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
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
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矿
山井下作业；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
中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
业；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
过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
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

调整女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规定将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
动范围放在附录加以列示，对女职
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作了调整：
一是为突出孕期和哺乳期的保护，
扩大了孕期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
劳动范围；二是考虑到《劳动法》仅
规定经期、孕期、哺乳期禁忌从事
的劳动范围，删去了已婚待孕期禁
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三是为平衡女
职工劳动保护与妇女就业的关系，
缩小了经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生育产假假期延长至98天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规定

的女职工产假为90天，《劳动法》规
定为“不少于90天”。根据征求意见
的情况，从有利于女职工身体恢复
和母乳喂养的角度，规定参照国际
劳工组织有关公约关于“妇女须有
权享受不少于14周的产假” 的规
定， 将生育产假假期延长至14周
（即98天）。

对女职工流产的，规定参照原
劳动部《关于女职工生育待遇若干
问题的通知》中关于流产假的档次
划分，明确了流产产假，规定：怀孕

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42天（6
周）产假。

明确规定产假期间生育津贴
规定对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

和未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的产假
期间待遇和相关费用支出分别作
了规定。

关于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
津贴， 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
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
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
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关于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
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
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
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此外，规定将女职工劳动保护
监督管理体制由以前的原劳动行
政部门一家调整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负责对用人单位遵守本规定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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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 26 日 王厚德院士因发现神奇的抗衰老物质“生命小体”
而研制出 HD 元素，荣获“2005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的称号。

王厚德，世界长寿会中国籍首席顾问、
联合国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带领 100 多
位科研人员，在潜心研究 43 年后，独创生
物发酵技术，从拟黑多刺蚁、海参等名贵药
材中， 终于成功提炼出了一种神奇的抗衰
老物质———HD 元素，被誉为中国“第五大
发明”。

2005 年 10 月 16 日， 联合国北北合作
组织北京工作会议上，主席谢希尔·斯纠阿
尔特高度评价 HD 元素：“这种抗衰老物质
的发现，标志着世界科学和社会的进步，它
将对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发挥重要的作
用，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 ”

2006 年 4 月 26 日，经《人民日报》、《新
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等 15 家中央新闻媒体， 及科技
部、中科院、中科协、解放军总装备部等单
位评选， 东方之子首席科学家王厚德院士
荣获“2005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称
号。

笔者不久前,赴湖北采访了 HD 元素的
研发者王厚德院士。 见到王院士后,笔者难
掩惊讶之情， 今年 70 岁的王院士满头黑
发，精神矍铄，看来不过 50 出头，简直就是
HD 元素最佳代言人。

王院士告诉笔者：“HD 元素发明后，首
先以身相试就是我本人。 我少年时因为接
触剧毒农药造成肝损伤，心脏功能不正常，
还患有胃炎，上大学时，医生建议休学。 曾
有一些医学专家对我做出判断：寿命 53 岁
左右，死因主要为肝硬化或肝癌。 但你看我
已是古稀之年，依然红光满面，每天在实验
室工作 16-18 个小时也不觉得累。 我搞‘抗
衰老’研究这些年，不仅赶跑了身体大小 16
种病魔，还活得非常有质量。 HD 元素不仅
是我 40 多年的研究成果， 也是 19 位医学
家和生物学家、32 位生物工程技术专家、56
位科研人员的心血结晶。 ”

王院士还自豪地说，因为他的引导，很
多成功人士都放弃了保健药物， 改吃简单

的 HD 元素养生， 受益的人保守估计已超
过两万，HD 元素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心愿，
那就是有小毛病的人消除了身体不适，有
大毛病、慢性病的人在减轻症状的同时，逐
步减少了药物依赖， 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
和长寿。

吃 HD 元素绝不是精神胜利法， 每一
步你都能看到身体明显的变化，具体来说，
吃喝拉撒睡都正常了，不感冒，精神好，五
脏六腑都变年轻了。

采访最后，王院士微笑道:“我想对大家
说一句由衷之言：如果你正年轻，希望健康
地活着， 请服用 HD 元素； 如果你已经老
了，仍希望健康长寿，你该服用 HD 元素；
如果你很忙， 没时间保养自己， 你该服用
HD 元素；如果你富有，却不健康、不快乐，
你更该服用 HD 元素。 ”

HD 适合服用人群
一、针对便秘、慢性疲劳综合症，腰腿

无力，排便不畅，肠胃不适的人群；

二、针对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白天大
脑不清醒、反应不敏捷的人群；

三、针对偏头疼、颈肩腰腿痛、气血不
畅，肢体活动不灵活的人群；

四、针对脱发及白发过多，视力下降的
人群；

五、针对免疫力低、经常感冒、哮喘发
作的人群；

六、针对男性排尿不畅、起夜次数多、
性功能低，针对女性精神不好，肌肤老化，色
斑增多、皱纹渐长，更年期综合症的人群；

七、 针对三高患者血压不稳定， 血脂
高，血糖不稳的人群；

八、针对记忆力差的健忘者，以及脑萎
缩和老年痴呆的人群；

九、针对亚健康、年老体衰的人群。
笔者也进一步从王院士手中取得了抗

衰老研究中心的专家咨询电话，并得知王院
士现每天推出少量特价周期套装。所有感兴
趣、需要特价体验这项科研成果的读者可拨
打 抗 衰 老 咨 询 热 线 了 解 详 情 。 电 话
0731-83880888， 全 国 免 费 咨 询 热 线
400-705-2188。

（摘自《文摘周报》）

———HD元素发明人王厚德院士谈抗衰老
从头到脚不得病 活到百岁不稀奇

■人物档案
王厚德，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分部副主席，中国抗衰

老学会常务理事及秘书长，世界长寿会顾问，健康与长寿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 曾出版学术专著 10 本，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2001 年，他接受了联合国颁发的“特别贡献奖”，被评为对世界有杰出贡
献的科学家；2005 年 9 月 26 日， 因在微生物学研究与应用做出突出贡献，被
主席团批准授予“国际学术明星”金质勋章；并且荣获了“2005 年度中国十大
科技新闻人物”“国家级发明功臣”等称号。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 远离疾病

□ 延长寿命

□ 提高生命质量

√

√

√

神奇 H·D 元素 抗衰老神奇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女职工生育或
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
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布 女职工产假延长至98天

女工未买生育险,单位付生育费

今年3月起，江苏省公安机
关展开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破
案攻势”专项行动。7日，江苏省
公安厅正式对外公布了一批重
大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其中， 江苏常州破获的一
起网上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格
外令人揪心： 卖肾团伙竟“圈
养”着20名青年，利用网络联系
买家， 做起了买卖人体肾脏器
官的“生意”。

近日， 常州市公安机关破
获魏某等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案， 在山东等地抓获魏某等16
名犯罪嫌疑人， 打掉人体器官
中介团伙4个，捣毁圈养“供体”
(卖肾者)窝点1处，解救卖肾青
年20人。

经查， 魏某等人在互联网
上发帖征召急需用钱的网民，
实行集中住宿、统一化验、网上
联系买家和手术医院， 组织出
卖人体肾脏器官。至破案前，共
成功完成“卖肾”交易12次，其
中有1人次系组织我省扬州籍
人员赴印尼和境外人员进行肾
移植。 ■据江苏公安网

江苏捣毁卖肾窝点
解救卖肾青年20人

出台背景

部分规定摘录

原女职工保护条例
施行20余年已滞后

女职工劳动保护关系到全国1.02
亿女职工的身心健康。1988年， 国务
院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女职工劳
动保护规定》的一些内容已经适应不
了新形势的需要，如：女职工禁忌从
事的劳动范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
相应调整；对女职工的产假假期和产
假待遇需要进一步规范；监督管理体
制需要根据机构改革的变化作相应
调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