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责编/胡晓新 叶飞 审读/胡红亚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鸿燕

今锐评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广告

!"#$
!!"#$%&'()*+,*+-++(.
!/0123456 (++78,())(9

%&'(
!)*+,-+./01!"#$%#&!
!:;<=4>?@A*,8+(+9+

2345
6,2789:;<=>?:@@
!"#$%&'()*+,-./
0,1234567'89,:;
<888=&>?@AB67 ''95
CD67EF@G,HIJK5

AB,+CD23
LMN'OPQORST;('&"
%UNVOQ&PWST;''88"
XMYNZ'[Q&Q7\]^_
` a b c d e f'Z[[['PO'V<
!EFGV88ghij'V<VO8'[8<<

HCIJ
!KLMNOPQ+RS+TUV
klmnof'VP8OO[8&(P

WXW6
!YZ[\WXW]^>=@;===?
!_`WXW6ab>===>@;;

pqrqsN!!!Qt
uvwxyz{"!#$g|}
~!;"%"#,?$%"%%&
g@d'!"#$%&'#'(#)

!"#$
()N'<&*'8Q,+S
TVZ8",,'&a,-.
/g/0 &Zy,11
25!"%$%&'(**+,

%&'#(
345-6789*
&'#Q:R;_(!%"5
-./!""$**++$#$

)*#(
<T=@:W""%%g/

>?,@W)%%g/>?5
-,,"*%%g/>?57A
BCDE5FG1Cbc,
012!"#%&+$!$!!

+'#(

,-./0)01
HIJKLM|NOPQ

7RQSTUQVWLM#X
YZQX[\]QX^_Q̀
a`b`c,deBfg3
hLM,iEjk;5

<T=klNOPL
mno,p;qDQrs
"tuvwno5

kxuyz,{|g
Wz,}~!"5
34012!++%+$***!&5

!"#$ 2345

6788999:
6789:2;<67=>?@AB67=CD?EFA67=GH67=IJ89K
LMNO:2PQRS=TUVWX=YZ=X[=X\=6]=̂ _=̀ a=bZK

%&'$
!"##$$$%
!"#$%&'()*+ !",
-./01234#$5 #$%%6

!"#$
#$6%&',<T

=&(1),*+,K-
./0,12@34(S
on;1)565

78T9
cdefgh^ijk6l

);<'#(#$
):;sv<=mv
<7>,j? <888",
D@A,BC{D{
E F E ,G H d ' ,
I @ '883 J K L ,
MN5OP5-5Q
!RSThUQ.V
W;u!X5
mn01!%#$*%%'(+"

!"+%+"+&**#

=>?@A&B
YMZ[\F]^_we

4TY,LR):`ab{c,
deFEQfgh[,789:
;-<!"#$!=>45

CDET-%&'Q%&&ijk
lKmn!()0,:Qk63
YN!To5?@ABCDE
-FGHIJKLMNO4P
FGHIE99JJ8978K
8J:767L9M7LK8J::9L:M:NO

PQRSTUBV
opqrstuvPw6xy
z{|}~!"mC#$%
&'()*+,-.y./0
12345'6%7y89:
;<8=>Dj?@ABC
D$6<2!%%)=!*()EF
GHIJK!%ELyDM!N
OEFGHBWPQRST
?UbVWKA$
x%012$%&'X++"+"!!+
!"#%&+#!!*+ YZ[4

!"#$%&'()*+,
\]^%%_`^%yabcdy%efghi
jklmynopqyrs6%tu6%yv4w
xyjz{|U};y~!"#$%&o%'(
)*$?DMxNOEFG+,j-BSTyU
bVWKAD.2|}&~!"E/#
:6ONW99J9L686 99J9L687

X Y Z V

#$6%&',p12
q<rZ88sy4[tuv
'8sy4[t,12@34
(Son;uq565

78T9
cd012234jk6l

[\&]

!cdwxyDmz{|}~!
"#$&8'O%P&&''()
*+#t,1G-<:<.Q
/0&VV8&[(8'8&(Z[1U23
!ef45BCgW@6T=#
$7n89,1G,(_Q
/VV&88((&'PP8'1U23
!cdg%z:;d<:#$=
>`3?@ABC@6T=z
CDE'F,DEQGH[I&
88&88[VJ KLGMNOGPQ
RIS\ TU&88OS 1U23
!cd)i@AVW@6T=
&8&8%'&'<'8XY):`
Z[9O!+@6T=w\
]^_.)`,)`na
8VV8&'P88'8Z,)`Qa
8([<'O[Z|ZP8Oy#1U23

!hijkbc,KdQeJVZ
fP[#$gghhU;uUh
E,hEQNiQJPZ80'('
PJ8P'[&[0,EGWaQj]k
JN'P8POP<<[8,1U23
!cdglxmnb<{E:n
%oz%#$):`lxmp
n%&8''%8P&&P'()wn
%q4qgGre<,nqG
st''8&ZZ[<ZQ,1U23

!lmut@ABCno@6T
=):vT=#$Tw:x,
.QVV8&8(88<PV[<,1U23
!cdgyp6Y)zT=#$
):`ypm`{|}~o!
&8'O%8[&V8'()wtu"
#-<,$:l%%!naP'
VV8&8Z'((&(&[8&',1U23
!cdgyp6Y)zT=#$
Tw:x,.QVV8&8Z88ZO(
V<,1U23
!cdz()"*+@6T=#
$,yw:x,,yw.Qf
VV8&&<V(8O8<&ZZ,1U235
!cd678-./0m123
vS45#$,yw:x,
1U23

!no#$):678=;7H
@6T=8Xw):\]^_
.)`:F,)`Qa8<OPZ[
'[)`naf8VV8&'P88'8(
.9[[8888y,1U23
!cdj:@AVW@6T=#
$;<K)O$:)`Z=,n
a'VV8&'[&&Z8OQa8VZZOV[8
8VZZOV<PQ8VZZOV<[Q8VZZOV<<
8VZZOV<O,1U23

!cd>8`{?@Au#$&8
'P%'&['()wtu"#e-
P&VV8&88BN&[V0/R&C1U23
!cdDEFF;u~o@6T
=#$#$,yG!w:x,
1U23
!pq#$):ypsHI{;
u~o@6T=JdJK,J
KQa888(PZ8LMhG.ZZ&,
Z8Z,.9fO888y,1U23
!cdg!"mN]OPQVW
RSM#$,yG!w:x.
QVV8&&(8'''POO,1U23
!rskTU:VFGVV8&&<'P
[&'''O8<<8KLelW''ZZ&
GX.QVV8&[V8'P88&PY#
$WuKZ[\Gr781U

!cdg]^_VW`a@6T
=lxvT=#$TwQ,y
wQq4w|bcd#e:x
1U23
!cdfghi@6T=#$j
LHDwq4w:x,1U23

!tu):wxyDmzLkl
8)@6T=)`G!w:x
.QVV8&[&8'&[Z&&1U23
!cdwxyDm6mnohi
#$*+#t,1G-<
/0&VV8&[(8'8Z[[<1U23

为了促进文旅消费，近来国内多地推出
了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半价等措施。3月以
来，浙江、江西及甘肃省陇南市三地相继推行
2.5天假期制刺激消费。外省市网友大呼羡慕
的同时不禁疑惑，多出的半天假期怎么休？
会缩短法定工作时间吗？其他地区会跟进
吗？ 3月25日 中新网

2.5 天休假模式，即周五下午+周末的小
短假调休方式。2015 年 8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弹性作息，有条
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
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
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一些地方
也频频出台类似举措，但从落实成效看并不
乐观。

基于受疫情影响，为刺激消费，2.5天假期
制再次引人关注。有专家表示，“该政策反映
了进一步刺激消费的积极姿态，有可能对服
务消费尤其是休闲旅游度假等产业形成一定
的刺激作用。”诚如其言，优化休假安排，有助
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活跃经济促进社会发
展，毕竟公众希望能够有充足假期享受休闲，
而旅游市场也需要这样的消费群体。

理想状态下，2.5天假期制刺激消费令人
看好。但其前提是，2.5天假期能够真正落实
到位，使劳动者想休、能休、敢休。而用工单
位，也舍得让员工在每周享受到 2.5 天假期。
若不然，2.5天假期制只是停留于文件或者倡
导层面，参与者的积极性不高，无论是用工单
位不给休假还是劳动者不愿意休假，恐怕刺
激消费的目标就难以达成。

据了解，近几年10多个省份都出台了鼓
励休假 2.5 天的意见，不过，无论是国务院出
台的相关意见，还是各地的实践，所谓2.5天假
期制，在执行上都有着诸多限制性条件，比如，
都明确是“有条件”的单位而不是全部单位、企
业统一实施。即使在当下，若没有相关配套措
施跟进，2.5天假期制恐多是“好看”而已。

从根本上来讲，无论是法定假期，还是这
些鼓励性假期，用人单位给予正确对待最重
要，方能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虽
然出台 2.5 天假期制主要是为了增加闲暇时
间，鼓励消费，但劳动者休假权得到保障了，
才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当然，
在具体实施中，也须因地制宜，甚至搞好协
商，从而确保自身的工作不耽误。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发
生，警醒人们必须讲个人
卫生、保持公共卫生。两
个月来，戴口罩、勤洗手、
勤消毒成了人们每天的

“规定动作”。但随着疫
情形势好转，街上行人越
来越多，烟头、垃圾、斑斑
痰迹又重现地面。疫情

“伤疤”还没好，不能这么
快就忘了疼，必须彻底摒
除不讲卫生的积弊。

平日留心观察就可发
现，诸如饭前便后洗手、
用手帕擦鼻涕、将垃圾扔

进 垃 圾 桶 、不 随 地 吐 痰
等，受过教育的孩子这方
面意识比有些成年人强。
最近，四川多地在推动使
用公筷、公勺的倡议时，
就 意 识 到 这 个 问 题 ，将

“小手拉大手”“学生教育
家长”作为宣传教育的具
体措施。

随 地 吐 痰 会 传 播 疾
病，乱扔垃圾会滋生细菌
的道理，人们都懂。但常
常积弊难改，关键还是思
想意识和习惯问题，一些
人觉得这只是生活小节。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让人们认识到，卫生习惯
不是小节，而是关系到健
康安危的大问题。讲卫
生、保持公共卫生，不仅
是特殊时期需要，平时也
要养成自觉遵守的习惯。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并非一蹴而就。要真正做
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认真对待卫生习惯问题；
同 时 ，纠 正 不 讲 卫 生 陋
习，惩戒措施不能缺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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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新华时评

2.5天假期制刺激消费
贵在落实
杨玉龙

摒除卫生陋习，不让“小节”毁了“大健康”

3月24日，陕西西安，
有外卖员反映，一小区对
外卖骑手进小区取餐、送
餐做出规定，每月收50元，

否则无法进入。一外卖小
哥表示，由于刚复工，每天
好一点才能挣一百多元，
很担心周边其他小区“效

仿”。对此该社区居民委
员会表示，收费是为约束
骑手横冲直撞。

3月25日 华商报

图说世相

外卖员进西安某小区
需付费50元/月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