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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翻开韩国的日历，第一感觉就是节日多，用特殊颜
色标注的法定节假日几乎每月都有，固定节假日加起
来每年至少15天。

韩国规定如果法定节假日与周末休息日重叠，不
会另行补休，也不会特意将临近周末休息日调休，因此
韩国最长的法定节假日仅有3天（春节和中秋）。只有
当这种小长假正好处于周一至周三，或周三至周五，也
就是与周末休息日正好连接又不重合的情况下，才会
出现连续5天的休息日。因此对于韩国人而言，长假
可谓是可遇不可求，而这种5天连休被韩国人称为“黄
金连休”。

在法定节假日安排上，韩国受外来文化影响较
大。法定节假日中不仅包括圣诞节，还包括佛诞节（阴
历四月初八）；而高丽和朝鲜时代的4大节日——岁首
（春节）、上元（元宵节）、端午和中秋，目前仅剩春节和
中秋被认定为法定节假日。

韩国节假日中比较特别的是有5个国庆日，分别
是三一节（3月1日，纪念反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
运动）、制宪节（7月17日，纪念宪法的制定和发布）、
光复节（8月15日，纪念韩国脱离日本统治和韩国建
国）、开天节（10月3日，檀君古朝鲜的建国日）以及韩
文节（10月9日，纪念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

新加坡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按照
自己的历法有不同的节日与风俗，新加坡政府将它们
重新整理制定出了独特的“法定节假日”。

新加坡法定休假的节日每年只有11天，除元旦、
国际劳动节和国庆日外，其余8天都是民族和宗教节
日，全体民众都会放假。假日除了农历春节2天外，元
旦、圣诞节、耶稣受难日、卫塞节、哈芝节、开斋节、屠妖
节、国际劳动节均为1天假，国庆节也是1天。

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充分考虑
到多种族文化的特性，以免由于节日安排不合理而引
起不必要的矛盾。一般来说，基本上每个民族都有2
天自己的节日休假。

虽然在节日安排上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了各民族
之间的平衡，但同时也规定，所有这些节日也是全体新
加坡人的假日。这种设定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狮城文
化的多元性。

新加坡虽然大大小小的节假日不少，但是政府并
没有像中国这样制定“黄金周”计划，如果节日恰逢双
休日，那么随后的星期一会延休一天。如果赶上星期
二或星期四，部分新加坡人会借用一天年假，使假日与
周末相连，享受4天长假。但政府对此并不作硬性规
定，通常都是自行调整。

英国人每年享受的假日并不少，除双休日外，每人
每年至少有28天的假期。英国人每年享受的假期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8天的公共假日，也就是当地人所
称的“银行假日”。二是长短不一的年假。如在公司里，
即使是新员工，每年至少会有20天年假，而服务公司时
间长的员工，老板会考虑增加他们的年假天数。

近年来英国人呼吁政府增加“银行假日”的声音越
来越大。一是报怨“银行假日”比法国人少了4天。二
是在每年8月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假期，要一直等到12
月的圣诞节。因此希望政府增加一天“银行假日”，并
将之安排在10月份。

面对民众的呼声，英国政府选择了因循惯例。但
每年8天的“银行假日”并非一成不变，遇到好日子，英
国政府也会增放假日。如2010年英国皇室成员威廉
王子大婚之日以及 2012年英国女王在位 60周年庆
典，英国政府都宣布大庆之日为全国的“银行假日”。

英国政府也考虑到了雇主的感受。按照英国法
律，员工在公共假日加班，雇主要支付给员工2至3倍
的工资。增加公共假日，客观上增加了雇主的用工成
本。曾经有人感慨英国人会享受生活，每逢“银行假
期”大小商店全部歇业。事实上，就算员工在“银行假
日”愿意上班，老板也会因心疼加班工资而拒绝。

美国有10个联邦法定公众假日，分别是元旦、马
丁·路德·金纪念日、总统节、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
立日、国际劳动节、哥伦布日、退伍军人节、感恩节和圣
诞节。

如果元旦、美国独立日、退伍军人日、圣诞节和新
选总统宣誓就职日恰好是星期六或星期日，那么假期
将提前或推迟1天，形成“黄金周末”。

对美国民众而言，11月第四个星期四的感恩节和
12月25日圣诞节两大联邦法定节日是每年最受期待
的假期。感恩节虽然只有1天为联邦假期，但是一些
雇主往往把随其后的星期五也一并归为假期，形成一
个至少4天的小长假。这个星期五如今已成为商家打
折促销、消费者踊跃购物的“黑色星期五”。

美国联邦法律并没强制规定带薪年假，因此假期
政策也千差万别。美国多数公司都会为拥有5至10
年工龄的员工提供3周左右的假期，而工会成员一般
都会按照集体协议的规定进行休假。在部分州，雇主
必须制订书面的带薪休假规定。整体而言，不同上班
族的带薪休假长短不等，多数美国人每年都能拥有25
天左右的假期。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2012年5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拥有带薪度假
和带薪节日的上班族均占整体的77%。

韩 国 长假可遇不可求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11 日，备受关注的 2014 年节假
日放假安排正式出炉。新的节假日放
假方案，对于完善法定节假日制度安
排，具有哪些积极意义？新的放假方
案将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记者采访了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发
展研究院院长石培华和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路路。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为什么要对

原有的节假日放假制度进行调整？

石培华：2008 年以来，我国法定
节假日总体运行情况是好的。现行法
定节假日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是多方
面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不应以此否
定整个节假日制度安排。

此次国家对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
方案作了新的调整，是对法定节假日
制度的不断优化，也是顺应民意、顺应
发展新变化和新需求的举措，有利于
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记者：在此次节假日放假方案的

调整中，相关部门在网上广泛征集了

网友意见。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李路路：节假日放假方案的调整，
牵涉面广，有必要通过开展广泛的讨
论来征求更大范围的意见。

通过网上调研的情况看，网友的
参与面很广。尽管网民和非网民在方
案选择上可能会有差异，网上征求意
见未必尽善尽美，但公开征求意见总
比少数人讨论要好。此次网上征求意
见的方式，也为今后其他相关议题决
策过程中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可以借
鉴的方式。

记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

国现行的法定节假日总天数水平并不

低。但不少人仍然认为我国与国外假

期水平差距较大。这是为什么？

李路路：百姓感觉我国节假日放
假水平与国外差距大，这里面有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许多人
其实没有把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区

分开来。
由于大家习惯了通过法定节假

日休假的方式，对带薪休假的认识还
不足，带薪休假并不普及，所以才会
觉得假日方案改来改去并没有增加
假期。

个人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定节假
日符合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应轻
易改动，而要花更多精力推动带薪
休假。

记者：新的节假日放假方案对于

拉动节假日经济发展将会带来哪些

影响？

石培华：新出台的调整方案，是对
原来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兼顾考虑了
各方面的因素，在满足百姓对节假日
休假需求时，对于拉动节假日经济也
是有利的。

首先，新方案保持形成两个 7 天
长假，可以有效满足远途出游的需求
和探亲需求，也十分符合我国的文化
传统和老百姓的休假方式。

其次，可以形成若干 3 天的小长
假，有利于使法定节假日在时间上相
对分散均衡，避免过度集中，有利于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2 天至 3 天
的小长假，可以满足短距离的休闲
游，对推动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促进
休闲度假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使旅游
休闲发展更加均衡优化。同时，将传
统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对传承和弘
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有利于增加节日祥和喜庆的和
谐氛围，提高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认同
感和凝聚力，也有利于刺激文化休闲
消费。

此外，在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网
络快速发展的高速时代，2 天至 3 天的
休闲旅游消费的空间半径已经得到极
大拓展，不能再用传统的长距离交通
来考虑节假日制度安排。在当前的交
通条件下，节假日带来的消费将得到
进一步放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节假
日放假方案，2014 年，元旦、清明节、
国际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
一天，节假日逢周三时不调休，仅在
当天放假；长假调休改为调借节前和
节后周末各 1 个周休日；春节假期恢
复为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七。

记者了解到，为使法定节假日调
休安排更加科学合理，全国假日办先
后两次征求公众意见。先是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汇总社会各方面的意
见，提出 3 个调休方案，而后就此方
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在再次征求
意见的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如不能
增加春节假期，可将春节放假时间由
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二恢复到正月初
一至初三，这样可以增加节后与家人
团聚的实际时间。这一要求也被主
管部门采纳，并列入到新的节假日放
假方案中。

放假天数暂不宜增加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现行的法定
节假日总天数是适当的。法定节假
日的总天数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仍然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占有明显优势，劳动力成
本不宜过快增加。增加法定节假日
天数必然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竞争力。

目前，我国职工平均年法定休息
日为 125 天（法定节假日 11 天，周休
日 104 天，职工带薪年休假平均 10
天），已超过全年时间的三分之一，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
因而短期内不宜增加春节及“五一”
国际劳动节放假天数。

一项针对世界 62 个国家和地区
的法定节假日天数的统计数据显示，
法定节假日平均为 11.7天，我国排在
并列 33 位，属于中等水平，与法国、
意大利等国家持平，超过了澳大利
亚、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此外，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节假日安排看，每个法定节假日基本
为 1 天，即使是圣诞节，也只有德国、
法国、英国放假 2 天，其他国家均放
假 1 天；国庆节（独立日）各国基本只
放假 1 天。我国节假日放假安排与
国际惯例基本持平。

完善带薪休假是关键

现行法定节假日安排存在的集
中出行导致交通和景区拥堵、调休造

成连续长时间工作、假期安排缺乏规
律社会难以把握、供求失衡导致旅游
质量下降和价格上涨等问题，越来越
受到广泛关注。

“要根治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继续
调整节假日安排，另一方面要完善带
薪休假制度。”有关专家指出，全面落
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是满足群众旅
游需求、分散出游时间的最有效途径。

据介绍，62个国家和地区工作10
年的职工带薪年休假平均 19 个工作
日。我国排在并列59位，仅高于泰国
和菲律宾。职工带薪年休假与世界平
均天数的较大差距，也导致我国职工总
体休假水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记者了解到，我国 《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 实施 6 年来，受文化
背景和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
影响，目前虽只在部分人群中得到
落实，但总体进展顺利，且社会上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落实职工带薪
年休假制度的重要性。2012 年，已
经不同程度地享受带薪年休假权利
的职工 （含未休假但依法给予工资
补偿的职工） 约占到 50%。

不过，从国际经验看，落实职工
带薪年休假制度需要一定时间，不可
能一蹴而就。专家建议，今后要采取
有效措施切实推动落实职工带薪年
休假制度，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应带
头落实，形成示范效应；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把职工带薪年休假作
为劳动监察的专项内容，定期进行监
督检查；工会组织要采取集体协商等
有效措施维护职工的合法休假权益；
教育部门要督促各地在确保学习时
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安排中小学放
春假，为职工利用带薪年休假安排家
庭旅游创造条件。

统筹安排节假日

记者了解到，在节假日安排上，
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比较分
散，类似我国春节、国庆节连放3天假
的情况较为少见，调整节假日相邻周
末形成连休的做法更为少见；西方国
家休长假主要在生产效率较低的时
候，如暑期和冬季（如圣诞节至元旦）。

专家建议，今后，我国在节假
日安排上，应全面统筹考虑。一是
立足国情、逐步完善，休假天数要
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国家
政策和制度要保持相对稳定，避免
政策反复。二是传承文化，以人为
本，使法定节假日安排应有利于传
承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
凝聚力；要切实保障职工基本休息
权益，法定节假日具体安排应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三是分布均衡，运
行平稳，使法定节假日在时间分布
上 应 相 对 分 散 均 衡 ， 避 免 过 于 集
中，对假日相邻周休日的调借要有
规律可循并及早公布。

专家同时建议，要继续完善法定
节假日假期的保障措施。一是统筹
考虑旅游资源保护和游客安全保障
的需要，严格景区游客流量控制制
度，建立完善门票预约制度，做好节
假日应急预案。二是尽快完善信息
发布制度，节假日期间要及时通过电
视、广播、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公布景
区接待信息和道路交通信息，引导居
民 及 时 根 据 市 场 供 求 信 息 安 排 行
程。三是推广普及电子不停车收费
系统（ETC），尽快实现全国联网，提
高高速公路出入口通行能力。

2014 年法定节假日出台——

顺应公众期待 更为科学合理
本报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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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专家解读 2014年节假日安排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王轶辰

新加坡 兼顾多民族节日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 杰

美 国 也有小长假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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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2014年全国法定节假

日放假安排方案正式出台。

方案在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一方面吸纳了大多数人保留春节、国庆两个7

天长假的意见，另一方面避免了频繁调休小长假，有利于保持日常工作生活节奏。此

举既顺应了公众期待，又在多元的诉求、意见、建议中寻找出一个平衡点，使方案尽可

能科学合理，又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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