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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0多年没休过探亲假 、
不知 “独生子女护理假 ” 为何
物 、 女职工 “痛经假 ” “哺乳
假” 不好意思休……记者近期调
查发现， 一些有政策明文规定的
假期 ， 在实际中因为执行难而
“躺在抽屉里”。 原本充满 “温情
与关怀 ” 的假期 ， 不少正沦为
“纸上福利”。

有些假期不知道， 即便
知道也难休

“三八妇女节半天假期从来
没享受过。” 在山东一家国有企
业工作的孟媛对记者说 ， 按照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女职工妇女节有半天假期。

今年妇女节当天， 孟媛所在
的公司将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不仅没有给女职工放假， 还加班
开业务会 。 她说 ： “工作三年
多， 已经不再期待这半天假了。”

记者采访发现 ， 不仅妇女
节、 青年节等 “半天迷你假” 难
以 落 实 ， 哺 乳 假 、 痛 经 假 等
“短时低频 ” 的女性福利假期
更是难休。

在山东工作多年的江苏人谢
林欣告诉记者， 按照 《国务院关
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 外省

工作、 远离父母的职工， 每4年
可以享受20天的探亲假， 但他工
作十余年从未休过。 “最初是不
知道这个假期； 知道后去请假，
但单位认为假期太长 、 耽误工
作， 至今也没休成。”

在天津市场监管部门工作近
7年的张琦， 父母都在老家济南。
他告诉记者， 每天面对辖区大大
小小的市场主体和消费者， 工作
十分繁忙， 即便知道有探亲假这
个福利也不敢奢望。

像探亲假这样出台多年但
“沉睡深闺” 的福利假期还有不
少。 如全国各省份基本都明确给
予男性陪产假， 最短为7天、 最
长1个月 。 但不少男职工坦言 ，
陪产假很难 “应休尽休”。 知名
职场社交平台领英近期开展的调
查显示， 中国35%的男性所在公
司没有提供陪产假， 或是他们为
了工作被迫放弃足额陪产假。

有法有规难执行， 假期
隔着 “一堵墙”

明明是有法有规可循的福利
假期， 为何在很多时候成为水中
月镜中花？ 记者采访多位职工和
企业负责人发现， 其中既有配套
政策跟不上的因素， 也有用人单

位不予 “放行” 的原因。
———实施细则不明确， 配套

政策存空白。 如， 四川、 河南、
山西等地近年相继出台 “独生子
女护理假”， 规定独生子女在父
母住院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
职工照料陪护假， 假期一般为5
天至20天。 在山西太原工作的陆
先生去年申请休护理假， 却尴尬
而归。 “规定缺乏实施细则， 怎
么申请、 带薪能否落实都没说清
楚， 单位也不知道。” 陆先生说。

———适用范围有限制， 想休
“隔着一道墙”。 在山东东营一家
民企工作的李凯告诉记者， 探亲
假按规定只有国家机关、 人民团
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 （国有企
业）、 事业单位职工才可以享受，
民营企业职工如同被一道高墙隔
离在外。 没有政策依据， 公司肯
定不会同意休假。

———请假程序太复杂， 相关
规定待优化。 山东、 河南、 安徽
等省份都明确提出， 女职工因为
痛经无法正常工作， 可休1天到2
天病假 。 但多名女职工告诉记
者， 从来没有休过这一假期。 一
方面， 生理不适涉及个人隐私、
难以开口； 另一方面， 各地规定
要求请 “痛经假” 需要指定医疗

机构开具证明 ， 为了零星的假
期， 花半天时间去医院检查、 开
证明， 实在不合算。

———企业用工有成本， 执行
规定无动力 。 “政府 出 台 福 利
假 期 的 初 衷 是 好 的 ， 但 是 企
业 常 常 没 有 能 力 执 行 。” 济南
一家民企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
“很多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旦职工休假 ， 工作就没人做
了。 另外， 假期太多也会增加企
业的用工成本。”

完善保障制度， 确保更
多假期落到实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 休假越来越受到广大职工重
视。 有关专家认为， 破除 “休假
难” 的困境， 既要进一步细化、
明确相关假期的实施办法， 也需
要完善保障制度， 确保更多假期
从纸上落到实处， 让职工休假制
度既得人心又接地气。

首先， 与时俱进对相应休假
制度进行调整。 以探亲假为例，
假期过长难以落实、 只覆盖 “体
制内 ” 而忽视民企职工 ， 是其
“隐形 ” 的两大主要原因 。 对
此 ， 部 分 专 家 建 议 ， 可 通 过
压 缩 时 间 、 提 高 频 次 ， 并 扩

大适用范围， 让更多职工能 “常
回家看看”。

“探亲假是在30多年前推行
的， 当时国家实行的是毕业生统
一分配政策， 一些人可能被分配
到偏远地区工作， 因此有必要出
台政策为这部分人探亲提供方
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说， 如今交通方便了， 政策的适
用性已经发生变化， 探亲假等假
期的规定也应对相关细节作出调
整， 将民企职工也纳入其中。

其次， 强化休假制度推介和
监察力度。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
王忠武认为， 政府出台假期规定
后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 提高
公众知晓度； 同时， 针对用人单
位排斥放假的问题， 劳动监察部
门要对假期的落实情况跟踪检
查。 “目前具体惩戒性措施少，
对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应进一步
明确。” 王忠武说。

第三， 完善保障体系， 推动
企业 “放行”。 针对职工休假可
能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问
题， 王忠武认为， 相关部门可研
究制定税收、 补贴等政策， 消除
或减轻企业因执行相关假期规定
造成的影响， 确保休假这一民生
福祉得到有效保障。 据新华社

“有假不知道，知道也难休”
———一些假期沦为“纸上福利”

“想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赚钱吗？诚
邀您兼职刷单，按条结算，日入百元不封
顶”…… 类似这样宣称“工作轻松 ，报酬
丰厚”的兼职广告在网上随处可见。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家
庭主妇 、 年轻人等纷纷加入刷单大军 。
法律专家表示， 刷单是违法行为， 如因
刷单造成消费者损失， 刷客还负有连带
赔偿等法律责任， 甚至有可能构成共同
犯罪。

不少家庭主妇和年轻人通过社
交、 招聘平台兼职刷单

近来，不少手机用户经常收到广告短
信，招徕刷单兼职，称每刷一单可赚四五
十元，轻松赚钱无风险。在新浪微博上，有
关兼职刷单的“超级话题”有数十个，阅读
量达1600多万，发帖数上万。不少发帖来
自家庭主妇、 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年轻
人 ，不限时间地点 、活儿轻松 、能挣零花
钱，是刷单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

一名家庭主妇说 ， 她前后参与了多
个刷单群， 成员大多是像她一样在家带
娃的主妇 ， 或是来赚生活费的大学生 。
很多刷单广告都声称能月入上千元甚至
过万元。

一些大学生在微博上吐槽 ： “宿舍
一共6个人， 其中4个在刷单”， “室友在
刷单， 天天像被洗脑一样， 满脑子全想
着刷单、 拉人”。

记者调查发现 ， 在一些社交平台 ，
有不少组织者成立刷单群寻找兼职人员。
此外， 在QQ空间和朋友圈， 组织者经常
晒开豪车、 住豪宅的照片， 以及看起来
颇为丰厚的收益截图， 并经常分享各种
成功经验。

还有一些年轻人是通过网络招聘网
站找到了刷单的兼职。 一名大学生告诉
记者， 其在58同城浏览兼职信息时， 看
到一个 “长期招聘兼职”的帖子，称“公司

急招兼职，不限工作地点、时间，每小时20
至150元现结”， 具体工作内容要加QQ详
聊。 “加上QQ后对方告知，兼职内容是给
一个购物商城的卖家刷单， 第一单佣金
是5%， 刷得越多佣金越丰厚。”

佣金微薄并且可能赔本
家庭主妇肖某去年8月经朋友介绍认

识了一名 IS语音平台上的刷单组织者 ，
对方称每单佣金5至15元， 后期如果升职
为管理客服， 就可以有1000元到1万元不
等的底薪。 此外， 需先交一笔528元的保
证金， 刷满一定数量可以全额退还。 肖
某交了保证金入会。 刷单组织者要求肖
某在自己的朋友圈或QQ空间里晒各种挣
钱收款的虚假 “炫富” 截图， 每拉到一
个人入会， 能拿到200多元回扣。

当开始刷单后， 肖某发现其实收入
微薄。 由于平台要抽取一部分提成， 每
单收入远不到招人时所宣传的高达数十
元， 基本都在5元以下。 为应对平台审核
避免被封号， 每个号每月不能超过12单
淘宝单。 直到4个月之后， 肖某才终于累
计刷到可以退保证金的150单， 获得500
元左右的收益。

“有一次还接到要求给差评的单， 是
同行付钱恶意给竞争对手刷单 ， 最多
1000元就能搞垮一个新开不久的店铺。”
肖某觉得内心不安， 好几次都不想再干
了， 但因为保证金被扣押， 不得不昧着
良心刷下去。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平台对兼职刷
单者都要求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 或
垫付刷单本金。

记者联系到一名刷单组织者表示想
兼职刷单。 对方发来一个100元的商品链
接， 要求记者不要在链接里付款， 而要
在其发来的二维码付款。 第一单做完后，
记者得到了5元佣金， 但没有退100元本
金。 随后， 对方又让记者做5单， 必须拍
12件单价500元的衣服， 总金额6000元 ，

称 “不完成任务就不能返本金和佣金”。
当记者表示不再继续做任务， 并要求返
回本金， 对方却不再回复。

专家提醒兼职刷单涉嫌违法

记者调查发现， 大部分刷客只觉得
刷单行为 “不道德”， 但并不知道已经涉
嫌违法。

江西萍乡市场监管部门在去年查处
的一起刷单炒信案件中，发现当事人竟然
把刷单炒信当成创业。 办案人员介绍，两
名当事人都是90后，注册公司专门做这项
业务，4个月非法获利11.54万元。两名当事
人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6万元。

福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表示， 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 ， 网络刷单是违法行为 ，
组织刷单者最高将面临200万元罚款， 还
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前， “组织刷单入刑” 第一案曾
在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宣判， 案中
的被告人因创建网站和利用聊天工具建
立刷单炒信平台， 组织及协助会员通过
平台发布或接受刷单炒信任务， 从中获
利90余万元。 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 情
节特别严重， 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9
个月并处罚金92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
除了组织者， 刷客也是违法的。 虽然目
前我国没有专门法律条款认定刷客的法
律责任， 但可根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
律进行认定。

泉州市公司法务研究会代会长李维
真认为，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如果
刷客明知涉及虚假宣传还主动参与刷单，
实施了侵权行为 ， 将被视为共同侵权 ，
对消费者的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颜三
忠认为， 刷客在明知可能犯罪的情况下
参与数量较大 、 金额较多的刷单行为 ，
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据新华社

兼职刷单赚零花钱？
属于违法且可能上当受骗！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中国大运河智

库联盟日前在京发布 《新时代中国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总报告》， 介绍了六省两市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现状、 五项评估和六大趋
势， 其中针对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
出八条建议。

在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成立一周年成
果发布暨大运河智库观察家观察员60人论
坛上， 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理事长王佳宁
教授表示， 大运河智库就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的基本态势进行五项评估和研判六大
趋势， 这一研究成果在国内尚属首发。 其
中针对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总报
告》 建议可观察、 借鉴京杭大运河沿线另
五个省市的建设实践， 全方位接轨国家战
略； 以文旅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为依托和
抓手； 深化 “1+5” 融合改革； 培育大运
河文化精品创作生产体系； 在大运河沿线
省市率先进行地方立法； 全方位接轨世界
运河文化规则； 扶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智库产业； 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长效
机制。

成立于2018年6月6日的中国大运河智
库联盟是中国大运河流域第一家新型智库
联盟， 由北京物资学院、 南京邮电大学等
大运河沿线高校、 中央有关政策咨询部
门 、 大运河智库发展研究中心等新型
智库共同发起， 首批联盟单位共32家。 一
年来， 联盟通过整合智库资源、 自主设置
议题、 分享智库成果等形式， 通过对大运
河沿线文旅、 物流、 生态、 经济、 民生等
方面的研究 ， 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属地
省 （市） 委 、 省 （市 ） 政府报送资政建
议， 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大运河各项
规划。

北京物资学院校长王文举教授表示，
作为中国京杭大运河源头唯一的高校， 本
校将以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为平台， 积极
开展针对大运河文化带、 生态带和旅游带
的调查研究， 为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和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继
续携手联盟成员单位， 向上级有关部门和
属地党委政府报送资政建议和专题研究报
告， 促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总报告”
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