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

厅厅长史卫忠 22日在最高检厅长访谈中，介

绍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执

行情况，有侵害未成年人隐瞒不报者被追究

刑责，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罚。

2020 年 5 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察委员

会、教育部等部门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到

2020 年 9 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

起诉的案件近 500件。

湖南某小学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生案

件，但涉事学校负责人员却隐瞒不报。 检察

机关对该校正副校长以涉嫌渎职犯罪提起

公诉，相关人员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 强制报告制度执行过程中，一

些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监护侵害案件因医务

人员按规定报告得以及时发现。 还有一些农

村留守、智障儿童遭受侵害案件，因学校教

师报告发案，使农村贫困智障家庭的孩子得

到了及时保护，避免了智障女童长期、多次

被性侵等问题的发生。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首次

审结了一起涉及全职太太离婚适

用民法典新规定的离婚家务补偿

案件。 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

婚， 共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同

时判决男方给付女方家务补偿款

5万元。 这一判决引发热议。

2015 年， 陈先生与王女士登

记结婚并育有一子，婚后王女士照

顾孩子、料理家务，没有上班，成为

一名全职太太。 陈先生除了上班，

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

与。 陈先生多次起诉离婚，王女士

不愿意离婚。 法院因双方感情破

裂，判决离婚：孩子由王女士抚养，

陈先生每月给付抚养费 2000 元，

享有探望权；共同财产则由双方平

均分割。而对于王女士要求的补偿

款，法院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家

务补偿款 5万元。

为什么会这样判？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冯淼表示，婚

后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的分割，主

要是对现存的有形财产的价值进

行分割。而家务劳动它可能形成的

是无形的财产价值，比如说配偶另

一方个人能力的提高，个人学历的

增长，这些在有形财产当中都是无

法体现出来的。今年 1月 1日正式

施行的《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第

1088条中有了新规定：1. �夫妻一

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

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

方应当给予补偿。 2.�具体办法由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判决。这就是房山法院此次判决

的重要依据之一。

冯淼认为，在《民法典》将适

用条件放宽之后，相关的案件肯定

会有所增加，“但在实践当中，如

何确定这个案件的补偿数额，也需

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

据人民网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 22日下午联同多名特

区政府官员及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在设于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社区疫

苗接种中心接种国产新冠疫苗。林

郑月娥接种后表示，全社会都要支

持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希望全港市

民积极参与，尽快接种疫苗。

当天下午 2时许，林郑月娥佩

戴口罩，身穿短袖衣服来到接种现

场，在写有“护己护人 齐打疫苗”

的背板前率先接种科兴公司的第

一针疫苗。 随后，包括特区政府政

务司司长张建宗、律政司司长郑若

骅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

内的多位司局长陆续接种。

记者在现场看到，疫苗注射区

内设有多间疫苗接种室，接种室由

白色板材和蓝色帘幕组成，室内摆

设一张桌台，上面摆放疫苗接种所

需医用物品，墙上贴着疫苗接种流

程图和注意事项，提醒市民接种后

休息 30分钟，观察接种后的反应。

林郑月娥接种疫苗后会见传

媒时表示，疫苗接种计划为全世界

带来走出疫境的机会，为抗疫工作

带来曙光。 作为特区行政长官，只

要有第一款疫苗抵港并被认可使

用， 她就会打这款疫苗，“今天我

和同事接种的是由内地研发生产

的科兴疫苗” 。

“希望大家从护己护人、爱社

区、爱香港的角度，支持疫苗接种

计划。 ” 林郑月娥说。

林郑月娥特别感谢中央人民

政府促成科兴疫苗顺利快速抵港，

并感谢支持疫苗接种计划的香港

市民。 她强调，特区政府做了大量

筹备工作， 购买了足够的疫苗，法

律基础巩固，专家意见充分。 如果

市民因为信心不足，因为听到或看

到不实说法而裹足不前，将令这项

工作无法做成，也无法得到疫苗接

种预计的效果。

林郑月娥呼吁全港市民按照

特区政府的安排预约和接种疫苗。

她说， 目前并不是松懈的时候，大

家仍然要遵守防疫措施，保持社交

距离，希望香港不需要再应对新一

波疫情。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冠疫苗

接种计划的安排，近期可优先接种

的 5个组别人员自 2 月 23 日开始

可以自愿预约，2 月 26 日开始接

种。香港特区政府共订购了三款共

2250万剂新冠疫苗。供港首批 100

万剂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

新冠疫苗于 19日运抵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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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黑龙江省绥

化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消息，2

月 22日起， 将望奎县疫情风险等

级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 至此，黑龙江全省所有区域均

为低风险地区。 此前，河北省石家

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消息称，自 2月 22 日起，石

家庄市藁城区全域调整为低风险

地区。随着最后两个中风险地区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全国中高风险地

区清零。

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自 2 月 22 日起，黑龙江省望奎县、河北省藁城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相关阅读

国家卫健委 22 日通报，2 月

21 日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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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广东 3 例，上

海 2例，四川 2例，北京 1 例，天津

1 例，福建 1 例，湖南 1 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1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3

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40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185

例（无重症病例），有疑似病例 3

例。累计确诊病例 4939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475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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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例 （其中重症病例 2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84805例，累计死

亡病例 4636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89842例， 现有疑似病例 3 例。

累计追踪密接者 976500 人， 尚在

医学观察的密接者 7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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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例（均为境外输入）；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2 例 （均为境

外输入）；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3

例（境外输入 9 例）；尚在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 309 例 （境外输

入 27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 11858例。 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 10868 例（出院 10389 例，

死亡 197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8

例（出院 47例），台湾地区 942 例

（出院 893例，死亡 9例）。

据新华社

2月 21日 0-24时：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1例 均为境外输入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22日表示， 美国独立新闻网

站“灰色地带”刊发的有关文章论

证了所谓 “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

民族进行种族灭绝” 是彻头彻尾

的谎言， 说明了事实胜于雄辩、公

道自在人心。

2 月 18 日，“灰色地带” 网站

刊文说，美政府对“中国政府对新

疆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 的表

态系基于充斥着数据滥用和虚假

信息的研究报告，属于造谣，并指

出报告撰写者郑国恩供职于美情

报机构操纵的基金会且是极右翼

分子。

汪文斌在 22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有关文章

以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郑国恩报

告滥用数据、歪曲资料、编造案例、

断章取义和逻辑矛盾之处，揭露了

郑国恩的真实面目， 论证了所谓

“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

种族灭绝”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美国媒体上述报道，也说明

了事实胜于雄辩、 公道自在人

心。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郑

国恩和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出于

自身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炮制涉

疆谣言谎言，图谋用假新闻来博眼

球，向中国泼脏水、扣帽子。 然而，

不论他们的“骗术” 如何翻新，在

事实真相面前都不堪一击。“总有

一天，郑国恩等肆无忌惮的造谣中

伤行为要受到正义的清算。 ”

他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清

这些反华势力的真实面目，不被谣

言谎言所迷惑。“近来国际社会越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了解了新疆的

情况， 理解了中国政府的涉疆政

策，主动发声仗义执言。 希望更多

外国媒体以客观公正角度进行涉

疆报道。 ”

“我们希望有些国家和人士

正视新疆稳定发展的事实，倾听新

疆 2500万各族人民的呼声， 同时

多看看国际社会有关新疆的客观

报道，不要再闭目塞听，更不要自

欺欺人。 ”汪文斌说。

美国媒体：美政府涉疆表态属于造谣

外交部发言人：公道自在人心

林郑月娥率先接种国产新冠疫苗

希望全港市民积极参与

全职太太离婚 获 5万元家务补偿费

为民法典出台后首次判例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2 日从中国海油

获悉，我国渤海再获大型油气发现———渤

中 13-2 油气田， 探明地质储量亿吨级油

气当量。

渤中 13-2 油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

近年来，我国渤海获得了大型凝析气田渤中

19-6、亿吨级油田垦利 6-1 等一系列重大油

气发现。

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渤中

13-2发现的主体区属于太古界潜山构造，勘

探难度大。 围绕太古界潜山有没有优质储层

和能不能形成油气藏两大难题，中国海油勘

探人员通过地质认识创新，提出新的成藏模

式认识， 成功发现了大型轻质、 优质油

藏———渤中 13-2油气田。

为实现储量高效转化，中国海油创新应

用勘探开发一体化管理模式，利用现有油田

设施快速推动井区建产，探井直接转为生产

井进行试采，降低了钻井费用，又增加了油

气产量。

据介绍，“十四五” 期间，渤中 13-2 油

气田将持续推进总体开发方案部署及实施，

成为渤海油田上产 4000万吨的重要力量。

我国在渤海海域

发现亿吨级油气田

强制报告制度发威

多名责任人被处罚

为保护未成年人， 侵害未成年人

隐瞒不报者被追刑责

据新华社电 国家体育总局 22日在其官

网公布，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足球场地对外

开放和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社会足球场地全

面开放，初步形成制度完备、权责明确、主体

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场地长效运营管

理机制。

《意见》要求社会足球场保障使用功能

确保开放时间。 鼓励各地因场办赛，广泛开

展足球赛事活动，强调社会足球场地优先保

证用于开展足球活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

擅自改变政府投资和享受政府补助的社会

足球场地的功能。 强调要完善社会足球场配

套设施，提高运营效益，鼓励多元利用，支持

延伸足球产业链，支持为学校青少年提供场

地、教学、培训服务，推进体教融合。 要求各

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社会足球场地

运营管理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将社会足球场

地运行、维护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管理，加大

财政支持，确保社会足球场地设施、设备正

常运行和持续服务。

两部委联合印发意见：

社会足球场地

2025年全面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