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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今年投逾千億建九條鐵路 銜接深港

內地出發郵輪取消停泊韓國港口

調查：超八成女性就業被歧視
婚育問題成攔路虎 職場晉升處劣勢

南方日報：形成風清氣正良好政治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適逢國際婦女節，女

性職場權益話題再受關注。時值年初招聘旺季，記者連日走訪發

現，與男性相比，女性在求職、晉升方面，普遍遇到各類性別歧

視。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針對育齡女性的就業歧視有加劇

之勢，甚至有女性表示在求職時因被認為存在生育風險連續被

拒。此外，來自多個機構的調查顯示，超過八成女性認為在職場

中存在就業歧視，其中，超過二成明確表示遭遇過「嚴重歧

視」。

女性職場被歧視方式（部分）
限制女性崗位數量

企業設置性別要求，女性求職崗位減少。

同工不同酬

起薪有區別，同時女性鍛練機會少。

晉升通道不暢

育齡女性特別是孕期女性晉升難度提高。

限制女職工生育時間

企業或部門對女工生育時間口頭或書面限制。

育後調整崗位

生育後調整到工作量少、薪資少的崗位。

■整理：記者敖敏輝

89歲符美菊逝世
「慰安婦」倖存者僅剩16人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人民政協」、「台

海新聞」、「神州大地」今期暫停。

節後，珠三角各類大型綜合招聘會
及專場招聘會接踵而至，求職者

密集趕場應聘。記者走訪中發現，與男
性求職者相比，女性應聘成功率明顯低
於男性。畢業於廣州工業大學計算機學
院的女生小張，已經參加過至少5場招
聘會，但依然沒有拿到一份offer。

性別幾成天然門檻
「最大的劣勢是性別，至少有2家企

業明確註明只招男性，或男性優先。沒
有註明的，也拋出很多隱性歧視的問
題。」小張說，求職經歷告訴她，性別
似乎是天然的門檻。
和小張相比，已有7年財務工作經
歷的阿欣碰到的就業歧視更「赤裸
裸」。因未婚夫工作變動，去年底，
阿欣辭去在東莞的工作前來廣州。由
於阿欣即將領證結婚，她被認為是高
風險育齡女性，幾乎沒有企業向她伸
出橄欖枝。「到上周為止，我已經被
拒絕不下20次了，有的企業招聘主管
甚至明確告訴我，如果一年內結婚，
無法提供崗位。」至今，阿欣已經被
迫做了4個月的無孩「全職太太」。
記者了解到，全面二孩政策後，育
齡女性職場歧視明顯加劇，30歲左右
的「高齡」未育女性尤其嚴重。廣州
某大型商貿企業招聘主管周小姐告訴

記者，全面二孩政策啟動後，在崗女
職工生育率上升，不少職位因此空
崗，不得不臨時派人頂上。因此，再
次招聘時，企業管理者明確告知慎重
選擇育齡求職女性。國家延長產假，
更加劇了這類現象。「我們公司目前
有6個崗位在招人，人力資源總監已
明確要求不考慮育齡女性，特別是高
齡未育和有二孩計劃的求職者。『生
了沒有？』、『有二胎計劃嗎』幾乎
是招聘時必問的問題。」

學歷越高風險越大
育齡女性求職難，職場晉升更難。

同樣從事招聘工作的鄒小姐，去年因
為生產，本來已經「板上釘釘」主管
職位，在休產假期間被公司安排給另
一位同事，令她敢怒不敢言。
內地著名招聘中介智聯招聘6日發

佈「2017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
告」，結果顯示，超八成女性認為在
就業中存在歧視，其中，22%的女性
認為就業中性別歧視現象嚴重。從學
歷角度看，學歷越高，受到的歧視越
嚴重。在擁有碩士學歷的女性群體
中，有高達43%的女性認為就業中存
在嚴重的性別歧視。調查還顯示，女
性在面臨晉升領導崗位的問題上，性
別歧視的問題尤為凸顯。

長期以來，職場性
別歧視一直是社會熱
議的話題，特別是自

從全國二孩政策啟動，更成為社會關注
的焦點問題。女性既要應對崗位工作，
又要兼顧家庭。而超長產假，使得企業
人力成本增加，因此她們在職場的競爭
力下降，也是女性遭遇性別歧視的原因
所在。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就業性別歧視在

私企中尤其明顯，特別是針對育齡女性
的歧視現象最為突出。因為她們產假照
休，工資照發，令企業成本增加。雖然
產假期間婦女的生育津貼由社保支付，
但企業除了需要繳付一定比例的生育保

險外，生育津貼低於本人工資標準的，
差額部分仍需補足，並且企業也會因為
崗位變動、缺失而遭遇諸多不便。育齡
職工的比例越高，對企業的影響越大。
因此，為減輕企業負擔，出台一些針對
性措施，如對有生育職工企業進行資金
補助或減稅，或許是解決性別歧視長遠
之計。
另外，針對生育在公共服務方面，能

否多建設諸如託兒所等託育服務機構，
並在建設經費和運營成本上給予支持。
有良好的託育服務，必定很大程度上減
少媽媽們的後顧之憂，進而減少企業在
用人方面的邊際成本。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出台生育配套政策 緩解女性就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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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企業會帶着有色眼鏡對待女性求職者不少企業會帶着有色眼鏡對待女性求職者。。圖為招聘現場圖為招聘現場。。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今年
廣東將掀起新一輪鐵路建設熱潮。記者昨日從
廣東省鐵路建設投資集團獲悉，今年將斥資
1,200 億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
1,348.94元）新建九條鐵路項目，而到今年底全
省在建項目將達33個、總投資約4,723億元（約
合港幣5,309.25元），均創歷史新高。在推進珠
三角城軌網規劃優化研究的同時，今年將盡快
出台粵東城軌網規劃。

九條城軌打造「一小時經濟圈」
據悉，粵東城軌網規劃最近已通過廣東省發

改委專家評審，擬建九條城軌打造汕潮揭中心
城區「半小時通勤圈」和粵東地區「一小時經
濟圈」，並與廈深、廣汕等高鐵線銜接，屆時

港人前往潮汕地區的主要城鎮，基本較目前省
時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目前廣東省鐵路
在建規模、投資規模和年度投資計劃均創歷史
新高。」廣東省鐵投集團董事長朱耀忠在該集
團2017年工作會議上透露。
據分析，近年內地旅客往返最頻繁的十條高
鐵線路中，一半分佈在廣東，其中「深圳－潮
汕」、「潮汕－廣州」、「普寧－深圳」3條均
與粵東地區有關。以潮汕籍較多的港人每逢節
假日返鄉，也經常遭遇「一票難求」等困境。
而近年廣東也已明顯意識到補齊粵東西北交通
短板的重要性，對該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
投入陡增。在上述投資的33個鐵路在建項目
中，粵東西北地區便佔據不小份額，而且明確
到2020年全省「市市通高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道）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昨日
披露，昨日中午11時，今年89歲的海南
「慰安婦」倖存者符美菊在家中去世。至
此，中國內地「慰安婦」倖存者僅剩16
人。
符美菊老人生前的證言中記錄着，在

16歲那年，她被日本兵抓去修公路。一
天晚上，已經幹了十幾個小時活，她累得
癱在地上就睡着了。
不知什麼時候，符美菊被一個日本兵用
腳踢醒。他們把她趕上一輛卡車，拉到一
個地方，關在一個很小的破房間裡，裡面
沒床，只有地板。這時，符美菊才知道這
是日軍軍部的一個慰安所。她嚇得渾身不
停地發抖。這時，來了兩個日本兵「花姑
娘、花姑娘」地大叫着，撲過來把她的衣
服全撕碎了。後來，日本兵每天都三五成
群地來糟蹋她，只要她稍有不從，就會被
毒打。
據紀念館介紹，在1937年至1945年日
軍侵華戰爭中，中國約有20萬，甚至更
多的女性被日軍誘騙、強迫，成為「慰安
婦」。她們大部分當時就被折磨至死，少
數倖存者即便僥倖逃生，也是傷痕纍纍，
其中將近80%的人患有精神疾病，60%的
人喪失生育功能，40%的人留下肢體殘
疾。紀念館呼籲社會關注與關心「慰安
婦」，因為「她們是歷史證人」。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
國人大五次會議遼寧代表團審議時指出，
要以推進幹部作風轉變為抓手，全面推進
幹部隊伍建設，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
生態。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旗幟鮮
明，擲地有聲，鼓舞人心。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各級黨
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淨化黨內政治生態具有重大指導意義。黨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
生態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來抓，堅持全面
從嚴治黨，大力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肅查處黨
員、幹部違紀違法問題，堅定不移懲治腐
敗，完善黨內法規制度，不斷紮緊制度籠
子。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
刻闡明了良好政治生態的重大意義，閃耀
着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思想光芒，對於增強
我們黨的凝聚力、向心力、戰鬥力，為全

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注入
了強大思想力量。
文章進一步指出，「每一位人大代表都

要站穩政治立場，增強政治觀念、法治
觀念、群眾觀念，發揮來自人民、植根
人民的特點，接地氣、察民情、聚民
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習近平總書記對人大代表們的殷切希望
和囑托，不僅高度契合全國兩會主題，
同時也是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之必
然要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

本政治制度。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強大
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關鍵在於它深深
植根於人民之中。中國有260多萬人大代
表，無論身處哪一個級別，都必須忠實
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參加行使國
家權力。這是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
內在要求，是人民對自己選舉和委派代
表的基本要求。「人大代表不論做何種
工作，說到底都是為人民服務。」這一基
本定位，任何時候都不能含糊、不能淡
化。

香港文匯報訊 繼早前有傳國家
旅遊局要求內地旅行社暫停出團
到韓國後，知名郵輪公司皇家加勒
比國際遊輪公司昨日突然在官方網
站宣佈，3月15日至6月30日期
間，將取消從上海、天津出發的36
個航次郵輪的所有韓國港口停靠計
劃，其中17個航次將改停日本港口
長崎、廣島等，14個改為海上巡
遊，3個改為海上狂歡，另有兩個
改為船舶維護。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公司昨日
發出的「關於韓國出境遊航次行
程更新的重要信息」指出，鑑於
最近韓國局勢的發展，皇家加勒
比為旅客的郵輪行程作出變更。
除部分航次取消韓國港口改為海
上日以外，該公司會將部分涉及
韓國港口的航次調整為靠泊對消
費者更有吸引力的日本港口；此
外，增設主題郵輪，並為消費者
制定專題娛樂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經中
共中央批准，中共
中央紀委日前對廣
東省委原常委、珠
海市委原書記李嘉
嚴重違紀問題進行
了立案審查。
經查，李嘉嚴重

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重違反廉潔紀
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
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南京電視台《國家犯罪》紀錄片攝製組
與符美菊（坐輪椅者）及其家人合影。

本報南京傳真

珠海原書記李嘉違紀受查

■李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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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公司自3月15日至6月30日
取消停泊韓國港口。圖為海洋量子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