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州自云山中一方立有限公司

女取工杖益保排青項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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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力依法繊夕和保障女取工的合法杖益和特殊利益,更好地友拝女取

工在企立建没中的釈板作用,促逃女取工場企立共同友展,保障女取工的健康 ,

根据 《中rtL人民共和国芳功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芳功合同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如女杖益保障法》、《女取工芳劫保押特男J規定》、《女取工保健工作規定》、《声

木省工資支付条例》、《声末省実施〈女取工芳劫保押特男J規定〉方法》、《声州市人

口均汁支J生育管理方法》等有美法律法規,依照“平等跡商、共渫友展"的原興J,

結合公司共際情況,汀立本切波。

第二条 本跡波由公司行政方首席代表 (甲 方)与工会女取工首席代表 (乙

方)径平等跡商后釜汀,対企並行政方和企立女取工具有同等豹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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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工会女取工委員会釈扱跡助公司党政部 1可 升展女取工思想教育工

作,正碗引早女取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規和政策,提高女駅工素反和技能水平 ,共

同促遊公司径済和企並文化健康友展。

第二章  女取工合法枚益保神条款

第四条 公司執行国家法律法規 ,保障女取工在政治、経済、文化、社会、

家庭和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均男取工平等的枚利。在技木培り||、 継数教育、晋升取

勢、澤定等後、以及享受福利待遇,執行国家退体制度等方面不得有性別岐祝。

第五条 工会女取工委員会参均制定、修 il‐渉及女取工杖益的公司規章制

度,依法保障女取工的合法枚益和特殊利益。

第六条 公司在公汗招聘関位吋,除不通合如女的工科或関位 ,不得以性別、

婚育原因拒絶景用女取工或提高対女取工的最用林准。公司在景用女取工吋,依

法均其釜汀芳劫合同,労功合同中不得豹定限制其恋受、箱婚、生育等合法杖益

的内容。

第七条 公司毎年鈷合生声実際需求狙須女取工科学、文化、技木、立雰等

培り|1和 女取工技能提升尭賽活劫,或者升展女取工素反提升深堂,井対女取工的

保健、芳劫保押倣好宣借工作。

第八条 工会女取工委員会姐須女取工升展活劫所需要的吋同,在不影鳴企

」2生声径菅的前提下,企並行政方庄予支持。

第二章  女取工特殊利益保神条款

第九条 公司根据女取工的生理特点和所秋事工作的取立特点,依法保抄女

取工在芳劫生声中的安全和健康。声格遵守 《女取工芳劫保抄特男J規定》中女取

工禁忌炊事的労劫滝目的規定。倣好女取工的 “五期 "(径期、早期、声期、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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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期、更年期)保押工作,井配各青 (兼 )取人員負責女取工芳功保押工作。

第十条 公司不得因女取工結婚、杯手、声暇、哺乳等情形,降低其工資、

予以辞退、単方解除和終止芳劫合同。

第十一条 公司実施対女取工径期的保押。

(一 )在月径期同,企立不得安排女取工炊事装卸、搬送等重体力芳劫及高

空、低温、冷水、野外作立;炊事連数 4今小吋以上立位作立的女取工,公司鹿

当力其安‖卜適当的工同体息;

(二 )公司向女取工友放工生津貼 30元 /月 ,按月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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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公司実施対女取工学期的保押 : メ::ザ
(一 )女取工在杯手期同,企立不得安‖卜其炊事繁重体力芳劫、有毒有害作    

‐~

立、学期禁忌炊事的芳劫或炊事其他容易引起流声、早声、崎胎等工科作立,不

得延K其芳劫吋河;薄不能通泣原芳劫聞位的女取工,座根据医庁机杓的ilE明 ,

予以減経工作量或者安‖卜其他能修遣庇的蘭位。

(二 )杯學女取工在芳劫吋同内按照規定逃行声前栓査的,声栓次数按医嘱

逃行,毎次栓査庇給予半天脱声吋同,按芳功吋同汁算 ;

(三 )杯手 7今月以上 (含 7今月)的女取工,毎天安引卜1小吋工同体息 ,

按芳功吋同汁算;井不得安引卜其炊事夜班芳功和加班加点工作。

(四 )`い手女取工経医庁机杓珍断碗需保胎休息的,保胎休息的吋同按照病

侵処理。

(五 )女取工杯學淑 今月給予一次性菅券ネト助。

第十三条 公司実施対女取工声期的保押 :

女取工声期享受声俄,声仮待遇及休仮,按照省市 《取工生育保隆規定》、

《声末省人口菊汁支J生育条例》及市実施方法机行。声仮期同待遇参照声似前原

3/6



蘭位駅微不交。

第十四条 公司実施対女取工哺乳期的保押 :

(一 )́凡有未満 1周夢嬰りL又符合汁支J生育規定的女取工,公司在毎天的芳

劫吋国内給予 1月 吋ヽ哺乳吋同。生育多胞胎的,毎多哺乳 1今嬰几毎天増加 1

小吋哺乳吋同。哺乳吋同和在本単位内力哺乳往返途中的吋同,祝同其正常労劫

井支付正常工作吋目的工資 ;

(二 )対哺乳未満 1周夢嬰几的女取工,不得安拌其上夜班 ,加班加点及炊

事哺乳期禁忌炊事的芳劫 ;

(三 )女取工声仮期満后,碗有実際困荘的,姪本人申清,単位批准,可清

哺乳期体俄至嬰几一月夢,友給関位工資作力生活費,如果関位工資低予庁州市

最低工資林准的 80%,按不低千庁州市最低工資林准的 80%友放生活費。

第十五条 公司実施対女取工更年期的保榜 :

径二象以上医庁机杓珍断碗珍力更年期家合症 ,径治庁数果偶不明塁,且不

通鹿原工作芳功聞位的女取工,径本人申清,公司通当減経其工作量或者協商安

‖卜其他道合的工作。

第十六条 女取工施行汁支J生育手木按省市相美文件給予休慨。体俵期同待

遇参照体仮前原関位取象不交,且姶予一次性菅芥ネト助。

第十七条 公司上下班交通卒没畳杯準女取工寺座、食堂没畳仇先服努宙国。

公司投置愛心娼娼小屋 (女取工休息室 ),没施包括床、沙友、冷蔵桓等,力杯

早期、哺乳期、径期、身体不道的女取工提供工同体息場所。

第十八条 女取工除了享有参加和享受券老保降、失立保陰、医庁保隆、工

傷保陰、生育保隆的枚利外,逐享受由公司行政経費支付殉英的 《声州市女取工

安康互助保障汁支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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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女駅工享受小骸陪・IP仇待仮根据公司 《it支J生育実施管理林准》

等相美規定執行。

第二十条 公司配各寺人負責女取工健康栓査工作,井統一規疱建立女取工

健康栓査梢案,対炊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女取工,梢案庄覇明其炊事明『些工科。公

司毎年不少千 1次狙須安引卜女取工娼科健康栓査,提供栓査的項 目包括 :乳腺彩

色 B超、如栓、子宮附件彩超等。対炊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女取工定期逃行取立健

康栓査,公司承担相美栓査費用,栓査所需吋同祝作工作吋同。

第四章  合作埼監督

第二十一条 公司支持工会女取工委員会狙須参埼民主管理,取工代表大会

女取工代表しヒ例≒公司女取工比例相当,女取工代表参埼企立平等跡商釜汀集体

合同和工資跡商跡波的全道程。企並芳劫争波凋解委員会、工会労劫保押監督委

員会中庇有女取工代表。

第二十二条 力碗保本跡波的全面履行,甲 乙双方成立対等人数的監督小

狙,毎年対合同履行情況逃行至少一次的咲合栓査。小狙成長由甲乙双方切商代

表狙成。

第五章  附 興J

第二十三条 因履行本跡波引起的争波,由 甲乙双方切商解決,径跡商未能

迷成一致意見,庄清求上須芳功部門和工会女駅工委員会姐須遊行跡凋処理。跡

商不成,按照国家有美芳功争波処理規定亦理。

第二十四条 本祢波有数期限力 3年 ,自 2021年 9月 1日 起至 2024年 8

月 31日止。本切波期満前三今月径双方跡商釜汀新的切波。

第二十五条 本跡波履行期内フ跡波条款如与国家、省市有美女取工収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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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及it支J生育管理新規定相抵触,按新規定執行。

第二十六条 本跡波庇径公司取工代表大会申波通述 ,由 甲乙双方坊商首席

代表釜署蓋章,井扱上須芳劫保障部 1可 申批后生数。自生敷后 10国 内公司向全

体取工公布。

第二十七条 本跡波一式六分,扱相美芳劫保障行政部 1可 一分 ,扱上象工会、

区意工会各一分 ,釜字双方各抗一分 ,存梢各案一分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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