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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中心”有国标了！
对安全卫生专业舒适提要求

9 月 1 日起，《母婴保健服务场所
通用要求》GB/T 33855—2017 正式实
施，月子护理机构迎来标准时代。
近年来，传统的居家“坐月子”已经
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城市
家庭转向专业的月子护理机构，对母婴
保健专业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月子护
理机构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已发展至
4000 家左右。
然而， 蓬勃发展的市场也暴露了

许多问题， 甚至引发母婴保健信任危
机。 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刘玲介绍， 母婴保健行业还处
于早期发展阶段， 急待解决的问题比
较多。比如：收费高，服务质量却跟不
上；人员培训制度、软硬件设施制度、
卫生制度等有待完善； 有些月子中心
甚至爆出卫生、安全隐患。刘玲表示，
考虑到这一行业的特殊性， 消费者是
比较特殊的母婴群体，需要每天 24 小

时服务，周期长达一个月，因此急需科
学、合理的标准来规范母婴保健行业、
提升服务质量、 保障消费者安全。为
此，国家标准委于 2015 年批准该标准
立项，并把该标准列于“稳增长、惠民
生”系列。
《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国
家标准针对为顾客提供非医疗性服务
的母婴保健服务组织，从经营管理、从
业人员、环境及设施设备、服务内容、

专业技术、文件和记录、检查与服务质
量评价、 不合格服务的处置和服务改
进、争议和投诉等方面，针对我国母婴
保健服务行业的特点在服务的安全、
卫生、 专业和舒适四个方面提出了要
求。 这项标准将为实现母婴保健服务
组织的规范化管理、 推动其经营场所
向消费者持续地提供规范化服务，起
到积极作用。
据《人民日报》

女员工“
隐孕入职”引争议：

入职三天怀孕 休完产假辞职

近日，有媒体报道，宁波一家互联
网公司的女员工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
休完产假之后随即提出辞职，在这名女
员工怀孕期间照常给她发工资、交社保
的公司表示“很受伤”。事情一经报道就
在网上引发热议。

网友：
以后招聘网站把她资料拉黑。

这算不算职场碰瓷？
这就坑了，坑的不是公司，而是其
他广大女性。
碰到这种情况，老板也只能自认倒
霉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企业知道利用规
则合理避税，员工也可以依法依规享受
待遇。
问题来了，如果应聘人员先坦白了
有孕在身，被录用的概率几何？
用人单位是如何变得戒备心超强
的，这就是答案。
这是个人品质问题。虽然男员工没
办法这么干， 但遇到个人品质差的，相
信企业的损失也不止几个月的产假工
资。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
定了妇女生育子女的权利和自由，女性
职工入职时隐瞒怀孕的事实，是否违背
诚信原则， 是否符合劳动法的相关规
定？企业作为用人单位该如何维护自身
权益， 又能否因此与员工解除劳动合
同？
入职三天既宣布怀孕，休完产假就
提出辞职。浙江宁波的“孙小姐”的做法
让公司老总充满怒火而又无可奈何。而
最让企业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孙小姐承
认应聘时已经知道自己怀孕，而之所以
“隐孕”找工作，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能
在孕产期拿到工资， 并且不让社保断
档。
近年来，由“隐孕入职”引发的劳动
纠纷屡见不鲜。去年，湖南长沙的汪女

◆资料图

士在怀上二胎之后，突然收到公司一纸
文书，通知自己被辞退了。她原本想提
出劳动仲裁，却没想被公司给告了。
记者：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
么呢？
汪女士：生活。我有一个女儿一岁
多一点，现在又要生了。因为我失去了
这份工作无法继续再找工作，因为我怀
孕了。
汪女士在当年 2 月进入某网络发
展公司担任人事专员， 合同期为一年。
刚过试用期不久，她称，发现自己又怀
孕了。
汪女士：我就立马告诉了公司我怀
孕了这个事实。因为我不想欺骗公司。
然后 5 月底，汪女士却接到被公司
辞退的通知。
汪女士：以我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辞
退了我，说我能力达不到。
为了索权，她找到劳动部门仲裁。
仲裁委最终裁决为， 公司要赔偿汪女
士工资和赔偿金四千三百多元。 但公
司一直没有支付。 该公司一名负责人

表示， 汪女士欺骗了公司， 令负责人
“非常不满”：因为她生了小孩。我们没
打算招一个未婚的小女孩。 这是一个
主要的原因。 她是作为公司高管招进
来的，但是有个很不幸的事情，她进公
司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 她瞒报了这
个事情。
实际上，“隐孕”已经悄悄成为一些
职业女生的生存策略。尽管《劳动法》规
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
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
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
录用标准。但在现实当中，一些用人单
位认为，怀孕女职工太多，必然会影响
企业正常工作，在招聘时或签订劳动合
同的时候，直接要求女职工“N 年不准
怀孕”， 甚至还出现过“女教师排队怀
孕”等情况。而从女性角度来讲，怀孕影
响入职、加薪、升职，因此会有人在面试
时隐瞒婚姻、怀孕的真实情况，即便在
入职后怀孕，也不愿向用人单位透露实
情。
那么，女性职工客观上在入职后怀

孕与主观上隐孕，是否都受到法律保护
呢？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保全：
有些人可能无意地就怀孕了，后来决定
想要孩子，当然有些人可能是有意地想
找一个单位，就是要来这个单位怀孕等
等。 不同人的主观心态是不一样的，但
是从法律的角度，并没有具体区分那么
多。法律认为怀孕生孩子是一个自然权
利，无论是在入职前、入职后，无论是入
职很长时间的怀孕还是刚入职就怀孕，
法律都认为这是员工的法定权利。
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各种方
式对女性职工是否怀孕进行调查，甚至
做出要求或进行约定。 这种做法和约
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杨保全：在法律上，单位在入职前
的背景调查，它的要求是跟员工的工作
跟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有关系的事
项，跟是否怀孕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
实践当中很多单位都在查，但是我们说
为什么那么多判决最后认为，即便查出
来的员工有这种欺瞒行为，也认定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就是因为在法律
上单位有没有权利查这件事情，所以你
查吧，它也是无效的。不存在隐婚隐孕
在法律上会被认定成员工违反了纪律
或者承诺。
那么对于主观隐孕的职业女性，是
否公司只能吃所谓的“哑巴亏”呢？
杨保全：实践中我们看到某一些案
例， 确实是这个员工的恶意性比较大，
以各种理由不上班，也没有提供任何劳
动，单位还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这种做
法确实是超出了一般常规，但是不能完
全从法律角度去约束，可能只能从道德
角度（谴责）包括这个女员工在入职其
他单位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说别的单位
知道这件事情， 对这个人有一个判断。
但是要从法律上来讲，员工的这种行为
是不违反规定的。
据《新闻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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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东：
本院受理原告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内 0402
民初 26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艳东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给付原告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款 35739.93 元及违约
金 7147.99 元、律师费 2500 元，合计 45387.92 元。原告先锋太
盟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对登记在 被 告 王 艳 东 名 下 的 牌 号 为 蒙
D59N82 号的比亚迪牌小型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马海平：
我院在执行申请人宋向军、马志强与被执行人马海平、李世强、韩小丽、齐树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 需对已查封的被执行人马海平所有的登记在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蒙
D77810 号营运客车的价值； 案外人孟祥英所有的登记在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蒙
D81759 号营运客车及赤峰至任丘营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中由被执行人马海平持有的 44.5%股
权；案外人孟祥英所有的登记在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蒙 D72000 号营运客车及赤峰
至河间营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中由被执行人马海平持有的 44.5%股权的价值进行评估。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参加现场勘验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 时到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第三审判庭）随
机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你自动放弃权利。现场勘验时间定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时，逾期不到，视为你自动放弃权利。我院将依法组织评估机构对被鉴定财产进行现场勘验。
二 0 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黄久春：
本院受理的原告赤峰泽鑫门窗钢构幕墙公司
诉被告黄久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 内 0404 民初
20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二 O 一七年九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