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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和
排查，禁止因婚育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

18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二次审议，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与公众
关切。

建立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
为强制报告和排查制度

近期，一些地方被曝存在严重侵害
妇女合法权益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
示，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地方在社会基
层治理、妇女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短板弱
项，需要在法律中增加有关规定。

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婚姻登记机
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应当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
及时调查处理。

妇女联合会应当发挥其基层组织作
用，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拐卖、绑架等
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排查，有关部门应
当予以配合。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
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
有关部门做好解救工作。

此外，修订草案二审稿强调：各级人
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
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
被解救妇女的安置、救助和关爱等工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
律部教授王静认为，新增规定明确了基
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救助受害妇
女、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的法定义务，规
定了上述主体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需要
承担的责任，这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主
动作为、积极救助并保障妇女权益的大
环境。

“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之所以长期
存在，既有法律制约和惩治机制有待完
善的原因，也有一些人法治意识淡薄的
因素。”王静建议，应建立责任明晰、多部
门协同配合的打击犯罪机制。同时，加
强普法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保护
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

保障女职工怀孕生育期间
休息休假权与晋升权

一旦怀孕就被变相降薪、辞退，休完
产假发现被调离重要岗位……记者从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共收到逾42万条
公众意见，其中，完善教育、就业等各领
域的男女平等制度，保障女职工在怀孕、
生育期间的休息休假权益等方面的意见
较为集中。

对此，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
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孕
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益。用
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
情形，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
技术职称和职务。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认为，这
一规定释放了倡导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
环境的积极信号。“在职场竞争和传统家
庭分工模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职业妇
女常常面临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立
法应当充分注意不同利益主体的正当诉
求，除了追究用人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的
责任外，还应倡导建设员工友好型、妇女
友好型的工作环境。”

蒋月建议，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托
育服务等支持家庭的公共服务，保障女
职工放心生孩子、安心去上班；为相关
企业减免一定税负，降低职工休假用工
成本。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示，建
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还要兼顾男
性共同育儿的需求。“对于男性家庭成员
而言，共同育儿既是权利，也是责任和义
务。设立共同育儿假有利于改变‘生养
孩子是女人的事’的传统观念，让男女职
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

防范校园性侵建立教职员
工入职查询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有犯罪前科
的人员进入校园，对未成年学生实施性
骚扰甚至性侵害的案件。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未成年
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建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行业违法犯罪记录入职查询制度。

在此基础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规定：学校聘用教职
员工或者引入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校
外人员时，应当查询上述人员是否具有
性侵害、性骚扰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
具有上述记录的，不得录用或者引入。

李明舜认为，建立入职查询制度，积
极回应了公众期待，是阻止有犯罪高风险
人员进入校园的有力措施，有利于从源头
制度化地防范性骚扰、性侵害的发生。

蒋月说，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
具有一定隐秘性，通常缺少证人证言、
监控录像等证据。同时，未成年人往往
缺乏收集、保存相关证据的意识和能
力，存在犯罪行为发现难、取证难等问
题。因此，学校等相关单位既要及时履
行入职查询义务，又要采取合理措施，
预防性骚扰，并受理、处置性骚扰的投
诉、举报，必要时将相关信息和材料移
交公安机关处置。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18日通报，4月17日0至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2742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9例（四川 5
例，北京4例，上海3例，广东3例，云南
2例，福建1例，广西1例），含2例由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1例，四
川1例）；本土病例2723例（上海2417
例，吉林166例，浙江34例，黑龙江30
例，广东25例，青海12例，江西10例，
山西9例，江苏7例，北京3例，山东3
例，河南2例，陕西2例，内蒙古1例，安
徽1例，贵州1例），含910例由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上海853例，吉林
41例，浙江8例，广东5例，江苏2例，青
海1例）。新增死亡病例3例，均为本土
病例，在上海；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637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8 例，本土病例
1619例（吉林790例，上海733例，福建
17例，黑龙江8例，浙江8例，山东8例，
四川7例，江苏5例，广东5例，海南5
例，青海5例，北京4例，安徽4例，湖南
4例，陕西4例，河北3例，辽宁3例，山
西2例，河南2例，贵州2例），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3882人，重症病例
较前一日减少7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57例（无
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累计确
诊病例 18023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776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4 月 17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8987例（其中重
症病例 7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51407例，累计死亡病例4641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185035例，现有疑似
病例 5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287677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425591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0718 例，其中境外输入 79 例，本土
20639例（上海19831例，吉林376例，
江苏90例，安徽58例，山西50例，浙江
42例，江西34例，云南31例，山东27
例，黑龙江24例，福建18例，广西16
例，湖北11例，广东10例，辽宁9例，河
南8例，青海4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
者20856例，其中境外输入95例，本土
20761例（上海19473例，吉林828例，
山东98例，河北68例，安徽67例，江苏
38例，河南38例，辽宁32例，福建29
例，江西24例，广东20例，广西16例，
黑龙江10例，云南8例，青海4例，浙江
3例，甘肃3例，湖南1例，四川1例）；当
日转为确诊病例 912 例（境外输入 2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282764例（境外输入77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344036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309447 例（出院 66877 例，死亡 9139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82 例（出院 82
例），台湾地区 34507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854例）。

新华社广州4月18日电 记者从
18日举行的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4月17日15时至18日15时，广
州新增10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其中
确诊病例8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自4
月20日起，广州全市除白云区外的中学
阶段学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说，
流调结果显示，广州本次疫情传播链条
清晰，主要存在的10个传播分支基本得
到控制。经基因测序，病毒序列高度同
源，为同一传播链。

陈斌说，近三天广州每天通报的新

增感染者数量分别为30例、26例、10
例，呈现下降趋势；每日新增感染者中
管控区域发现个案占比分别为83%、
69%、30%，呈下降趋势，在集中隔离点
发现个案呈上升趋势，说明疫情传播风
险持续降低。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学明表
示，自 4月 20日起，广州全市中学阶
段学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白云区除
外。师生员工返校前提供本人和同
住人员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校后家校“两点一线”，核酸检测一
天一检。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作为国家植
物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植物园
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事业再次迈出新步伐。

这是记者当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国家植物园揭牌
仪式上了解到的。

此次设立的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
（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整合
而成，总规划面积近600公顷。坚持国
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的理念，充分发挥
植物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功能，
将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
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
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3万种以上，收藏
五大洲代表性植物标本500万份，建成
20个特色专类园、7个系统进化植物展
示区和1个原生植物保育区。还将同上
百个国家的植物园和专业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搭建国际综合交流分享合作平台。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
周志华说，未来将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本着统筹谋
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总
思路，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逐
步实现我国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
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护
的目标。

专家认为，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
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将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
形成有机衔接、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形成

较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据介绍，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7万
余种，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国家植物

园是以开展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为
主，兼具科学传播、园林园艺展示和生态
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所。

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
中国提出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
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

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

4月18日，游客在国家植物园入口处参观。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

《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
全，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坚持严厉
打击、依法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有机统一，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
先，强化预警劝阻，加强宣传教育，坚持
科技支撑、强化反制，运用科技信息化
手段提升技术反制能力，坚持源头治

理、综合治理，加强行业监管，强化属地
管控，坚持广泛动员、群防群治，发动群
众力量，汇聚群众智慧，坚决遏制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势，提升
社会治理水平，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作出贡献。

《意见》要求，要依法严厉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坚持依法从严惩
处，形成打击合力，提升打击效能；坚持
全链条纵深打击，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健全涉诈
资金查处机制，最大限度追赃挽损；进一
步强化法律支撑，为实现全链条打击、一
体化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加强国际执法

司法合作，积极推动涉诈在逃人员通缉、
引渡、遣返工作。

《意见》要求，要构建严密防范体
系。强化技术反制，建立对涉诈网站、
APP及诈骗电话、诈骗短消息处置机制；
强化预警劝阻，不断提升预警信息监测
发现能力，及时发现潜在受害群众，采取
劝阻措施；强化宣传教育，建立全方位、
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开展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知识进社区、进
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形成
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意见》要求，要加强行业监管源头
治理。建立健全行业安全评估和准入制
度；加强金融行业监管，及时发现、管控
新型洗钱通道；加强电信行业监管，严格

落实电话用户实名制；加强互联网行业
监管；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行业
主管部门、企业、用户三级责任制；建立
健全信用惩戒制度，将电信网络诈骗及
关联违法犯罪人员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
单。《意见》还要求，要强化属地管控综合
治理，加强犯罪源头地综合整治。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
强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
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力量资源，建立职责
清晰、协同联动、衔接紧密、运转高效的
打击治理体系。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
业主管部门要全面落实行业监管主体责
任，各地要强化落实属地责任，全面提升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能力
水平。

国家卫健委：

4月17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723例
治愈出院病例1637例

广州当前疫情传播链条清晰
主要传播分支基本得到控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和排查，
禁 止 因 婚 育 限 制 女 职 工 晋 职 晋 级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白阳 任沁沁 齐琪

4月18日8时30分，贵州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2022年4月17
日0—24时，全省新增确诊病例1例，无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

截至4月17日24时，贵州省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78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1例，累计治愈病例175例、死亡
病例2例。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2例（黔西南州
兴义市1例、贵阳市南明区1例）、无症
状感染者3例（黔西南州兴义市2例、铜
仁市松桃县1例）。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当前，国内
外疫情防控形势仍严峻复杂，传播速度
快、感染风险高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在
国内散发，防输入防反弹的压力加大，建

议入黔的朋友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并在抵黔后48小时内主动开展1次
核酸检测，提前在微信小程序“贵州健康
码”中开展健康申报，减轻传播风险，落实
疫情防控个人责任。同时，要坚持科学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持续关注
国内疫情动态变化及各地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行动轨迹，合理安排出行，如
非必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坚决守
住和拓展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共享美好
生活，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根据“国务院客户端”APP对全国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目录调整的情况，
2022年4月17日0时，全国13个高风
险地区，172个中风险地区。

4月17日贵州省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

新华社上海4月18日电 在4月
18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通报上海
近3日疫情情况：浦东新区、松江区和青
浦区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闵行区、徐
汇区、黄浦区、宝山区、杨浦区、虹口区、
长宁区、嘉定区疫情总体处于平台波动
状态；普陀区和静安区疫情有所反弹；
奉贤区、金山区和崇明区疫情持续低
位，基本趋稳。

会上，上海市卫健委同时明确后续
“核酸+抗原”检测安排：18日起到21日，
封控区内每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4月15
日前5天内有阳性感染者的楼栋（宅），
上门采样，4月15日前5天内没有阳性
感染者的楼栋（宅），错峰下楼采样；对管

控区内所有人员，18日、19日、21日各进
行1次抗原检测，20日进行1次核酸检
测，错峰下楼采样；对防范区内所有人
员，于近日再进行1次抗原检测。

17日，上海本土确诊病例出院733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19473例，他们将返回居住地接受健
康监测。

截至4月17日24时，在上海定点
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有 16
例。4月17日，新增死亡病例3例，均为
高龄，同时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糖尿
病、高血压、脑梗后遗症等严重的基础
疾病，均未接种新冠疫苗。入院后病情
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的死亡原因
由基础疾病导致。

上海三个区疫情基本趋稳
封控区连续四日开展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