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今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以来，各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28日，已有20多个省份完成修法或启动修法，其中延长产
假、增设育儿假、发补贴成为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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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个省份密集推出激励措施

鼓励生娃还需从哪些方面发力？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为 98
天。“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相较
于“全面二孩”时期，此轮多地修改的
条例绝大部分都进一步延长了产假，
多为增加60天。

浙江还对产假期限分类作出规
定，明确女方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
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省计生条例修订
草案提出，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
半年奖励假。

育儿假也是一个新亮点。新版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支持有
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多个
省份据此新设育儿假，假期天数集中
在每年5至15天。

上海、浙江、黑龙江等地规定，子
女3周岁前夫妻双方每年均可休育儿
假，安徽放宽到6周岁前。重庆还设
置了两种育儿假模式，夫妻双方可根
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

除完善休假制度外，一些省份还
在修法中规定设置育儿补贴。

黑龙江规定，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
对依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
应当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并适当向边境
地区、革命老区倾斜，具体办法由市级
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省级财政可以给
予适当补助。北京规定，建立与子女数
量相关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未成年子
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的，可以纳入优先分配范围，并在户型
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在省级层面修改计生条例的同
时，目前已有一些市县推出“自选动
作”，政策涵盖完善生育服务、减轻家
庭负担等多个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对生育家
庭补贴范围较广。甘肃临泽县今年9
月出台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共提出发放生育津
贴、育儿补贴、保教补贴、购房补贴等
11条具体扶持措施。如对生育二孩、
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规定在该县
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政府补
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
品房时给予3万元政府补助。

记者在多地采访的家庭普遍对
生育配套措施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于
减轻育儿负担。与此同时，很多人对
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表示关切。

不少地方出台的措施中都对延长
产假、育儿假期作出规定，有的还明确
休假期间工资、奖金、福利与在岗职工
同等待遇。“政策有了，但企业在用人时
对育龄女性会更严苛，这意味着女性在
职场的困难更大了。”一位女士坦言。

“现在婚假、产假、护理假都在延
长，加上新增的育儿假，一个育龄员
工如果多次生育，其休假时间将持续
数十个月。”四川一家小型民营企业
的负责人说，这对企业是一个考验。

深圳民间智库因特虎创始人黄东
和说，落实新政策对于大多数中小企
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新增人力成本。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曲文
勇说，政策切实落地，要考虑企业付
出的成本。各地不仅要监督休假制
度执行，更重要的是构建一套合理的
休假成本分担机制，让用人单位愿意
支持休，婴幼儿父母敢于休。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
卫委副主任委员黄小华建议，应抓好
修改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施效
果的监督检查，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
过执法检查、执法调研、听取专项工
作报告等形式，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
联动，促进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政府补贴如何到位？甘肃临泽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闫克义说，
补助资金将从2022年起纳入财政预
算，多渠道筹措解决。近期，当地对
意见出台以来至10月底期间出生的
新生儿进行了摸排，有74户新生儿家
庭符合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发放条
件，近期将陆续发放到位。

针对个别地区已出台给二孩、三孩
家庭逐月发放育儿补贴金的政策，专家
认为，相关措施应量力而行、因地制宜。

“要看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社会福利配套不同，也会导致生
育意愿不均衡。”黑龙江省政协委员赵
坤宇说，各地在出台政策时应从地区
实际出发，避免盲目跟风或“一刀切”。

除了对假期、补贴等政府硬核政
策的期待，多位受访家长还表示，期
待破解“敢生不敢养”的难题——目
前出台的政策更多集中在生育领域，
在养育方面尚较为笼统。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新生代父
母对婴幼儿托育的需求不断增长，但
托育机构数量偏少、价格较高，普惠
型托育机构匮乏，不少家庭陷入“想
送托但送不起、不敢送”的困境。

重庆市民小张是一名1岁男孩
的家长，夫妻二人都是全职工作，双
方父母年事已高，帮带孩子很吃力，
急需托育服务。周边社区有一家条
件不错，但每月收费5000多元，“我
们两口子月收入也就1万余元，还要

还房贷，这个价位承受不了”。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

玉整认为，激发生养意愿是一个需要
全社会理解并参与的系统工程，要啃
下教育、住房、医疗等“硬骨头”，切实
减轻生育多孩家庭负担。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王里克认
为，加大托育服务供给是现阶段最
为紧迫的着力点之一，应大力鼓励
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
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
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
种形式的服务网络。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李超等专家建议，应推进教育公平与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大力执行学位随

机分配原则，推动各片区间教育资源
更均匀分布；还可探索实行差异化的
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建立从怀
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
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

专家同时表示，加大医疗投入，
保持房价长期稳定，是降低抚养直接
成本的关键举措，应通过持续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
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
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
民住有所居。

（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 记
者周闻韬 闫睿 王博 袁慧晶 詹奕
嘉）

多地联合“围剿”“加拿大一枝黄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外来入侵物种为何治理难？

近期，多地联合
“围剿”外来入侵物种
“加拿大一枝黄花”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

外来入侵物种会
给我国生态安全造成
何种威胁？自然传播
外哪些因素加剧了外
来入侵物种蔓延？如
何提升治理效能、斩断
传播链条？新华社记
者就此展开调查。

根据《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我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
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
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219种
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加拿大一枝黄花’，快
过来。”近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园
林园艺学院发起一场保护生态环境
公益行动，学校师生追踪校园内外

零星散发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共
发现20余株，并全部铲除殆尽。

湖北省农科院植保土肥所副研
究员褚世海告诉记者，“加拿大一枝
黄花”是来自北美的菊科植物，它繁
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生态适应性
强，目前在我国没有天敌制约，并可
产生化感物质，抑制其他植物的生
长，很快就能形成单一种群，可谓

“我花开后百花杀”。有资料显示，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侵已经造成
上海30多种本土物种消失 。

“不速之客”还有红火蚁，它是
我国农业、林业和进境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也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
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据农业农村
部年初监测数据，红火蚁已传播至
全国12个省份。

草地贪夜蛾也是近年我国面临
的外来入侵病虫害之一。这种昆虫

偏爱玉米，能啃食80多种农作物。
在侵入我国后一年内，它就扩散至
20多个省份，影响上千万亩农作物
安全。

松材线虫病则是一种以松墨天
牛为传播媒介的植物疫病，可致被
感染松树枯死，号称松树“癌症”。
国家林草局今年3月发布的公告显
示，松材线虫病已经迅速蔓延扩散
至全国17个省份。

我国有关部门历来重视治理外
来物种入侵问题，但由于部分基层
防控体系薄弱，涉疫产品监管上存
有漏洞，治理效果往往不如预期。

记者调查发现，相关问题治理
难。一方面，跨境电商和国际快递
行业的兴起，使外来物种入侵渠道
多样化；另一方面，部分外来物种可
用于牟利，因此一些地方还出现人
工种养，加剧了传播扩散。

锈色棕榈象属外来高危性检疫

性害虫，目前已入侵到广东、广西、
海南等多省份。就是这样一种高危
外来物种，却被部分养殖户当作具
有高营养值的“竹虫”进行大规模人
工养殖销售。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
了解到，2021年广西共排查发现锈
色棕榈象养殖户1095家，涉及13个
市82个县区，调查存量达3363.22万
只。目前，广西有关部门已对人工养
殖锈色棕榈象进行了处置。

锈色棕榈象养殖产业链中，农
户、合作社、企业都有涉及。一些
养殖户在养殖之前甚至不知道这
是检疫性害虫。而部分养殖户即
便有所了解，仍在高利润诱惑下铤
而走险。

植物检疫条例等规范规定，划
入松材线虫病疫区内的松树禁止
砍伐售卖。涉疫木材一旦流入市
场，将会成为松材线虫病的传播源
头之一。但记者发现，在广西疫区

之一的桂平市，今年以来就刑事立
案乱砍滥伐松树案件25起，刑事起
诉14人，打击处理违规加工疫木企
业2家。

此外，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
研究所教授时坤提醒，当前各地“爬
宠”“异宠”生意火爆，其中风险不
小。像巴西龟等“横行霸道”的外来
入侵物种如被遗弃、“放生”、逃逸
等，将给我国本土生物种群和公共
卫生防疫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问题，农业
农村部等5部委于今年初印发《进
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
案》，这一方案明确要求：到 2025
年，外来入侵物种状况基本摸清，法
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基本健全，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基本形
成，重大危害入侵物种扩散趋势和
入侵风险得到有效遏制。

加大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记

者发现，不少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治
部门反映单位缺少“年轻血液”，技
术人员“捉襟见肘”。广西大学动物
科学技术学院动物疫病防治研究所
副所长黄伟坚认为，应夯实基层人
防能力，健全外来物种和动物疫病
人力监控网络建设，确保有充足、专
业的人力。

利用技术手段完善“早发现、早
预警、早应对”的监测预警网络。当

前，部分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主
要依赖人工实地巡查，在山区陡坡、
林地茂密区域则难以有效勘察。王
华生等专家建议，充分运用现代科
技网络优势，紧盯重点区域、关注重
点时段，突出重点物种，采用“空天
地”一体化、智慧化技术与手段进行
监测和检测。

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机制，
强化物流环节检验检疫，阻断外

来入侵物种蔓延“通道”。褚世海
认为，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绝不是
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事情，必须
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树立“一盘
棋”思想，推动部委协作、省际联
动，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全面排
查，加大防治经费保障，确保防治
工作常态长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黄耀滕 徐海涛 王自宸）

新华调查

多地延长产假60天，有的地方生二孩三孩买房有补贴

休假、补贴怎样真正落地？

期待教育、医疗、住房等配套政策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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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呈蔓延势头 农林产业受害不浅

为牟利“引狼入室”人为因素加剧入侵生物传播

强化人防技防 建立协同防控 斩断传播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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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联合印发

基本医保关系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彭韵佳
沐铁城）为进一步加强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管
理，促进参保人员基本医保待遇连续享受。国家
医保局办公室与财政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基
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明确了转移
接续的适用人员范围、线上和线下申请方式、办理
流程、有关待遇衔接等。

办法保障了跨统筹地区流动人员医保权益，
明确：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因跨统筹地区
就业、户籍或常住地变动，不得重复参保和重复享
受待遇，并按照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法还对转移接续的待遇衔接作出明确规定：
一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

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职工医
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
断期间的待遇可追溯享受；

二是已连续2年（含）以上参保的，因就业等
个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换参保
关系，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
定补缴基本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
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追溯享受；

三是各统筹地区可根据自身情况，对中断缴
费3个月以上的，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待遇享受等
待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法强调了职工医保缴
费年限累计计算，具体缴费年限按照各地规定执
行，要求各地不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
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绑定。

11月29日，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徐大堡
核电首批俄供大件设备顺利通关，即将运往几十
公里外的徐大堡核电站施工现场进行安装。徐大
堡核电站是中国东北第二个，也是迄今中国最北
的核电站。图为在葫芦岛港码头，徐大堡核电站
首批俄供大件设备被吊装到运输船上。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中俄合作徐大堡核电站
首批俄供大件设备通关

香港新增1例带有
奥密克戎毒株的输入病例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9日电（记者刘明洋）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29日在
疫情简报会上表示，除早前在检疫酒店检测出的
2例带有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肺炎输入
病例，香港再增加1例相关输入病例。目前香港
已发现3例带有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
但未流入社区。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介
绍，最新1例涉及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是一名37
岁男子，11月24日从尼日利亚经埃塞俄比亚及
泰国来港，一直无病征，住在北角一家检疫酒店，
其后验出带有N501Y变种病毒，29日样本基因
排序确定涉及奥密克戎毒株。患者曾在尼日利亚
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名单公布

《悬崖之上》领跑提名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国电影家协

会29日公布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名单。
其中，影片《悬崖之上》收获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奖
在内的七个提名，领跑影片提名榜。

除《悬崖之上》外，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提名的
还有《中国医生》《守岛人》《我和我的家乡》《我的
姐姐》《革命者》。张艺谋也凭借《悬崖之上》，与
《没有过不去的年》的导演尹力、《1921》的导演黄
建新和郑大圣、《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导演韩延、
《刺杀小说家》的导演路阳共同提名最佳导演奖。

此外，于和伟和张译凭借《悬崖之上》共同提
名最佳男主角奖，并将和刘烨、易烊千玺、郭晓东
竞争该奖项。刘浩存、刘敏涛、张小斐、张子枫
提名最佳女主角奖。获最佳男配角奖提名的是
朱亚文、刘培清、肖央、范伟、谢霆锋，最佳女配
角奖的提名则包括丁柳元、朱媛媛、刘佳、周也、
索朗旺姆。

贾玲导演的《你好，李焕英》在今年春节档创
造票房奇迹，也与于飞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
小人》、旦真旺甲的《随风飘散》、宝音格西格的《哈
日夫》一起，提名最佳导演处女作奖。近年来，国
产纪录片佳作频出，《一起走过》《九零后》《大学》
《光语者》《棒！少年》提名最佳纪录/科教片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金鸡奖新增设最佳外
语片奖项，《匹诺曹》《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波斯语
课》《狼行者》《就爱断舍离》五部影片获得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