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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二孩明确可延长生育假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记者 胡浩）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27
日以 157 票赞成 2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修改决定明确：国家提
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在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的同时，修改决定规定，符合法律、法
规 规 定 条 件的，可 以 要 求 安 排 再 生 育 子
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
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夫妻双方
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
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
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介

绍，再生育情形主要针对再婚家庭、病残儿 奖励。
因此，
修改决定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
家庭等，需要依据相关规定，经过批准之后
决定还提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
才能允许再生育。各地在修订地方的人口与 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计划生育条例的过程中，将就再生育的情形 夫妻，
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获得
作出明确规定。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
决定还明确，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 省、
自治区、
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
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 母奖励。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他福利待遇。
这意味着，
无论是生育第一个孩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
死亡的，
按照规定获
子，
还是第二个孩子，
均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 得扶助。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此前，在提交审议的人口计生法修正案 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
草案中规定“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 人奖励扶助的，
继续享受相关奖励扶助。
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
决定规定，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
其他福利待遇。”在审议过程中，有常委会委 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同
员提出，
这一规定不够清楚，
容易理解为只有 时，将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中规定的法律责任
生育两个子女的才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 中删去
“实施假节育手术”行为。

中国迎来全面两孩时代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记者 孟娜 李
志晖）中国人 27 日迎来历史性时刻。
全国人大
常委会当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的决定。中国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
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根据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国
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新法还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
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新法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0 月 召 开 的 中 共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提
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
政策。这是继 2013 年启动实施“单独二
孩”（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 之后又一人口政策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
鹰表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
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是执政
党的政策主张。党的政策主张要通过立法
机关的法定程序成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
志。这体现了党依法执政的理念和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的精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振起说，人口
政策事关中华民族命运和 13 亿民众的切身
利益。法律修改反映了中国国情民意，“非
常必要、非常及时”
。
上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推行
计划生育；1980 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
生育一个孩子”；1984 年开始“开小口、
堵大口”——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在长期实
践中逐渐完善形成。
1978 年 3 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
育”载入宪法。2002 年，中国施行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
女”
。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少生 4 亿多人，

精神侵害算家暴，
精神侵害算家暴
，
同居关系也适用
什么是家庭暴力？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家
庭暴力就是丈夫打老婆。事实上，据全国妇联
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等都是我国家庭
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暴力形式上，尽管殴打等
身体侵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流，但辱骂、恐吓等
精神暴力的严重性也越来越凸显。
对此，反家暴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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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在现实生活中，
未婚同居的现象已经较
为常见；
而由于住房紧张等原因，
有许多离婚家庭
双方
“离婚不离家”
。
为保护这部分人群的权益，
反
家暴法在附则中特别指出：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
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
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监护人失职，
监护人失职
，撤销资格没商量

发现家暴不报告 学校医院等要担责
缓解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近年来，中
38 岁 的 石 先 生 已 有 一 个 两 岁 儿 子 。
国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 “趁着年轻想再要个孩子。这样儿子能有个
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 伴儿，家庭也更稳固。”他说。
育观念的主流；同时，人口老龄化态势明
此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
显，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劳 预计，政策实施后，2029 年中国人口达到
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些都对中国 峰值 14.5 亿。“两孩”政策会使中国经济潜
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挑战。
在增长率提高约 0.5 个百分点。
中国目前约有 1.4 亿已育一孩的已婚育
实行“全面两孩”政策不意味着放弃
龄妇女。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新增 计划生育国策。“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
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 9000 万。这将不 本国策”这一条款并无变化。
仅拉动住房、教育等方面消费，而且可以
为确保政策实施，新法调整完善了奖
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
励保障等配套制度。

涉事企业董事长溺水身亡
全的前提下全力营救被困人员。此外，事故
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国家安监总局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救
援指挥部技术组组长高广伟介绍，四条“生
命通道”的构建中，两条地下通道的掘进遇
到巷道严重坍塌，修复巷道寻找人员非常困
难；通往其中 14 名被困人员的 4 号井井筒充
填物和混凝土大量掉落，几乎完全堵住井底
通道，通过罐笼进入的可能性很低。
高广伟透露，目前救援人员已经从地面
向指定区域打通一个救生钻孔，救援人员正
尝试通过钻孔向地下输送照明设备、通信设
施、食物并联系被困人员，第二、第三个钻孔

也在部署中。事故救援指挥部已经调集 4 台
钻机，其中一台钻孔直径可以达到 720 毫
米，一旦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可以打孔直
接将被困人员提升到地面。
此外，发生事故的玉荣商贸公司董事
长马丛波 27 日凌晨两点半意外身亡。公安
部门初步调查认定，马丛波在井下配合救
援过程中，乘人不备跳入井底水窝导致溺
水身亡。
25 日 7 时 56 分，位于平邑县保太镇的
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石膏矿发生局部坍塌事
故，当时共有 29 人正在作业，到目前已有 11
人获救，
1 人遇难，
仍有 17 人被困井下。

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被调查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中国电信
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常小兵简历：
常小兵，1957 年 3 月出生，1975 年 3 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记者白阳 罗沙
冯国栋）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在对付家庭暴力
方面，反家暴法有哪些“独门秘器”？记者对此
进行了梳理。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
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根
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委会、村委会、县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依
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据悉，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
律中都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款，但表述较为
笼统，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剥夺监护人资格的案
例。反家暴法首次明确了“暴力侵害”的特征，
让法律的操作性大大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反家暴法草案还要求，被撤
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继续负担相应的赡
养、抚养、扶养费用，以防出现失职监护人故意
“甩包袱”的现象。

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

新华社济南 12 月 27 日电（记者陈灏 娄
辰）记者从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玉荣商贸有
限公司石膏矿坍塌事故救援指挥部获悉，
救援人员已经打通一个通往预定区域的
救生钻孔，正尝试往井下输送物资、联系
被困人员。涉事企业玉荣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 27 日凌晨溺水身亡。
事故救援指挥部副总指挥、临沂市市长
张术平介绍，事故救援工作进入第三天，目
前仍有 17 人失联。随着时间的推移，救援力
量投入也在加大。26 日晚开始，武警和消防
官兵加入井下救援，总救援人数超过 700
人，事故救援指挥部要求在保障救援人员安

首部反家暴法亮点扫描

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2 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电信工程系，
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1 年获得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5 年获得香港理工
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历任：南京市电信局副局长，中国邮电

电信总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
局长、局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
组副书记，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 年 8 月任中国电
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

“官不究，民不举”，这是我国当前反家暴工
作的一大障碍。对此，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学校、
幼儿园、医疗机构、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
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若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遭受家暴或疑似遭受家暴，
须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要对报案人的信息保密。
专家指出，
规定学校、
医院、
医疗机构、
居委会
等易发现家暴线索的机构有家暴强制报告义务，
并鼓励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介入家暴事务，
法律
借此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
即家暴不是家务事，
反
家庭暴力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
，有效隔离现实危险
反家暴法的一大利器，是设立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制度。
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反家暴工作从事后惩治
变为了事前预防。根据反家暴法，当事人若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即
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包括禁
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接触，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措
施。反家暴法特别提出，申请人的相关近亲属，
也被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
反家暴法强调，如果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为受到强
制、威吓等原因无法亲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等机构可以
代为申请。
被申请人若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可能
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若构
成犯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预防到救助，
从预防到救助
“
，全链条
全链条”
”覆盖
反家暴法对反家暴工作的主管机构、社会
责任、预防教育、司法处置以及救助措施等方面
作出了“一揽子”规定。在家暴预防方面，反家
暴法要求，工会、共青团、妇联、幼儿园、学校等
组织和机构要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开展反家暴教
育，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要开展反家暴宣
传，居委会、村委会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要配
合协助；在救助措施方面，县级或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临时庇护所及临时
生活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需提供法律援助，法院
也要相应减免诉讼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