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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母婴设施广泛覆盖 保护哺乳期女职工权益

美国将12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

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计划提出
到 2025 年，母婴家庭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以上，公共
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上

计划明确
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 万人
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疗机构、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建立
服务功能适宜的独立母婴室

计划指出
用人单位要切实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规定，确保女职工享受产
假、
生育奖励假，
合理安排哺乳期女职工的哺乳时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
展父母育儿假试点，
合理确定父母育儿假待遇，
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计划强调
对哺乳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
为其安排 1 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
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
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
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予以辞退或解除劳动（聘用）合同
制图/张昕

在最近一次实兵对抗中，面对蓝
军多重设障、层层阻击，参与攻坚任
务的第 71 集团军某合成旅“王杰班”
车组顶住强大火力，直插纵深，帮助
后续部队进攻成功撕开突破口。
56 年前，王杰在组织民兵埋排雷
训练时，现场突发意外。生死瞬间，
为保护他人，王杰用生命践行“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
誓言。
56 年来，王杰精神激励着英雄部
队不断创造辉煌。

10余万字日记是践行
“两不怕”精神的生动写照
王杰，1942 年出生，山东省金乡
县人。1961 年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
装甲兵某部工兵营一连，连续 3 年被
评为
“五好战士”
，2 次荣立三等功。
1965 年 7 月 14 日，班长王杰在组
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
炸。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 12 名民
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
向炸药包，献出了 23 岁的年轻生命。
王杰舍己救人牺牲后，他生前所
在班被国防部命名为
“王杰班”。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国家卫
健委等十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母乳喂
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
》。计
划提出，
到2025年，
母婴家庭母乳喂养
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以上，公共
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上。
母乳喂养有益母婴健康，可以促
进婴儿体格和大脑发育，增强婴儿免
疫力，减少成年后肥胖、糖尿病和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母亲产后
出血、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计
划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前 6 个月，倡导
纯母乳喂养，6 至 24 个月的婴幼儿，
在科学添加辅食的同时，鼓励母亲继
续进行母乳喂养。
针对推进母婴设施广泛覆盖，计
划明确，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
超过 1 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 万
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疗机构、
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建

立服务功能适宜的独立母婴室。促进
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托育机构设
立哺乳室，提高配备率。引导托育机
构设置与招收婴幼儿数量相适应的母
乳接收和储存设施，强化托育机构儿
童营养喂养工作指导。
促进母乳喂养需要保障女职工哺
乳时间及期间工资待遇。计划指出，
用
人单位要切实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相
关规定，确保女职工享受产假、生育奖
励假，
合理安排哺乳期女职工的哺乳时
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
假试点，合理确定父母育儿假待遇，健
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据了解，
目
前福建、
江西等多省份已经出台了育儿
假相关规定。
此次计划还特别提出了鼓励灵活
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用人单位
应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采取多种措
施为哺乳期女职工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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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广大官兵不断精武强能，提升实
战技能，在强军路上留下一串串闪亮
足迹。
王杰精神激励官兵勇攀高峰。
“王杰班”率先在全旅开展“减员战斗
训练”，成为集团军首个“减员至 7 人
不 影 响 战 斗 ，减 员 至 5 人 可 继 续 战
斗，减员至 2 人能坚持战斗”的装甲
步兵班，赢得了走向未来战场的“资
长王大毛，刚转岗装甲步兵专业时是
格证”。
个地道的“门外汉”，他坚持像王杰当
王杰精神激发训练热情。旅队
年“专挑坚硬的坦克道挖雷坑”一样
官兵纷纷向“王杰班”看齐，跟“王杰
苦 练 硬 功 ，很 快 熟 练 掌 握 了 必 备 技
班”PK。特别是新体制运行以来，这
能，能操作 10 种轻武器。
个旅瞄准战场，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
“王杰”
涌现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手段，
从难从严摔打磨练部队。
2020年夏天，
洪水肆虐，
九江、
淮南
王杰精神加速战斗力提升。旅
先后告急，
王杰部队2000余名将士星夜
队捷报频传，先后在陆军各项比武中
驰援，
辗转近千公里，
在人民群众与洪魔
摘金夺银。
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
时光流逝，
精神永恒。50 多年来，
一直以来，王杰部队官兵们勇救
王杰精神在一代代官兵中落地生根，
落水群众、扑救山火、扶贫帮困的英
开花结果。他们争当王杰传人，用王
雄事迹不断涌现。
王杰精神是部队战斗 杰精神凝神聚魂、精武强能、练兵备
战，
不断书写着王杰精神新篇章。
力提升的“加速器”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
者刘小红）
50 多年来，王杰精神，历久弥新，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精神述评

当兵 4 年，王杰写下了 350 多篇、
10 余万字的日记。应征入伍，王杰写
下了第一篇日记——
“人一生，能服
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服兵役是第
一志愿。”
服役期间，王杰刻苦训练，仅两
年就考取了工兵五大专业技术“满堂
红”，第三年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郭
兴福式”
教练员。
1965 年，王杰在日记中写下“我
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
畏的人”。仅仅两个月后，他用自己
的生命践行了铮铮誓言。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到第 71 集团军视察时强调，王杰精神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

宝 贵 精 神 财 富 ，要 学 习 践 行 王 杰 精
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王杰精神是众多新“王
杰”涌现成长的“催化剂”
英雄从未走远，
他的精神永远传承。
王杰生前所在连每次点名，呼点
的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每逢
重大任务前后，官兵都要整齐列队，
向老班长宣誓、汇报。
“这是一种纪念和景仰，
更是一种
传承和激励。”旅政委汤炜说，旅队始
终注重用王杰精神建队育人。
正是这种传承弘扬，
王杰精神成为
众多新
“王杰”
涌现成长的
“催化剂”
。
“王杰”
涌现在战位上。
“王杰班”第 31 任班长、三级军士

计划提出，对女职工休完产假，自
愿申请提前返岗的，可以由用人单位
与职工协商，采取工作半天或隔天工
作等多种灵活方式累计使用其应休未
休生育奖励假。哺乳期女职工的哺乳
时间可以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通
过相应缩短每天工作时长、在工作时
间内分段使用、采取弹性上下班等灵
活方式予以安排。有条件的用人单位
可结合工作岗位实际，对符合条件的
哺乳期女职工采取居家办公等远程工
作方式解决其哺乳困难。
计划强调，
对哺乳未满 1 周岁婴儿
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
动时间内为其安排 1 小时哺乳时间；
女
职工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 1 个婴儿
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
哺乳时间视
同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不得因女
职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予以
辞退或解除劳动（聘用）合同。

外交部：中方保留反制权利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董雪 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
方屡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
压中国企业，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保
留对美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 27 个实体和个人列
入所谓“实体清单”，其中包括 12 家中国企业。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美方屡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
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严重损害中国
企业利益，肆意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
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可谓已经
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他说，中方坚决
反对美方有关举措，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中
方保留对美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

外交部：

世界上搞各种胁迫
最多的国家正是美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朱超 董雪）
针对美国官员日前发表涉华消极言论，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 25 日表示，世界上搞“经济胁迫”
“军
事胁迫”
“人质胁迫”等各种胁迫最多的国家正是
美国，他正告美方个别政客，在国际上搞小圈子、
歪曲事实诬蔑中国，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23
日，美国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就第二届
“美台经济
繁荣伙伴关系对话”
成果接受采访称，
美台将创造
私营部门接触，确保双方受益于深化经济联系。
美向台阐明了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举措，包括向
立陶宛、澳大利亚等被胁迫国家提供道义支持，并
在中国取消向相关国家提供出口信贷时取而代
之。美坚信华为技术不安全，因为它依赖和受制
于中国政府，已经与其他国家讨论华为技术带来
的风险及替代方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同
台湾当局开展官方往来，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美国个别人士应立即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
论，停止向
“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赵立坚指出，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
家力量，甚至通过编造谎言等手段肆意打压别国
企业，
手段层出不穷。世界上搞
“经济胁迫”
“军事
胁迫”
“人质胁迫”等各种胁迫最多的国家正是美
国。胁迫的帽子扣不到中方头上。
“我们正告美方
个别政客，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歪曲事实诬蔑中
国，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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