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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社厅：
2.5 天弹性休息制度全面落实存在困难
日前，记者从省人社厅官网了解到，省人社厅近期针
对省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落实 2.5 天弹性休息制
度的提案》
《实施大学生留皖工程，留住大学生留住未来
的提案》等进行答复。答复中，明确表示进一步缩短工
时标准尚不具备现实基础，不宜广泛推行。

■记者 祝亮

缩短工时标准尚不具备现实基础
不宜广泛推行
省人社厅答复省政协委员毕普民《关于进一步落实
2.5 天弹性休息制度的提案》称，
2.5 天弹性休息制度作为一
项鼓励性政策安排，
在当前时期全面落实存在一定困难。

衡。该标准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相关要求，与多数经济发

省人社厅在答复中表示，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

达国家或地区的工时水平基本一致，是一种比较先进和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培

科学的劳动标准。

养人才的使命。近年来，安徽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二是我国劳动者每年可依法享受 11 天法定节假日

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居民就业决策部署，大力实

和最长 15 天的带薪年休假，加上每周 2 天休息日，每年固

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公共就业服

定的休息休假在 120~130 天，约占全年时间 1/3。现行

务，为高学历人才尤其是实用型的大学毕业生在皖就业

休息休假制度，已为职工探亲访友、消费休闲等创造了较

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好的前提条件。
三是实行 2.5 天弹性休假，将会缩短我国的法定工作

经会同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税务局、省妇联等单
位研究，省人社厅答复称：

时间标准，这需要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

一是深入实施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动，积极

提高为基础，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

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留皖就业创业，精心组织“周三招

能力。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缩短工时会加大企业生产经

工”
“ 周六招才”的“2+N”招聘活动，常态化、不断线为留

营压力，带来较高的用人成本和负担，影响经济发展。

皖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四是近年的相关调查显示，能够严格执行目前工时

二是继续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对标长三角地区先进

省人社厅在答复中表示，2020 年 4 月份，安徽省文化

标准的企业比例不高，加班情况较多。进一步缩短工时

做法，不断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和引进人才政策措施；

和旅游厅、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关

标准尚不具备现实基础，不宜广泛推行。同时，如果通

继续加强宣传引导，鼓励事业单位创新方式方法，采取更

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促进劳动节等假日旅游消费的通

过行政方式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带头推行 2.5 天假期，可

加灵活有效方式积极引进人才；继续加强服务指导，积极

知》，提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各地各单位结合自

能会造成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间的不平衡，被社会误解

开展业务培训，搭建信息发布、笔试考试服务平台，不断

身 实 际 ，实 施 周 末 2.5 天 弹 性 休 息 制 度 ，以 促 进 文 旅 消

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特有福利，社会影响

提升引才工作质量。

费。该项鼓励休假的政策，在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峻的

也不好。

三是完善落实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和

情况下，对我省的文旅产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起到了

安徽省人社厅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2.5 天弹性休息制度作

强宣传引导、开展监督检查，保障广大劳动者的休息休假

落实相关补贴补助政策，支持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从事公

为一项鼓励性政策，既要充分考虑用人单位的工作实际，

权利；同时，鼓励用人单位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自主实施

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

又要做好职工假期的统筹调整、科学调剂、灵活安排。实

2.5 天弹性休息制度。

休假法律法规，2.5 天弹性休息制度作为一项鼓励性政策
安排，在当前时期全面落实存在一定困难。
一是我国的工时制度和标准是综合考虑我国人口、

四是持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实行实物配租和租赁
补贴并举，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

践中，部分实施了 2.5 天弹性休假的企业，会在职工年休
假中予以冲抵。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现行休息

金融支持政策，深入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提高在皖大学生婚姻匹配成功率
省人社厅近期答复省政协委员李玉云《实施大学生
留皖工程，留住大学生留住未来的提案》称，下一步，将实
施在皖大学生婚姻帮扶工程，办好网络公益相亲活动，对

就业无房职工等新市民住房保障力度，鼓励其通过市场
租房政府予以差别化的租赁补贴，多渠道解决其阶段性
住房需求。
五是实施在皖大学生婚姻帮扶工程，办好网络公益

就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习惯等因素制定的，有利

各级妇联和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加强指导，为在皖大学

相亲活动，对各级妇联和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加强指导，

于 实 现 劳 动 者 身 体 健 康 权、休 息 权 与 就 业 权 之 间 的 平

生提供互动交流机会，提高婚姻匹配成功率。

为在皖大学生提供互动交流机会，提高婚姻匹配成功率。

打造乡村振兴庐江样板 争做长三角高质量“上进生”
镇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谋划建设 29 处‘网红打卡点’，持续打造一批具有
庐江特色的乡村振兴精品线，探索发展田园综合体模

庐江县是合肥“南大门”，记者从合肥

式。”上述负责人表示，
“ 十四五”期间，庐江将围绕庐江

市“五年看点”集中采访活动中了解到，

特有的“三山一湖”
“ 三寨一海”等自然资源，打造长三角

庐江县着力打造“两城”
“ 三区”
“ 四园”，

知名生态休闲旅游康养度假基地。

重点打造“三山一湖、三寨一海”旅游景

同时，庐江策划推出春夏秋冬四季主题精品旅游线

区。
“ 十四五”时期，庐江县将以“融入大

路和四季品牌活动，扶持开发“西瓜节”
“ 蓝莓节”
“ 黄桃

合肥、对接沪苏浙”为主攻方向，着力打

节”等休闲农业节庆活动，繁荣农业节庆经济，带动农产

造“千亿县”，奋力实现“全省争五强、全

品销售，乡村旅游有力拉动乡村经济发展。

国冲百强”目标。
■记者 沈娟娟 秦缘 文/图

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提高庐江产业附加值
庐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庐江县城西侧,规划

高起点规划合肥南部新城

12 月开工建设。

面积 35.86 平方公里,建成区 14 平方公里，现有企业 180

“按照合肥主城区标准，配套建设城市体验式综合商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41 家、高新技术企业 18 家。在建工

业中心、三甲医院、高等教育学校、市民公共活动中心

业项目 16 个,拟建工业项目 17 个，逐步形成新能源电池

“我们高起点规划合肥南部新城，按照‘四个优先’原

等。”庐江县相关负责人说，合庐产业新城计划打造“产城

材料、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

则建设南部新城，以最快速度、最高质量稳步推进征地拆

一体、均等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安全、友好、舒适

迁及安置房建设，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核心区 1725 户

的“15 分钟活力社区生活圈”。

在产业上，庐江县着力补齐“工业短板”，打造具有地
区竞争力、对外影响力的现代产业发展新高地。

搬迁协议签订。”庐江县相关负责人透露，10 月份，将正式
启动南部新城 15 条道路、3 个安置小区建设。
合肥南部副中心城市（庐城）、合庐产业新城是庐江
县着力打造的“两城”。

合肥博大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为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是庐江高新区重点招商引资
企业，该公司总经理表示，
“2020 年疫情期间，政府对我们

依托美丽乡村 做好农文旅结合新典范
在小满田塍田园综合体，有采摘园、田间木栈道、七

的不光是政策的支持，银行支持，从细节做，为企业着想。
根据合肥的招商引资大环境，
规划我们的未来工厂。
”

彩旱滑道、苗木花卉板块、荷花观赏板块等多个板块，高

“十四五”时期,庐江高新区以“融入大合肥、对接沪

记者了解到，在合庐产业新城，已启动建设约 90 万平

峰时期日均人流量达到 3 万。该地管理人员黄小燕介绍

苏浙”为主攻方向,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打造承接产业转

方米安置房、13 条城市道路约 29 公里；九年一贯制学校

道，以前贫困户很多，现在基本上带动了 30 多户贫困户

移先行区;围绕高质量发展,打造创新示范区;围绕主导

合肥 42 中南城校区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已招标确

家庭，给予他们每天工资 90 到 100 元,带动经济发展。

产业,打造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三个

定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目前装机已进场施工；上海东方
医院南城医院目前已完成可研评审，方案正在评审，争取

目前，云里安凹、少间·王圩里等精品民宿建成开业， “百亿级”产业基地。到 2025 年，力争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 500 亿元,实现财政收入 25 亿元。
积极开展旅游招商，投资百亿元的南山汤池温泉健康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