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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请假影响公司业务长时间请假影响公司业务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办法 （草案）》近日提交审议，草
案中首次提出男性共同育儿假，鼓励单位给
男性多放5天假回家带孩子。也就是说，在
目前江苏男性享有 15 天护理假的基础上，
再增加5天假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男性共同育
儿假有一定现实必要性，但目前通常意义上
的陪产假“落地”尚且面临困难，江苏省这
一草案里提及的增加5天假期能否推广？

记者注意到，此前，一些地方也设立了
陪产假，通常为15天。

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中提
到，北京女职工生育后，其配偶可享受陪产
假15天。

4个月前，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陆敏成
为母亲。陆敏的先生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上
班，业务繁忙，加班是家常便饭。

“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加上双休一
共休息了五天，而且我先生向单位申请的是
事假，并非男性陪产假。”陆敏说。

陆敏的先生所在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没有
男性请 15 天陪产假的先例，这基本上已经
成为公司默认的“传统”。

“他在保险公司上班，平时就忙得脚不
沾地，休年假时都得加班，他们公司所有人
都没有请过 15 天这么长时间的假。半个月
的时间，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太大了，领导肯
定不会允许的。”陆敏说。

陆敏有产假 6 个月，加上晚婚假 1 个
月，一共有 7 个月。在这 7 个月的时间里，
几乎就是陆敏和保姆共同照顾孩子。

“当妈妈的第一个月最辛苦了，我年纪
大吃不了苦，先生又请不了假帮我，于是直
接住到月子中心里去了，当时花了将近8万
元。月子中心确实太贵，但是我先生太忙也
没别的办法。”陆敏说。

其实，陆敏在生孩子之前也知道男性陪
产假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让丈夫向公司争
取。“五六天和半个月也没差多少，再说本
来他就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得事事都靠我。
他要是一直在家没准我俩还拌嘴。最重要的
是，和上班挣钱比起来，请假照顾孩子得不
偿失。”陆敏说。

如果要第二个孩子，陆敏又该如何应
对？

“如果有共同育儿假还是很有意义的。
到那个时候，我还是希望我先生的假期能更
长一点，因为二孩的生育压力更大了。”陆
敏对记者说。

企业主管自身更容易请假企业主管自身更容易请假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宋瑞是一家建筑公
司的部门主管，他和妻子正计划要宝宝。宋
瑞在公司里的职位已经处于管理层，相对于
普通员工“不敢请假”来说，宋瑞在这方面
并没有太多担忧。

“我肯定会申请陪产假。15天虽然不算
特别长，但是在我太太刚刚生产完比较虚弱
的那几天里，我能时时陪在她身边，哪怕端
个茶倒个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作用。”宋
瑞说，“我自然希望男性陪产假能更长一
些，如果有共同育儿假就更好了。就算法律
规定了只有一天，我也会尽我所能去请假，
给妻子减轻负担。”

当记者问宋瑞是否雇请月嫂时，宋瑞
说，“我觉得月嫂只是在生活细节上照顾我
的妻子，我自己的作用更多是在心灵关怀
上。月嫂怎么能代替丈夫呢？何况，新生儿
成长和变化速度最快，能亲眼见证是很好的
事情”。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郑先生是北京一所

高校的教师，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小儿子刚
刚半岁。郑先生告诉记者，因为教师这份工
作的特殊性，具有比其他职业更长时间的假
期——寒暑假，所以他和太太会有计划地让
宝宝降生在寒暑假。

“寒暑假就算是共同育儿假吧，留给我的
时间很充足。如果像其他职业的上班族一样，
只有一两周，那情况可能会困难很多。因为有
寒暑假的原因，我和其他教师，绝大多数都会
优先选择寒暑假生孩子，所以基本上不会主动
向学校申请陪产假或者共同育儿假，而且自己
也不清楚应该有多少天假。”郑先生说。

管理者不愿男性请陪产假管理者不愿男性请陪产假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并非意识不到陪
产假或者共同育儿假的必要性，但是也有难
处。

曹振是北京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的门店
经理，他的女儿刚满1岁。他告诉记者，当
一个家庭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应当适当
增加男性员工的陪产假天数，比如在原来的
时长上延长一段时间。因为照看两个孩子要
比照看一个孩子的压力大多了。

曹振进一步向记者分析说，对于私营企
业主来说，有没有陪产假期这个问题不大受
制于企业管理的压力，反而更多取决于企业
主自身。目前一些私企流行职业经理人，如
果说职业经理人也算企业管理者的话，那他
本质上还是企业的员工，仍然要接受业绩考
核制度和考勤制度的约束，并不是单纯的企
业主，并不能随意地给自己或者手下员工放
假，所以并非所有企业管理者都能决定自己
或者手下员工的假期。

男性陪产假和企业绩效之间究竟存在怎
样的关系？

“从公司的日常运作来看，普通员工和
企业主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站在企业
主的角度考虑，肯定希望员工的工作时间越
长越好，能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员工的假
期多，企业承担的成本就多。从目前来说，
大部分企业的员工还是以男性为主，女性员
工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男性员工的假期增多，相当于一个企业每年
增加5%左右的用工成本。私营企业主当然
希望尽可能节约开支，追求更多利润。老板
想要省钱，员工想要多放假，这就是矛盾根
源。”曹振说。

尽管曹振属于管理层，但他依然建议站
在普通员工的角度考虑，将男性陪产假或者
共同育儿假上升至法律层面很有必要。有些
企业管理者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会
主动给员工放陪产假，如果法律有明文规
定，管理者就只能遵从。普通上班族的数量
肯定是多过管理者人数的，所以应该尊重多
数人的利益。

同样作为管理者的宋瑞也告诉记者，无
论是在国企还是私企，尤其是小单位、小公
司，很多职位都是专岗专职。女员工休产假
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男性再休陪产假，公司
的运作很可能就断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
人去顶替那个环节。

“所以一般最后都是公司给一些加班补
助，男员工请几天事假代替陪产假，双方各
退一步。”宋瑞说。

业内专家剖析男性陪产假业内专家剖析男性陪产假““落地落地””路径路径

关于男性陪产假的讨论由来已久，目前
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陪产假作出明
确规定，具体安排以各地实际规定为主。男
性陪产假如何从各地规定成为实实在在的福
利？记者就此与业内专家展开了对话。

记者：《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近日提交
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草案中对男性共同育儿假、女性孕期假
等列出了专门条款规定，拟立法推出男性育
儿假，鼓励单位给“奶爸”多放5天假回家
带孩子，这在全国还是首创。目前江苏的男
性已经享有月子里 15 天的带薪护理假，若
再增加产假期间5天以上共同育儿假，可以
有至少 20 天的假期。江苏拟通过地方立法
确定男性育儿假，有哪些积极意义？

王向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教研
室主任）：在地方立法中设立共同育儿假是
一件好事。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
民族的未来。共同育儿假有利于减轻家庭负
担，帮助女性恢复身心，更好保障妇女权
益，也能促进孩子更好成长。

伍海霞（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副研究员）：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男
性共同育儿假，是对男性假期的宣传。法律
具有强制性，当地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也
能明确和执行相关规定。

记者：江苏拟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
男性育儿假的消息传出后，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不少网友认为，这一做法应在全国范围
推广。

王向前：设立共同育儿假涉及到很多因
素，没有必要全国普遍推行，不宜“一刀
切”。现在各地都有陪产假，各地应该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和当地居民意愿、生活习惯、
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等来决定是否设立共同育
儿假。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假期并不少，对
于男性来说，有不少时间照顾产妇。有的城
市工作节奏比较快，可以多设立假期，有的
地方本来节奏就慢，多设立假期意义不大。

记者：此前，在关于陪产假的报道和讨
论中，“落地难”的现象一直存在，有的人
也不太清楚类似的假期该如何安排。陪产假
或者男性共同育儿假“落地”的主要难点在

哪儿，又该如何化解？
王向前：无论是陪产假还是共同育儿

假，落实中最大的难点仍然在于用人单位。
因为类似的假期会让用人单位成本增加，这
就涉及到劳动监察执法。现在的劳动监察执
法由于人力有限，力度也有限，因此陪产假
这样的假期落实会遇到问题。一个比较有效
的办法是，劳动者可以要求把这样的假期写
入劳动合同，这样就相当于和用人单位有言
在先，用人单位也会提前有个准备。如果突
然提出休假，用人单位确实会比较着急。

伍海霞：将类似的假期落实到实处，对
于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相对容易一
些，职工提出休假或者不休假的要求，一般
能获得批准。陪产假或者男性共同育儿假本
质就是员工带薪休假，如果在私企，为了追
求利润最大化，考虑到用工成本，有的企业
主就可能会倾向于少批准假期。有的企业主
多数更强调经济收益而非人性化的管理。这
时候，国家应当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或给予
一些优惠政策，比如税收方面，用来解决这
方面问题，因为男性休假的数字是可以统计
的，所以国家可以据此给予企业相应的补
助。

记者：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家有
二孩的家庭大多面临着孩子谁来带、谁多带
的困惑。有不少人认为，在全面二孩时代，
应更注重陪产假的落实，甚至通过国家立法
明确男性共同育儿假。对此，是否意味着陪
产假或男性共同育儿假在全面二孩时代有特
殊的意义？

王向前：陪产假或者共同育儿假实际上
与一胎、二胎的关系不是很大，一个孩子同
样也需要父母有时间照顾。今后在生育方面
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生育率比较低。今后的
政策走向应该是鼓励生育，多提供假期和其
他福利，有助于多生孩子，保证年轻人的比
例，这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

伍海霞：类似假期的设立，本质上就是
为了给父母缓解养育儿童的压力，多一些陪
伴时间。无论是爸爸休假还是妈妈休假，都
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孩子。婴儿在成长到幼
儿园入学年龄前 （3岁） 的整个过程中，有
很多时间需要有人陪伴、看护，这是单方面
增加母亲的产假或父亲的陪产假都做不到
的。在全面二孩的背景下，无论怎么强调陪
产假或者男性共同育儿假的重要性，包括通
过立法增加假期的时长，都有治标不治本之
嫌。所以，为了照顾这些父母都在工作的幼
儿园学龄前儿童，建立和完善0至3岁的儿
童早托制度，可以根本、长远地解决问题。

记者：在主题为“鼓励按政策生育 推
动人口均衡发展”的中国人口学会 2017 年
会上，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
绍，2017年前5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
为740.7万人，比2016年同期增加7.8%，二
孩及以上出生占57.7%，比2016年同期增加
8.5个百分点。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有序
推进，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完善配套政策
措施，积极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
和社会环境。战略研究和规划制定取得重要
进展，明确人口服务管理的目标和措施。今
后生育政策的走向是怎样的？

王向前：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人
口安全观也需要得到重视。由于老龄化程度
迅速提升，我国的人口安全正面临挑战，可
能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数量有限的年轻
人要赡养数量较大的老年人，年轻人的负担
会很重。现在我国的养老模式还是以居家养
老为主，家庭子女在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养老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老人需要照
顾，这些都需要年轻人去承担、支撑，不能
全部推给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主要发挥
托底作用。要通过总体上提供更好的生育待
遇包括提供男性陪产假或者共同育儿假，鼓
励生育。

据《法制日报》

男性陪产假成“纸上的福利”
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来临，男性假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几年，男性陪产假是一个讨论较多的话题。尽管一些地方在

地方立法中都明确了男性陪产假这一假期，但一直面临“落地难”的问题。前不久，有消息称江苏省拟立法明确男性共同育儿假，
在男性陪产假的基础上增加假期。这一消息再次将男性依法请假照顾妻子、孩子这件事情推到舆论前台。在现实中，男性陪产假
为何难“落地”？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