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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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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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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母婴设施广泛覆盖
保护哺乳期女职工权益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报
道：“双减”文件出台以后，校内
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的课业负
担逐步减轻，为防控近视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11 月 25 日，羊
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大力推进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
技术试点工作指引宣贯现场会
上获悉，广东省组织专家编写
形成具有特色的《广东省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
工 作 指 引 2021 版》（简 称《指
引》），在第一批 6个区县开展了
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工作，获
得明显效果。接下来，将陆续向
全省推广。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用眼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信息显
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为52.7%。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医院副院长卓业鸿指出，近视
防控需要政府部门主导、各部门分
工合作、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
但是，从国家到地方均没有统一
的、具体的相应执行方案。

为此，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在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题调
研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编写形成
具有特色的《指引》，把这些系统
梳理形成的科学、明确和具体的

适宜技术形成执行参考方案。据
记者了解，《指引》中的近视防控
适宜技术包括加强保护、健康用
眼、及早发现、动态管理、科学诊
断、规范矫治等6项内容。

卓业鸿指出：“近视防控要
做到‘一增一减’，即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减少持续近距离的工作
学习等。我们提倡每天户外活
动2小时，每周累计14小时。增
加日间户外活动时间是预防近
视的关键。另外，教室内良好采
光照明条件、配备适合身高的课
桌椅、指导做好眼保健操等措施
对保护视力健康也很重要。”

“父母也要以身作则，和孩

子一起少看电视，不躺着看书，
多到户外运动。”卓业鸿强调。

多区县现地方特色措施

据了解，广东省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工作于2020
年12月启动，经国家卫生健康委遴
选，广州市增城区、深圳市福田区、
佛山市高明区、江门市新会区、惠州
市博罗县、揭阳市普宁市等6个区
县纳入全国和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适宜技术首批试点区县。
2021年11月，新增深圳市南山区、
韶关市仁化县、东莞市茶山镇、阳江
市江城区、肇庆市端州区等5个区

县纳入第二批全国和全省试点。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

级调研员甘萍介绍：“通过开展儿
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博
罗县儿童青少年近视检出率连续
3年下降，普宁市、高明区、新会
区儿童青少年近视检出率增长趋
势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甘萍表示，“近一年来，全省
涌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作思
路和创新方法。比如，博罗县政
府办公室印发技术试点实施方
案，县财政拨付 250 余万元资金
支持开展专项工作；江门市新会
区开展清肝明目贴联合耳穴压
豆防控青少年近视研究。”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通讯
员马卓尔、陈明蔚报道：结婚后一
心在家带娃、做家务，成了全职太
太，万一遭遇离婚，能不能得到对
方金钱上的补偿？昨日，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贯彻实施民法
典典型案例（共8个），其中，在梁
某乐与李某芳离婚纠纷案中，法
院判决支持了女方提出的离婚家
务劳动补偿权。

梁某乐、李某芳于 2017 年通
过相亲认识，经自由恋爱后于同年
11月登记结婚，并于2018年 10月
生育女儿小欣。双方婚后因生活
琐事经常发生矛盾，李某芳于2021
年4月带女儿回到母亲家中居住，
双方开始分居。梁某乐认为夫妻
双方感情已经破裂，诉至法院，请
求判决双方离婚，女儿归梁某乐抚
养。在审理过程中，李某芳表示同
意离婚，请求法院判决女儿由其抚
养，并提出因怀孕和照顾年幼的孩
子，她婚后一直没有工作，要求梁
某乐向其支付家务补偿款2万元。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认为，梁某乐和李某芳经自
愿登记结婚并生育女儿，有一定
的夫妻感情，但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未能相互包容、缺乏理性沟

通，导致夫妻感情逐渐变淡。特
别是发生争吵后，双方不能正确
处理夫妻矛盾，导致分居至今，双
方均同意离婚。经法院调解，双
方感情确已破裂，没有和好的可
能。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
条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
定，李某芳在结婚前与母亲一起
经营餐饮店，婚后因怀孕和抚育
子女负担较多家庭义务未再继续
工作而无经济收入，梁某乐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结合双方婚姻关系
存续的时间、已分居的时间及梁某
乐的收入情况等因素，酌定经济补
偿金额。2021年 4月9日，判决准
予双方离婚；女儿由李某芳直接抚
养，梁某乐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享有探视权；梁某乐一次性支
付给李某芳家务补偿款1万元。

法院表示，民法典打破了原
婚姻法有关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
度需满足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前提
条件，从立法上确认了家务劳动
的独立价值，为照顾家庭付出较
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请求
家务补偿扫除了法律障碍。本案
对于保护家庭妇女合法权益、推
动全社会性别平等、维护社会稳
定均具重要积极意义。

妇联
指引

广东高院发布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

一全职太太感情破裂离婚
诉讼获万元家务补偿款

羊城晚报讯 记者鄢敏报
道：分居期间，如果丈夫再次
殴打妻子，该如何解决？11月
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一场关于婚姻纠纷的模拟法
庭表演在广州天河区员村街
都市广场举行，吸引社区居民
前来观看。当天，广州天河区

“反对家庭暴力 构建平安家
园”主题活动走进社区，现场
设置了各类维权、普法摊位，
方便群众咨询。

“嘭！”法槌一敲，模拟法
庭正式开庭。来自羊城律政
佳人志愿者服务队的天河区

“反家暴大使”和员村街绢麻
社区党员群众联合演绎，还原
被家暴妇女与丈夫在法庭上

举证、质证、辩论的全过程。
台上，原告与被告分别发言，
陈述理由；台下，居民听得津
津有味，还有阿姨拿着纸笔记
录要点。在场许多人都是第
一次旁观“庭审”，了解案件审
理的程序。

来自广东诺臣律师事务
所的陈舒媚参与了这次模拟
法庭表演：“这种形式能让大
家知道，上法庭没那么可怕，
不用畏惧法庭。”从业多年，陈
舒媚深知，有些家庭暴力的受
害者很难跨出这一步，送法进
社区也是鼓励受害者勇敢地
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拒绝暴力沟通指压板”
“亲子合作套圈圈”“家暴知识

知多少”……活动现场设置了
多个寓教于乐的摊位，大人小
孩齐参与，在游戏中学习法律
知识。游戏结束后，大家还可
以阅读图文并茂的展板，了解
反家暴维权指引、未成年人保
护、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内容。

据悉，在广州天河区妇
联的主导下，羊城律政佳人
志愿者服务队为家庭暴力、
婚姻家庭纠纷等妇女儿童常
见 法 律 问 题 和 纠 纷 提 供 援
助，开展送法下村、进街道、
下 企 业 、进 楼 宇 等 公 益 活
动。目前，天河区妇联法律
咨询、心理服务、健康保障三
支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发展了
约 200 名党员志愿者。

模拟法庭走进广州天河社区

鼓励被家暴者用法律保护自己

11 个区县创新性试点工作
取得明显效果66招广东出 防控少儿近视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
道：11月 24日，15届 162 次广州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
州市临时救助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

临时救助，是指国家对遭遇
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
受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影响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
生活暂时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
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
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
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
的救助。

居民可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
居住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申请。

非本市户籍且无法提供有效
居住证明或个人身份信息的，市、
区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
构可按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有
关规定提供救助。

申请人基本生活难以维持或
生命受到威胁等紧急情况下，申
请时无法按规定程序申请办理、
但不影响相应事件真实存在的，
申请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可根据实际情况先行给予实物救
助、临时庇护或资金救助。

《实施细则》规定，个人临时
救助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两
个月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批
准给予临时救助的，应尽快发放
救助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30天
（自批准之日起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羊城晚报记
者梳理发现，与同日废止的《广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
市临时救助办法的通知》（穗府办
规〔2019〕13 号）相比，《实施细
则》提高了本市特困人员住院照
料临时救助标准，由原来的不超
过 120 元/人/日，提高至不超过
240元/人/日。

此外，急难型临时救助标准
原则上人均不超过本市3个月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开展先行急难
救助的，救助标准人均不超过本
市2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
事件产生的后果仍然在延续，并
导致申请人家庭经济支出较大
的，人均最高不超过本市 6 个月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一家庭在
1个自然年度内临时救助金额累
计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

《广州市临时救助实施细则》审议通过

紧急情况可先行救助
部分救助金额翻一番

全全 知
道

百事通

国家卫健委等十五部门联合
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电 11月 25日是国
际消除家庭暴力日。记者25日
从全国妇联获悉，全国妇联权益部
日前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
集指引》，对“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
事实的证据”及“证明面临家庭暴
力现实危险的证据”等作了详细说
明，用于帮助受害人树立证据意
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和
收集证明家暴证据的意识，很多
情况下受害人不知道如何收集

证据、哪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收集的证据有什么用处。鉴于
此，指引提示，公安机关出警记
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村
（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
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
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
受害人病历资料、诊疗花费票
据，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
身体伤痕和打砸现场照片、录
像，加害人保证书、承诺书、悔过
书，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证言

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均可作为
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
据，受害人注意保存或向有关部
门申请查阅调取。

指引提醒受害人，如果加害
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QQ 聊
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威胁、恐吓
的，受害人可以录音、截屏等方
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
的，可以通过公证处
提取电子
证据。

法
院
判
决

视觉中国供图

社区
支持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发布

指导被家暴者有效收集固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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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双碳”风吹“绿”粤港澳大湾区
绿色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底色。
2021年，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加速构

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分层分类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其中，粤港澳大湾
区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具备“高度安全
可靠主网架、高比例清洁能源、高度系统调节
能力、高度市场化体制机制”等特征。

文/马灿 沈甸

风、光等自然资源具有随机
性、波动性、间歇性等特点，发电
高峰与用电高峰存在错位，因此，
破解“靠天吃饭”的难题，关键在
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

“加强虚拟电厂智能调控和
商业模式的研究，推动虚拟电厂
示范推广，搭建虚拟电厂接入电
网标准体系，是推动储能发展的
重要举措之一”。南方电网广东
电网公司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
办公室副主任高超说，虚拟电厂
可通过动态调节实现电网的供需
平衡，达到如同临时新建一座小
型电厂的效果。

打造省级粤港澳大湾区先行
示范区，支持深圳、广州作为湾区
核心城市，率先开展先行先试，虚
拟电厂在广州首试牛刀。今年8
月的一天深夜，荔湾龙溪的家家
户户空调开足马力，用电节节攀
升，电网负荷一度告急。此时，广
州电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向公交
充电公司发出首条直调指令，精
准削减变电站负荷，瞬间降低近
百台电动公交充电功率，调整公
交充电计划时间，保障了居民们
的空调用电。

随着电动公交的普及，大量
车辆同时充电会给电网带来不小
的负荷压力。高超称，它们既是
用电的主体，也是储能的主体。
一方面，可以通过灵活调节，变更
它们的充电时间，为电网“ 减
负”。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经济
手段，鼓励它们在高峰期放电，

“反哺 ”电网，公交企业将获得相
应的减免补贴。

据悉，广州今年将拿出 900
万元专项资金，加快推广虚拟电
厂。电网负荷就在这一增一减之
间，实现了“削峰填谷”，电网的

“柔性”更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
军”。建设新型电力系统，降低
化石能源占比，是南方电网的

“路线图”。预计到 2023 年，粤
港澳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
范 区 ，非 化 石 能 源 消 纳 率 达
100%；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达到90%。

南方电网推进绿色新基建的
两个实例：在东莞巷尾站多站合
一直流微电网示范项目园区内，
一排排光伏整齐排布在南北两
侧停车场车棚顶部，格外耀眼。

该车棚光伏共 73.6 千瓦，是园区
绿电的主要来源，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的运行方式。而
在广州花都投产的广东省首座
零碳示范配电站——10 千伏配
电站，全部采用绿色建筑材料，
实现施工现场“零加工”、施工

“零排放”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广东电

网公司大力推广电能替代，全面
服务能源消费方式变革，打造绿
电交易、储能等绿色低碳典型产
品，助力低碳发展。据悉，该公司
将全力推广成熟电能替代产品，

确保 2021 年可量化电能替代电
量不少于 18 亿千瓦时，新增规
模以上替代项目不低于 800 个。

另外，今年6月，广东省首笔
可再生能源交易在广东电力交
易中心正式完成，交易量达 245
万千瓦时。广东电力交易中心
副总经理卢恩称，此举让广东电
力市场2万余家用电企业在购电
方面有了全新的“绿色”选择，也
为广东省风光产业能源发电企
业投资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为
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奠定良好基础。

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硬件
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粤港澳大
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
以构建“合理分区、柔性互联、
安全可控、开放互济”的主网架
结构为目标，计划 2023 年，目标
网架基本建成，2030 年目标网
架全面建成。

“到顶了！”11 月 21 日中午
12 时，8 台提升器连续 4 小时的
不间断作业，成功将大湾区南通

道直流背靠背工程最后一个单
元阀厅钢结构提升到“天花”位
置，提升器运转声一停便触发了
站内工作人员的阵阵欢呼。阀
厅钢结构提升完成让粤港澳大
湾区电网目标网架重点工程顺
利投产更进一步。据悉，该工程
投产后可解决广东电网短路电
流超标和大面积停电这两大安
全隐患，作为广东电网东西分区
异步联网的重要通道，该站犹如

“电力动脉”，不断为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注入绿色动力，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除目标网架外，新能源送出
工程也不落其后。今年 7月，惠
州中广核惠州港口一400兆瓦海
上风电场项目接入系统工程投产
送电。作为并网发电的“绿色通
道”，中广核惠州港口-海上风电
项目预计每年节约标准煤约24.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4.775万吨。

电网更柔 虚拟电厂来“削峰填谷” 电网更绿 加快推进“新电气化”进程

电网更硬 构建适应大规模新能源发展主网架

大湾区南通道直流背靠背工程施工人员对网架提升进行数据检测
顾萱 摄

广州市花都零碳配电站墙及屋
顶安装可开启通风百叶，实现自然
通风，降低室内温度 郝思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