后，须无偿移交给市政府或其指定单位。同时，其须负责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
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展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安居型商品住
房项目，为保障项目建设品质，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满足以下条
件：1.须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提供
由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颁发的证书）；2.需有采用装配式方式
建造项目的经验（提供项目相关报建或竣工验收备案的材料）。同
时，竞买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按

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琼府办〔2020〕21号）及地块的规划要求，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同时，按照三亚市城市规划和“双修双城”工作要求，该宗地
须与我市精品城市及精品项目建设相衔接，在该宗地上建设安居型
商品住房精品小区、精品住宅、精品配套设施等，并在项目施工过程
中对建筑工程实行智能化管理。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住房保
障管理中心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
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根据2020年2月15日
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台的《三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项目建设的
政策措施》第三条“新出让土地可按‘招拍挂’出让起始价的20%确
定竞买保证金”的规定，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391万元整（即
挂牌出让起始价的2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
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出具初审文件的截
止时间为 2021年 3月18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
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
价款。同时，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30日内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1年 2月25日至2021年 3月24日到三
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
《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
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3 月 24 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
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在2021年3月24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21年 3 月
15 日09时00分至2021年3月26日09时3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
则：本次挂牌出让采取“限房价、竞地价”方式公开出让,安居型商品
住房建成的房屋销售价格定为14000元/平方米。具体确定竞得人
程序如下：1.竞买人申请参与竞买。通过竞买资质审查且按照挂牌
出让公告规定时间缴纳完竞买保证金后，竞买人方具有竞买资格。
竞买人在挂牌期间，须在挂牌出让起始价的基础上进行书面报价，竞
价幅度为1万元或以1万元的整数倍递增。2.仅有一位具有竞买资
格的竞买人参与竞买，且其最高报价高于或等于土地出让底价，则该
竞买人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3.两位或两位以上具有竞买资格的
竞买人参与竞买，如其最高报价高于或等于土地出让底价，则报价最
高者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当竞买人持续竞价达到该宗地评估地
价的126%时（即本次土地出让最高限价8675万元），则现场转入以
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按照摇号规则，摇号中签者即为该宗地使用
权竞得人。但仅有一位竞买人愿意参与现场摇号，其余竞买人选择
放弃时，则申请摇号的竞买人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六）本次竞买
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
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
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
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
有限公司；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
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2日

控规
编号

A-01

合计

备注：控规A-01地块车位数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m2）

8552.56

8552.56

用地规
划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用地代码：R21）

/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安居
型商品住房用地）

/

使用
年限
（年）

7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8

/

建筑高度
（m）

≤36

/

建筑密度
（%）

≤30

/

绿地率
（%）

≥40

/

建成房屋
销售价格
（元/m2）

14000

/

评估单价
（元/m2）

8050

/

评估总价
（万元）

6884.8108

6884.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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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岩茶”该休矣

近年来，部分武夷岩茶价格上涨明显，
从每斤数千元、上万元涨至十几万元甚至数
十万元。春节期间，记者调查发现，“天价岩
茶”愈演愈烈，有的还打着“非卖品”名义“天
价”出售，成为热门高端礼品，并滋生回收、
代售等变现业务。

“天价岩茶”乱象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
“关系文化”和“送礼文化”等不良风气在作
祟。少数人在畸形利益驱动下，把岩茶“炒”
成“办事茶”“送礼茶”，导致其价格严重背离
价值，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滋生腐败现象，带
坏社会风气。对“天价岩茶”现象不能等闲视
之，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从市场和官场两个
方面着手，剖析乱象根源，并采取必要的行
动，清除滋生乱象的土壤，维护正常的市场秩
序，严肃社会风气。 （图/朱慧卿 文/魏燕）

图说辣论

春节“消费热”发展“牛劲足”
■ 张成林

■ 范子军

对诋毁英雄行径
坚决零容忍

来论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2月
20日发布通报称，网民“辣笔小球”发布
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贬损5名卫国戍
边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目前警方已对仇某某以涉嫌寻衅
滋事罪刑事拘留。

“身后既是祖国，我们无路可退！”
“宁可向前十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在
维护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和边境地区和平
安宁的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涌现出一
大批热爱和平、忠诚使命、捍卫正义的英
雄官兵，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
远、王焯冉等英雄们用热血和青春守护
祖国山河、筑起巍峨界碑，铮铮铁骨永远
镌刻在喀喇昆仑高原。

人民英雄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灵
魂、社会的标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敬
畏英雄、关爱英雄，是社会必须恪守的价
值导向和文明底线，更是每个公民最起
码的道德良知和行为守则。把无知当个
性，标榜另类赚流量，或出于其他不可告
人的目的，肆意诋毁英烈、混淆视听，损
害了英雄形象、伤害了民族情感、亵渎了
爱国之心、逾越了道德底线、触犯了法律
红线，人民不答应、法律不容忍。

一段时期以来，诋毁、亵渎英烈的恶
劣个案时有发生，也无不受到公众舆论
的无情批评。“辣笔小球”事件再度敲响
警钟，英烈不容诋毁，法律不容挑衅，恶
意贬损、侮辱英烈令人不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个有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祖国万里江山需
要英雄捍卫，人民幸福安宁需要英雄守
护；崇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尊崇、爱护
国家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对任何蔑视、
诋毁英雄的行径必须始终旗帜鲜明、毫
不含糊保持零容忍。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春
节期间，海南的消费情况如何？不妨先看
一组数据——

春节间，海南离岛免税店 7 天销售额
超15亿元，较2019年春节假期实现翻番；
全省邮政快递业累积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超210万件，相比2020年春节期间增长约
129%；餐饮市场生意红火，海口市限额以
上餐饮服务单位超八成开门迎客，餐饮企
业销售额较去年春节增长 95.2%；全省春
节档总票房累积超6190.5万元，较2019年
增长4.6%……多个数据显示，无论是商品
消费，还是服务消费，不少行业都迎来“开
门红”。

火爆的数据，红火的消费，见证着蓬勃
的活力，蕴藏着发展的潜力。以“邮寄送
达”方式选购免税品、租一艘游艇体验海上

休闲、寄一箱年货向亲人遥致祝福、选一
处特色民宿体验节日休闲……春节假期
间，网购年货、云端过节、到家服务、近郊
游玩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多样化、个性
化、品质化的消费新亮点新业态新方式不
断涌现。同时，在“就地过年”趋势下，很
多人的春节消费由跨地域消费转变为本
地消费，留在了海南，为自贸港建设增添
了新动能。透过一连串消费数据，我们不
仅能感受到广大群众的消费热情，还可感
知到海南消费升级的步伐，更可体验到海
南自贸港的独特魅力。

春节消费的走热，固然与年货选购等
传统习俗有关，固然与“就地过年”倡议有
关，但更多的则在于海南服务保障能力的
提升，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努
力。近年来，海南狠抓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为推进消费回流下了很大功夫。例
如，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效应，将离岛免税
店增至9家，并完善提货方式；加快推进环

岛旅游公路建设，为游客们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提供便利；加快信息化建设，提
升公共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加大快递物流
体系建设，更好地满足人们网络消费需求
……春节间，“逛、买、玩、吃”的火热图景，
正是海南旅游消费发展的生动缩影。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消费的“开门
红”，给我们带来了“好兆头”，说明海南发
展“牛劲十足”。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到，当前，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
济复苏过程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
然较多，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我们依然面临
巨大挑战。能否把火热的“年经济”转变
为这一整年的“牛经济”，关键要看我们能
否乘势而上、提振信心、鼓舞干劲，在解放
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中，增强消费能
力、优化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持续推
动消费扩容提质。

值得欣喜的是，诸多利好政策还在持

续释放。春节前夕，商务部接连发文，对
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以及全方位促进
汽车消费等进行部署。省两会着眼打造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交汇点，作出了对
内对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对外吸引全球
优质资源集聚的部署，并明确了未来五年
吸引购物回流、求学回流、就医回流的具
体数额。随着促消费政策的落地显效，以
及更多政策的出台，预计海南消费市场将
进一步火热起来。利好形势下，只要迎难
而上、抢抓机遇，创造性推进各项政策加
快落地，就一定能够将春节消费的良好势
头延续下去，进而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汇聚
磅礴动能。

牛年春节显“牛气”。伴随着这祥和乐
观的好态势，让我们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
牛力，埋头苦干，奋力拼搏，推动海南成为
国内外消费承接地、流量聚集地，成为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部分网友认为：请一个保姆，
一个月就得好几千，一个全职太太
结婚几年才给5万块钱的补偿？5
万元的离婚补偿，的确不算多，但
将离婚补偿标准套用保姆的工资，
是不是歪了楼？是法律在强化“有
偿家务”吗？

民法典意在补偿离婚中付出
更多的一方，让更多承担了抚育子
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
等义务的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得到
倾斜性补偿，这是在夫妻平等、男
女平等的基础上做出的微调，并不
是“家务有偿化”。将这样的补偿
类比保姆工资标准，并不合适。

民法典明确“夫妻在婚姻家庭
中地位平等”，夫妻“共同承担对未
成年人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义
务”。做家务、抚育孩子、赡养老人，
是夫妻双方共同义务，不存在所谓的

“男主外，女主内”，男方同样有义务
做家务、带孩子，也不存在将“家务有
偿化”，这样只会撕裂家庭根基。

在男女平等、夫妻共同承担家

务的原则下，民法典做了细化的规
定，尊重现实的社会家庭形态，体
现的是最朴素意义上的公平原则，

“付出多的，多补偿”，不能将其曲
解成“家务有偿化”。

有 的 网 友 执 着 于 5 万 元 太
少。其实，离婚本来就是在“分蛋
糕”，离婚时能分配的财产也在家
庭财产的“蛋糕”之内。本案中，法
院判决男方给付女方家务补偿款
5万元，也是综合了双方的收入水
平、家庭财产情况等因素，不可能
参照保姆工资标准。

离婚诉讼中补偿“承担更多义
务一方”，体现的是对原夫妻关系中
付出更多一方的照顾，体现的是民
法典对细节公平的精细调整。要看
到，这种补偿是在夫妻关系破裂的
基础上做出的事后补偿，而不是家
务劳动异化成保姆工作，更不是将
婚姻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雇佣
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补偿标准，
要在更多的司法实践中慢慢摸索。

（摘编自《光明日报客户端》）

亲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你好，李
焕英》就是这个春节档期一部讲述亲情故事
的电影。导演贾玲以真实人生为蓝本，借一
系列令人又哭又笑的故事，倾诉了对忽然离
世的母亲李焕英深切的怀念，表达出“子欲
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
份深深的遗憾，对于贾玲来说，就是“母亲去
世后，即便我上了春晚，我能嫁得很好，我再
怎么怎么样，我都始终很难开心起来。”母亲
的忽然离世，是贾玲心底永远的痛。贾玲“掏
心窝”打磨的剧本，是写给母亲的一封深情情
书。这封情书的最动人之处，正如一位网友
所说，“你以为你已经很爱妈妈，但妈妈远比
你想象中的更爱更爱你。”

影片中，身为女儿的贾晓玲宁愿“牺

牲”自己，也要让母亲重选人生，过上另一
种幸福生活，勇气令人感动，而母亲那句

“我觉得我这辈子过得特别幸福，怎么就不
相信我呢”更令人动容。对于母亲而言，女
儿就是母亲最大的幸福。母爱如此无私，
毫无保留，不求回报，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遗憾增添了一份悲情的色彩，让所有有
着同样经历的人不能不触发共鸣，心底那
份永远的痛，再一次清晰而尖锐起来。

女儿与母亲对幸福生活的不同定义，
对亲情的不同理解，是造成影片中一系列
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导致
现实生活中贾玲对母亲突然离世久久无法
释怀的关键因素。因为不懂，所以觉得自
己的平凡，辜负了母亲的期待。谁能知道，
母亲最大的期待，并不是子女的荣华富贵，
而是健康快乐。

当最终读懂母亲的良苦用心，明白

母亲是在无怨无悔成全自己，用尽全力
帮助自己弥补心底的缺憾的时候，贾晓
玲一路狂奔，哭得撕心裂肺，那一幕，让
不少人泪奔。读懂母爱如此姗姗来迟，
心底的痛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懂你”，
却也失去了你。母女之情在这一刻被推
向最高潮。

读懂母亲，就是救赎自己。幸运的是，
贾玲在痛失母亲之后，潜心创作出《你好，
李焕英》，纪念亲爱的母亲，回报无私的母
爱。以自揭伤疤的方式，与母亲再一次深
情告别。“你好，李焕英。”母女之情不再是
单向的一厢情愿，而是双向奔赴。“懂你”，
是最深情的告白。与一路飘红的票房相
比，这样一份释怀，对于贾玲来说，同样难
能可贵。

别让“懂你”姗姗来迟，别让等待太漫
长，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多些陪伴吧。

别让“懂你”成遗憾
■ 韩慧

漫评

全职太太离婚家务补偿
你怎么看？

近日，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首
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全职太太王某
在离婚诉讼中称，因承担大部分家务，故提出要
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丈夫陈某离
婚；同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

离婚家务补偿贵在厘清家庭责任
■ 李英锋

北京房山法院支持王某的家
务补偿诉求，对于界定家务劳动的
法律性质和价值、呵护婚姻关系公
平、促进男女平等都具有积极的司
法意义和社会影响。

原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
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
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
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
偿。揆诸现实，夫妻以书面方式约
定财产AA制的情况并不多见，因
此，家务补偿的适用门槛较高，适
用范围很窄，作用有限，形式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民法典删去“夫妻
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归各自所有”这一前置条
件，使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门槛降
低，适用范围变宽。离婚家务补偿
成了一种普适性的法定权利。

家务劳动不是夫妻中哪一方的
独角戏，而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

这种责任是平等的，也是连带的。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补
偿条款不会被“触发”。但到了离婚
时，就需要明算账。对家务责任“份
额”进行事后计算分配，体现了家务
责任的平等性，有利于呵护婚姻关
系的公平，引导家庭成员或夫妻对
家务责任合理分工，塑建和谐健康
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家务劳动补
偿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推
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在婚姻家庭
关系乃至社会中的独立人格地位。

保护弱者是调整婚姻家庭关
系的一项法律原则，“家务劳动补
偿”法律规则及其适用过程中的司
法实践符合保护弱者原则，与法律
的其它保护条款相呼应。

说到底，家务劳动是平等的劳
动，是有价值的劳动，也是有“责任份
额”的劳动。我们乐见更多家务劳动
补偿案例出现，也希望随着司法实践
的积累，家务劳动补偿的标准日益公
平合理，制度日益成熟完善。

离婚补偿不是“家务有偿化”
■ 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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