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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民生 广 角广 角

民生 服 务服 务

民生 众 议众 议

聚焦全国两会·民生话题民生话题

春风吹拂处，新绿绽枝头。三月正是植树添绿的好时节，我市园林部门紧抓春季植树绿化的有利时机，全面开
展绿化补植补栽和管理养护等工作，为城市增绿添彩。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近年来，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频
发，被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大量增
多。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2014
年和 2015年连续两年此类案件高达 7万余
件，2016年更是猛增至 12万余件。与此同
时，此类案件中上诉率居高不下。鉴于
此，今年 2月 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新增条款明
确强调在夫妻共同债务诉讼中，虚假债
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这一补充规
定可谓众望所归，更让那些饱受连带之苦
的人们迎来了新的转机。

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
许秀敏介绍，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夫妻一方
不愿承担因另一方个人具名举债而产生的
债务的案例。一方认为，另一方的债务不
正当，属于恶意债务，甚至虚假债务，且
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将这样的债务
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让未具名借债
的一方“被负债”，背上沉重的负担，伤害
了未举债一方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婚
姻法》所规定的夫妻债务承担原则，要求
修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的
呼声越来越高。为此，今年 2月 28日，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的补充规定》，针对第 24条新增两款
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
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
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许秀敏告诉记者，2003年 12月，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
中第 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
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 19条
第 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这一规定侧重于
保护债权人利益，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自己的名义负债的，都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偿还，
即使这对夫妻后来离婚，也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而补充规定则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
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把虚假债务、非法不当债务明确排除在夫
妻共同债务之外，侧重于保护离婚诉讼一
方当事人的利益。许秀敏说，补充规定要
求法院在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案
件时，结合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
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

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
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不能仅凭借
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显
然，这一“法律补丁”是对众多“被负
债”案例以及舆论呼声的积极回应，是对
夫妻债务法律规则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堵住了一些漏洞，让法律更加适应夫妻债
务关系的变化，在调整夫妻债务关系时更
加公平、合理。

如果遇到“被负债”的情况，人们该
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许秀敏列举了以
下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
方以个人财产清偿的内容：1.夫妻双方约定
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
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
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
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同时，作为举债人的配偶方，要想打
赢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
提起的诉讼，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夫妻
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2.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 19条
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3.该债务并未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法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补充规定，强调虚假、非法债务不受法
律保护——

了解这些避免“被负债”
本报记者 梁晓晨

春季是旅游踏青的好时节。儿童科专家表示，春季踏青也
要谨防“隐形杀手”，避免触碰到一些有毒的花草、菌类等，
造成危险后果。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因总数的 26.1%，
中毒是其中的第五大死亡原因。专家说，很多有毒植物、毒菌
类从外观上看很漂亮、很好玩，容易吸引孩子触摸、采摘的兴
趣，而一旦触碰到其汁液或者误食，就会埋下隐患。

一些家庭有挖野菜、吃野生菌的习惯，殊不知我国毒蘑菇
达100多种，能引起严重中毒的就有10余种。专家说，儿童各
脏器发育尚未完善，抗菌解毒能力较差，误食这些野生菌类
后，很容易引起急性腹泻、肠胃炎，甚至严重的食物中毒等。
儿童受到野外植物的伤害需及时发现“苗头”、及早就医。专
家提醒，孩子出现以下症状家长要警惕：异常流口水或呼出的
气体里有古怪的味道；嘴唇及周围有灼伤痕迹；呼吸频率异
常、呼吸困难；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肚子痛且无发烧症状；
衣服上出现奇怪的污渍等。对于患有支气管哮喘以及对花粉过
敏的儿童，外出时家长要随身携带抗过敏药物。

（据《河南商报》）

春季踏青谨防“隐形杀手”
孩子出现异常症状家长要警惕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是家家关心、
人人关心”——3月11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主
任李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如
此形容全社会对两孩问题的关注。就在几天前的

“两会部长通道”上，她风趣地将之形容为“甜蜜
的烦恼”。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同日的记者
会上表示，下一步，国家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
门，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地方经验，按照工作方
案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
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
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
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保持
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顾虑：想生，找不到产科床位？
利好：“十三五”期间将增加产科床位8.9万张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第一年，全国新出生人口 1867万人，其中，有 45%
来自两孩家庭。面对出生人口的骤增，如何提供相应
的医疗服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加强生育医疗保健服务。

在 3月 8日的“两会部长通道”上，李斌说，一
是要通过加强省市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医院内部挖
掘潜力等方式，在“十三五”期间增加产科床位 8.9
万张。由于生育二孩的人群中，高龄孕产妇较多，复
杂情况也较多，要依托骨干医院，加强重症孕产妇和
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建立绿色通道，加强转诊网络
安排，确保母婴安全。此外，要加强儿科医生、助产
士等紧缺人才培养，在职称评定、待遇上向紧缺岗位
倾斜。

顾虑：想生，幼儿园难进？
利好：增加公办、扶持民办、加大培训

“目前，入园难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出，随着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认为，学前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说，目前，全国公立幼儿园只有 8.6万多所，而民
办达到 15万多所，近 2/3的儿童在民办幼儿园入园。
他表示，在公立幼儿园方面，将支持动员一些公办单
位，新建一批幼儿园，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在民办幼
儿园方面，继续支持、扶持他们发展，但是发展的方
向是走普惠的道路，即面向大众，收费合适，质量合
格，政府会给予一定的扶持。此外，还要加大培训力
度，解决幼儿园教师短缺的问题。

“要用‘洪荒之力’来解决这个孩子父母亲、爷
爷奶奶高度关注的问题。”他说。

顾虑：想生，怕遭就业歧视？
利好：高度重视解决女性职业之困

调研显示，在不愿生育二孩的母亲中，有 60.7%
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育；在有3岁以下孩子
的18—45岁城镇女性中，有近1/3的人因为孩子无人
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党组副书记孟晓驷
说，希望加快出台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措施，且更为
精准、更有温度，使妇女能够生育和工作兼顾。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
发言人傅莹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暴露出一些新问
题，比较突出、反映比较多的就是女性就业歧视问
题。她呼吁全社会转变观念，尊重女性就业的权利。

王培安在记者会上说，卫计委同发展改革、教
育、交通、旅游、总工会、妇联等部门强化妇幼保健
服务供给，合理规划产科、儿科、教育等资源，推动

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推动
各地进一步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制度。

顾虑：想生，经济压力大？
利好：将考虑适当增加相关专项开支扣除项目

“生了二宝，意味着双倍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还
得换房换车，怕养不起。”网友“静静的雪”说。

全国人大代表陆亚萍说，二孩的养育无疑直接增
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是很多家庭不敢生或者不愿
意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她建议，给符合政策要
求的家庭予以个人所得税减免。

“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这是要考虑的。”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肖
捷表示，个税改革方案的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
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
纳税。还将考虑制定另一项新的政策，就是适当增加
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如有关“二
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会考虑在内。

（据新华社）

政策发力 化解“甜蜜的烦恼”

公园是城市的标配，同
时也是百姓锻炼休闲、外地
游客观光游览的重要去处。
有些地方的公园，因为拥有
自然美景或人文景观等优质
的旅游资源，更是市民游客
的必去之所。然而不管市民
去公园锻炼，还是游客去公
园游览，长期以来都会面临
这样一个困扰，那就是随身
携带的物品没有地方存放。

比如对于来公园锻炼的
市民，锻炼久了脱掉的衣物；
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等等，
在锻炼的时候没法带在身上，
但公园又没有地方存放。很
多市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比如自己带来衣架把衣服
挂在树上，把装手机、钱包
的包也挂在树上，然后自己
在附近锻炼。这样虽然能够
暂时解决问题，但可能因此
对公园的植物、建筑带来损
害，同时也不够美观。另一
方面，如果稍有疏忽，比如
锻炼的时候太投入，或者是
碰到熟人聊了会儿天，就有
造成财物丢失的危险。

而对外地游客同样如此，
毕竟拎着大包小包的在公园
内游览，既麻烦又累人。这时
候很多人就想到一个问题，公

园为什么不能出于人性化服务的考量，在合适的地
方设立物品寄存点，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的物品寄
存服务呢？这样一来，市民游客目前所遭遇的困境
就将迎刃而解。而对于公园来说，这并不需要太大
的投入，无非就像现在很多商场超市那样，设立几
个自动储物柜，然后由市民游客自行存取即可。

话又说回来，即便这么做需要一定的经费投
入，增加了公园人力管理成本，但因此给公园带来
的形象分，为公园赢得的口碑，又岂止是那点经费
投入所能比拟的？对于这样的建议，也有网友表示
了质疑，认为公园一直都存在，为什么过去那么长
时间，没人提出要设立储存点、储物柜？这个问题
不难回答，一则，时间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人们
上公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带，自然也就不怕丢
失；二则，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公众对城市
公共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应有之义。

而不管是作为公园，还是园林部门、旅游部门
亦或是地方政府，显然都应该重视市民游客的这种
诉求，重视城市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细节之
美”。因为越是这种细节上的完善与进步，越能够
体现城市管理者对市民的体恤与呵护，也是城市更
加文明与进步的象征，既然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
就不应该轻易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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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博）上周预报的雨没有下来，但是周末
持续的阴天却让气温降了不少。本周一，一股冷空气经过我
市，让着上春装的人们感到寒冷不少。本周前期，我市气温
较上周将有明显的下降。从周中期开始，随着天气逐渐转
晴，气温又会回升。到周末，寒意将会离去。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 多云到晴天，-1℃—14℃；星期
三 多云间晴天，-1℃—14℃；星期四 多云间阴天，5℃—
15℃；星期五 晴天间多云，6℃—17℃；星期六 晴天间多
云，6℃—19℃；星期日 多云间阴天，6℃—19℃。

市气象台建议广大农民，目前我市小麦处于起身期，对
二、三类麦田要趁墒追肥，促进春季多分蘖。天气回暖有利
于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各地要加强红蜘蛛、纹枯病、蚜
虫、地下害虫等病虫害监测，及时防治。同时，做好大棚蔬
菜管理，加强温湿度调控，充分利用光温资源，防治病害发
生。春季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提醒市民注意增减衣物和
补充水分。

来了股冷空气
先冷个三四天

3月13日，受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市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市民出门又穿戴上羽绒服、口罩、帽子等御寒衣物。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