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福建先行试水1.

落实情况参差不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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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广告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近日印发，其中提出“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育儿假试点”，备受社会关注。

事实上，此前宁夏、福建等地已经出台了育儿假相关规定。这些规定落实得如何？后续如何配套

让更多百姓享受到这一权益？

国家鼓励设育儿假，如何推动真正落地？国家鼓励设育儿假，如何推动真正落地？

!"#$%&'
!"#$%&'()*+,-
*+./0123%4*+5/6723%

.89:;<=01>>>0?607@
()*+,-./
%ABC%1223%D9077%1>>2?>6

!"#$
! " # $ %

&'(()))*

012345677889:;:7
34<2

!2=>?@A34576B785B7;9

!CDE/FEGHIJ!"#$%#&!
K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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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PQRSO=OTU7V:WVVV;
!XYO=O.Z[7VVV7:WW

%&'(
! " # $ %

&'(()))*

EFGHIJKLMNOPQKRST@122UVWXYZ
[\LM]^_`YabcdefghijklmnopNq
rstuEYabcvwKxyzJ{g|}~s!ijP"#
_`YaZ$%&|kl'^(:!"#$%&'()*+,-
./01234567+89:;<)*+,=-../0112223
4567893:;3<=>?de@|%A'BC=FGDEFGHI
"GJGKL$6>>&MKRJKN<=#_`>?Yabc
def!=#$%&'+>?@A#_`YabcvwOPQ
|KRS{T'UVWX:!B#>?&'7+,-./lij
klmY[)*+,:!C#>?DE&'+89:;<KxZ
[\]^_S̀ aS;bcdefg|Kxklfhi^jk
l:^jkl=FGHIJKLMNOPQKR \m'n=
FGDEFGHI"GJGKL$6>>& opTq;<=r
ss01??2122%20ct=2u8vw4567893:;3!F#>?DE&'+G
HIJ%2%0S6x?yz%2%0S6x%By:

KLMNO>PQRSTU>V
WXWYZ[\Y[]

!"#$%&'()*+,&-./!"##012345
67'(89:;4<=>?@ABCDEF&G

)*+( "$%%&&&#
&!'(&()*

HIJKLM

!"#$ %&'( )*+, -%-.
/012 3456 789: ;<=8
>?
@A BCDEFGH!"#IFJKLMNOPQR

STDEUVW$%IXYZ[\] _̂%"R%"##̀

+,-./012
^_`abcdef

g+hi_`jklmno
pqehrstuvwxy
z{|X}~!"#bj$%
&'j()/*+>$,Y--
w.Y[Ww./-0w1nop
234567"89:;
234+
<=>?,@@AA0X[Y

YA-[/0WX@0Y

+,-3451
{|"}R~!"#

$|%}K|sl&FGD
'()*s|A+YSw,
-.s/Z012k:
Bv,"89CDrw2W
>EjFG/*+
Xabcdefgh_

6789:;(<**<=**>*=
?:;(<*'&'@)A'@

BCDE FG12
bcdefg+hi_`jk
lqHI$%&JDKLMj
rsNOPQpRSTU.C
s%;w1Vx3TU+>
$,Y-[wWX23.AAwY
AXYwPQp23.KLZ[
0BvY89\x]2^_
FG/*!̀ Da<=#
HI *&=>J'A@(&(')
(<@&=)@((')()@')<='<'&

NO&@
tu3456(se

789{:!""U;TR
<=>?!U;TR<s@
AP"}~JBH*=9
CD:

EFKe
KLbc>7deTU>V

PQRSTU?
RSVWX&@
FGDEFGHI[JK

LM1NBO5f6\]s6
~7PsQRWorSsTUV
T,W\XYy85ZyQs
[,W\X|\{Key8]
Z^yQs_QRW`dUV:
QRW;<=!"#"!$%&:
KLZfghiI*jklmn

WXWYZ[\Y[]

WX&@
tuKR3456

(s{KR6~7Psab
rSQRcW@AP"}
~JBH*7PCD:

EFKe
KLMopqTU>V

FGdefgPQKR|EhQi$gjNk
lZmghinop27?%no&%2%2S6x72yWqs
KRrstude6hkgmp&=nvwh%201n26A
022B2nSde>hkgmp&=nvwh%20Bn26A02202nS
de00hkgmp&=nvwh%206n26A022B1n|tu
kgmo&%2%0S6x%yY!WqstuEhQi
$gj\B}~gxZyzSxZ{zqE|~lZ
{gxyZz}}~s#~I|EhQi$gjNk
lZmgo!{"#:

EFKe
Krs$%tuv
WXWYZ[\Y[]

& @

!"YZ[Z\\]
+,&-^_&@

KRl&$%GM&'
()E4$!#!S!#$&|*
/+C!,q5C-!"%!&'
.%/JKL0s!12K
349:495wS967
$$&$(#U;:
89yq='"'!S)x'"y
wx>?,W@@//WY@yz{

FGDEFG\:;<KL=>PQKR&'(')S*x!
y?@3VABs!1KR?@3VABCDDEFG=
)+\HIJKLMYy8KRABN|UVUO:P34QR
SSTUVY!WXsKRABN|YZO.zW34[":
'+\HIJKLMYy8KRAB\|UVUO:]^GS_
`VA3Vabc|WX:
%+P34QRSSTUVZmABYN?@|IOsdPe}S
e{|fsFG#~IJKN[ghMis[jkMi^l:

EFFG
KLZfg[%|}nkl~!TU>V WXWYZ[\Y[]

`abcNO&@
tu3456(se

789{:')'"U;TR
<=?)'"U;TR<s@
AP"}~JBH*=9
CD:

EFKe
KLy"#$%&TU>V

!\]mefgPQKRn"i
$gjlZm%So{p.{
m@p&=inop2117s
EFFGn":
!^_`n"l&FGq@hr
stuvw%%x120Ny0?
z%{s&|2@6?%7@16}=
B%6B>0;s&|012>B?7>6}
??2222;sFGC~
!abn"~6!.{sp&=
"20%622%2%0202610FGC~

!\]#$%&'PQKRn"
FGDEFGD()*\B+
%2%0S21x2@y,?kI-.
%o{s/.05^L1|?0
772%2123%w645w>6FGC~
!\]df78+\BPQKR
n"hk.9stsf:=;43
<=3> 2%06shk&=
>?J;4@0%027;<3>@
>?JvA3766%>FGC~
!\]BW0'T3?PQKR
n"FGCDEF\?z.{
?z&|20>?77>2?z1|
772%%2220216}7?@17>@;
FGC~:
!cden"FGDx,GH
?zs&|%B%22%@%?
h76B@63%2;nFGC~

!fghn"FGq@IH0'
TPQKR3J|FGCDE
F\?zs?z&|010>>0@1
?z1|=2772%0>2202B
6}>@2222;sFGC~
!ij{*e~MK!Ln"K
MSNOMS{TMh{*en
p.OsFGC~
!ijPQRSTn"KM.O
FGC~
!\]UHhrV|0PQKR
n"V|0IONklZm%
{slZ[&nVlZh%202n
0B2&p&?A=w2060>FGC~
!\]4qYZWXPQKR
n"?zYLM0OsFGC~
!klmk@2B?rU@ZZP
[-Imn"

!\]nUW"\]JPQKR
n"{~s0M.Osp|=
772%>%27>7?00sFGC~
!op] ^_`n"FGq@
IH0'TPQKR3J|FG
CDEF\?zs?z&|%1
>1B?@7?z1|2772%0>2202B
6}>12222;sFGC~
!qr Qabn"l&FGq
@hrstuvw7x0?2BN
y0?zs&|2%26B??%6}
0071@%@;sFGC~
!\]ncJGde'('4f
39NgqC0n"KM772%
%B2%22B1@sFGC~
!stu n"l&FGq@
hrstuvw%%x0627Ny
0?zs&|2@6?BB@06}0
@%2222;sFGC~
!\]hihr&'PQKR
n"KMh772%0%02221%
6BnFGC~

!\]8jkljmPQKRn
"KM.OsFGC~
!\]xn&'PQKRn"
KM.OsFGC~
!\]nIeop;b*OPQ
KRn"KMsFGC~
!vwxsqrrn"FGst
uvwIPQKR3J|jx
Tyz{|cG?zs?z1
|=772%0@7712s?z&22%>
@%07s6}%72222;}?z1
|2772%0?22021s?z&2B1B
661B6}B>2222;sFGC~
!\]nIeG~!c,c"
#n"$MNklZmo{
w<%772%0020262@7FGC~
!yz.{nE%&'Y_()
96YL!uszu&|0?22
0>1B>2sK*+7xB&@2%
Ns&,=0%03163%6}=
0B1>@3%;sFGx+o!
uoC~:

NO&@
NKR346~se

789{: !"""U;T
R < = ? !""U ; T R
<s@AP"}~JB=
9CD:

EFKe
KL'(y)TU>V

!yzFGDe-Gx+GH?
zszu1| 7000 ?z&}
0@1%%>>B@?h%62;nFGC~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
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
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

此后，宁夏、福建等地相继出台相关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19年9月通

过修订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
例》提出，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
工提供零至三周岁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用人单
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
女零至三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天共
同育儿假。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3月通过的《福
建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提出，鼓励用人单位
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

三周岁以下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天育儿
假。

辽宁省政府2020年12月发布的《辽宁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则提出，产假期满，经本人申
请，用人单位同意，可以请哺乳假至婴儿满1周
岁，哺乳假期间的工资由双方协商确定。

为了让“夫妻共同育儿假”深入人心，宁夏回
族自治区妇联2020年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在全
区举办50场《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
例》宣讲活动，特别是加强对“夫妻共同育儿假”
的宣传，扩大知晓率，推动更多的单位实行。

目前，宁夏等地已出台相关配套举措，推进
育儿假的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今年3
月专门对“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进行
修订，把育儿假条款纳入其中。

完善配套政策
出台正向鼓励措施

“鼓励夫妻双方共同休育儿假，有
利于男性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对孩子
成长、家庭和谐稳定都有好处。”西安交
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民说。

王保民认为，育儿假具体的落地方
式，各地要因地制宜，出台鼓励性条例
比较适合目前的起步阶段。通过试点，
在社会上形成一定氛围，提高公众对育
儿假的认可度、接受度；同时了解实施
的难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完善。

业内人士认为，推进育儿假落实，
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多以正向激励为
主的配套措施。

“对于执行育儿假政策的用人单
位，既可以进行荣誉表彰，也可以通过
给予税费减免等方式进行激励。”北京
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文说。

涂崇禹建议，可参考去年疫情期间
各地出台的鼓励“不裁员”政策，对于执
行育儿假政策比较到位的企业，以生育
保险减半征收等方式，为企业分担压
力，最终实现职工享受政策红利、企业
提升形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少地区开
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评选，主要考核
因素包括合同签订、劳动保障、工会建
立、休假制度落实等。基层干部建议，
可在此基础上，将育儿假作为一项重要
考评指标，对政策执行较好的企业予以
宣传表彰。 新华社电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单位职工已经享
受到育儿假福利。

宁夏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35岁职工赵文
宝刚刚休了育儿假。“可以一次性休10天，也可
以拆开休。”赵文宝说，“3岁以下的孩子，还没上
幼儿园，对父母的依赖性特别强。孩子小的时候
又爱生病，经常需要大人陪伴，育儿假特别有必
要。这种人性化制度，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在
人才招聘上也是个加分项。”

不过，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育儿假落实情况
还不尽如人意。

在宁夏银川一家国企工作的吴芳，是一名2
岁男孩的妈妈。在得知有育儿假后，她曾找企业
人力资源部门询问，但对方回复说集团没有相关
文件，不让休。

“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假，休的人很少。”福
建泉州某民营企业员工陈女士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联权益部部长周文盈说，
宁夏目前已有一些单位落实育儿假，但主要还是
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为主，企业落实的不多。

“有假难休”一方面是因为育儿假依然是一
项鼓励性政策，没有强制性，用人单位即便不落
实也不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考
虑落实育儿假会增加运营成本。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涂崇
禹说，育儿假在民营企业落实难，是相对应的配
套措施没有跟上，企业暂时缺乏动力。

此外，育儿假落实难也与育龄女性面临的职
场困境有关。记者了解到，一些女职工担心，请
假太多不但影响收入，还会妨碍职场发展。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