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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假
1993 年由原卫生部、全国

总工会等5部门联合颁布的《女
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就已指出，
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
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
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 1
至2天的休假。

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
陕西、浙江等多个省份都明确
了“痛经假”相关规定。

例如，《陕西省实施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痛经
假”进行了详细说明，女职工因
患重度痛经或月经量过多不能
正常工作的，凭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证明，可向单位申请 1至 2
天的休假。

去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
规定，经医疗机构证明患有“重
度痛经或经量过多”的，企业应
给予女职工 1 至 2 天的带薪休
息；此外，用人单位不得安排经
期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经期
禁忌从事的劳动。

——孕妇休息室、哺乳室
2012 年通过的《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中明确，女职
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
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
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
施，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
生、哺乳方面的困难。

据中新网客户端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提升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
布 2017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
会满意度调查报告。国家知
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司长张
志成表示，2017 年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为
76.69 分，较去年提升 4.31
分，反映出我国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2017
年，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满意度大幅提升，反映出近
几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力度、知识产权
专门法院有效运行等重大举
措取得良好效果。但与此同
时，社会各界对侵权损害赔
偿的及时性及足额性满意度
还不高，对还比较常见的侵
权假冒现象还不满意。

2017 年，我国专利保护
认可率为 93.39％，行政执法
认可率为 91.98％，司法保护
认可率为 89.61％。95.87％
的企业权利人认为，现阶段
专利行政执法力度应当加
强。

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
众满意度明显提升。从群体
来看，专业人士对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评价最
高，权利人其次，社会公众满
意度评价仍较低。不同类型
企业满意度得分差距进一步
缩小，外资、合资企业满意度
高于民营企业。

据新华社

深圳新房成交均价
连续19个月下降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委员会 5月 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深圳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均价已连续 19 个月下
降。

数据显示，深圳 2018年
4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
为 54169 元／平方米，环比
下 降 0.03％ ，同 比 下 降
0.82％；成交套数1934套，环
比 下 降 4.68％ ，同 比 下 降
2.18％；成交面积 187081.3
平方米，环比减少8.31％，同
比减少1.68％。

在二手房市场，4 月全
市共成交 5897套二手住宅，
环比上升 4.89％，同比下降
6.41％；成交面积 479945.64
平方米，环比增加4.34％，同
比减少5.89％。

据新华社

“五一”国际劳动节

劳动者的这些权益你都享受了吗？
昨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劳动者

的专属节日里，法律赋予劳动者的诸多权益也
再次引发关注。加班费应该怎么算？带薪年
假如何休？女性劳动者享有哪些特殊权益？
一系列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劳动报酬发了吗？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工资分配
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
工同酬。

对于劳动者关心的加班费，
《劳动法》也有明确的规定。

依照该法，安排劳动者延长
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

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春节、元旦、五
一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
资报酬。

“五险一金”缴纳了吗？
根据《社会保险法》和《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必
须给职工缴足“五险一金”，即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

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为企业和
职工共同缴纳，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为企业缴纳。
《劳动法》中也明确，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
加收滞纳金。

加班超时了吗？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
度。

第三十八条明确，用人单位
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
一日。

第四十一条则规定，用人单

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
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
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
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
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
三十六小时。

带薪年假有吗？
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假期，包

括法定假、年休假、病假，以及工
伤假、婚假、产假等。这其中，劳
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
带薪年休假。

2008 年开始实施的《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职工累
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
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
的，年休假 10天；已满 20年的，
年休假 15 天。国家法定休假
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
期。

根据规定，年休假在 1个年
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
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
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
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 1
个年度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

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
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
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
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
报酬。

与此同时，职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
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
的；

(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
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
以上的；

(五)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
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
的。

高温津贴发了没？
根据 2012 年出台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
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但各地高温津贴的发放时
间和标准有所区别。

例如，根据北京市人社局等
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北京
市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6月至8

月，室外露天作业人员高温津贴
为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 元，在
33℃(含 33℃)以上室内工作场
所作业的人员，高温津贴为每人
每月不低于120元。

根据上海市的规定，企业每
年6月至9月安排劳动者露天工
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不含 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 200
元。

女职工还有这些权益！

1日，中铁七局西安公司工人在西安站改项目工地上焊接
钢筋。当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众多劳动者坚守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在劳动中度过节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