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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各省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相继“清零”，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居民出门
消费。近日，江西、浙江和甘肃陇南提出
鼓励每周 2.5天休假，以促进消费。

2.5 天休假制对促进消费是“药到病
除”还是“解一时之渴”，抑或作用寥寥？
专家认为，促消费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但恐怕效果有限，拉动消费的根本在于提
高居民消费能力。

提振消费
三地鼓励实施2.5天休假

3月 19日，江西省发布《关于打好“组
合拳”提振旅游消费的通知》。根据通知，

“组合拳”包括景区门票优惠、周末弹性作
息、发行消费券等内容。

其中，推行周末弹性作息具体为，各
地各单位结合实际，优化工作安排，今年
二季度试行周末 2.5 天弹性作息，积极引
导干部职工周末外出休闲度假。

3月 24日，浙江省出台 16项提振消费
的举措，其中提到鼓励实施一周 4.5 天弹
性工作制，支持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此外，甘肃省陇南市也发文鼓励 2.5
天休假消费，并明确具体休假方式：每周
星期五下午各行政事业单位在完成工作
任务，安排好值班人员的情况下，可以鼓
励其余职工休假旅游。要严格落实带薪
休假制度，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
取消或减少干部职工休假。

作为促进消费的一种手段，“2.5天休
假制”过去 5年也常被提及。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
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
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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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包括上述三地在内的 10 多个
省份出台了鼓励 2.5 天休假的意见，包括
江苏、河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
徽、陕西、贵州、福建、浙江和广东等。

更有部分地方启动落实。2015 年 8
月 11 日，湖南宁乡县旅游局在全国率先
试行夏季每周 2.5 天小长假。随后，江西
上饶、吉安，山西晋中等地结合地方实际
出台小长假政策。贵州黔南州规定，每年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的每周五下午，党政
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自行安排轮流休假。

经营困难企业
或难落实2.5天带薪假

从往年情况看，“2.5 天休假制”更多
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难有落实。疫情防
控期间，三地政策也均为“鼓励”“引导”，
而非“强制”。

江西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弹性
作息的要求是鼓励性和倡导性措施，并非
强制性要求，也不是全省一刀切，各地各
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执行，具体
的调休方式也是各单位决定。

由于此次试行只是在今年二季度的
三个月内，时间并不长，所以预计起带头
作用的机关事业单位等有望率先受益。

对企业来说，由于政策明确“带薪休
假”，因此“多放半天假”无形中增加了企
业成本。姜女士是一名旅游从业者，她告

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面临困难，
利润缩水，“哪个老板愿意给员工带薪休
假，那样肯定会给企业增加负担。”

姜女士介绍，往往企业经营效益好的
时候，企业经营者招工会给予一些好的政
策，可以尝试带薪休假；但企业效益不好
时，经营者在用工方面会更加谨慎。

“越是经济滑坡企业困难的时候，企
业越不想用大量员工，那就是说，一名员
工要承担更多工作量，这样才能保证企业
的效益上去一些，才有钱给大家发工资，
这个时候带薪休假，企业就更困难了。”

而且，2.5 天假应该如何休？是否意
味着缩短工作时长？

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我国职工工作时间为每日 8小时、每
周 40小时。特殊条件下从事劳动和有特
殊情况，需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江西明确，弹性作息减少的工作时
间，通过延长其他工作日时长调剂补回。
甘肃陇南也强调，要合理安排疫情防控期
间的值班补假。

江西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解释，弹性
作息实际上是一种“调休”形式，不是要缩
短每周法定工作时间、周五下午直接安排
放假。周五下午工作时间要安排到其他

工作日中，使周五下午腾出来与周末结合
外出休闲度假。

效果有限
拉动消费要靠提高消费能力

作为促消费的一种手段，2.5 天休假
制对于提振疫情中受到重创的相关行业
企业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受疫情影
响，2020 年一季度及全年，国内旅游人次
将分别下降 56%和 15.5%，国内旅游收入
分别下降 69%和 20.6%；预计全年同比减
少旅游 9.32亿人次，减收达 1.18万亿元。

提振旅游行业消费成为不少地方促
消费的重点。江西和甘肃陇南都提到，通
过 2.5 天休假鼓励、引导干部职工外出旅
游度假。另有多地提出发放消费券、景区
门票半价等措施。

姜女士并不看好延长放假的措施，疫
情过后大家多忙于复工复产，周末外出旅
游，既没有心情，也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政策覆盖的人群也可能并非周末旅
游业的主要受众。据姜女士介绍，从去年
和前年她所在地区情况来看，旅游业主要
消费人群是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刚刚
退休有充裕的时间旅游，此外还有 70 岁
以上老年人，可享受景区免门票优惠。而
政策涉及的中青年群体，以往旅游时段多
集中在寒暑假，以陪伴孩子为主。

多名专家也表示，通过 2.5 天休假制
提振消费，恐怕效果有限。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
研究院院长乔宝云、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都表达了相同观点：促消费的方向
是正确的，但拉动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消
费能力，即居民收入，而非可能产生消费
的时长。

连平也指出，消费的提振受到重要消
费品需求释放的影响，但房地产等重要消
费品的需求释放并不取决于放假。乔宝
云认为，“放假”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将主要
体现在家庭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方面。

据《新京报》报道

根据“腾讯 110”小程序受理投诉数据
显示，网络兼职刷单成为疫情防控期间最
大诈骗类型之一。与此同时，利用网络实
施的刷单诈骗犯罪成本低，一些受害者维
权意识不够，打击工作还面临困难。

“203××××613 被举报网络诈骗成立，
永久封号。”3月 19日，多次查看举报进度
后，虽然骗子最终被微信封号，但应届毕
业生姜力菲还是没找回被骗走的 2185
元。疫情发生后，姜力菲找了一份“兼职
刷单”的工作。没想到，两个小时内被骗
走了一学期的餐费。

发生在姜力菲身上的事不是个案。根
据“腾讯 110”小程序受理兼职刷单诈骗投
诉数据显示，今年 2月份，日均受理举报量
较1月日均受理举报量环比上涨20倍，单日
举报量峰值更是高达 816起。网络兼职刷
单成为疫情防控期间最大诈骗类型之一。

记者采访发现，兼职刷单诈骗已形成
黑色产业链，最快 36 秒“洗净”赃款。与
此同时，打击工作还面临困难。

大学生、宝妈成兼职诈骗目标

春节前结束实习后，姜力菲投出的简
历无一不是石沉大海。今年的应届毕业
生预计 874 万人，面对疫情后一些企业有
可能缩减工作岗位，她有些焦虑。

2月 13日，自称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HR的“慧姐”给她打来电话，“为了缓解大
学生就业压力，政府要求我们多提供工作岗
位，这里有一份刷单的兼职，你做不做？”能
够准确说出她的学校、专业、身份证号码，姜
力菲觉得应该是自己投过简历的公司，没多
想，便添加了工作人员“小花艳艳”的微信。

第一次操作，姜力菲在对方指导下拍下
一双价格为 89元的雪地靴，一单返利 4元。
在网站付款后，很快对方发来93元红包。

第二次操作，对方发来相同链接，只
不过要求她一次购买 10 双，但是不能在
网站上直接付款，而是扫描对方发来的二
维码付款。

对方称，“一次性大批购买会被认定
为刷单，数据不算数，所以要微信支付。”
姜力菲有些犹豫，对方反复强调“不接就
把刷单任务给别人”。她又付了 890 元，
对方发了 40元红包，表示因为网络延迟，
本金会在 1小时之后打过来。

姜力菲发现“不对劲”后，要求返还本
金，对方表示，姜力菲“兼职工作不负责，说
不干就不干了”，要将她列入“求职黑名单”，
影响她毕业找工作。“威逼利诱”下，第三次
操作，姜力菲又支付了 15双鞋共 1335元。
不到两个小时，姜力菲就被骗走了2185元。

22岁，涉世未深，赋闲在家……姜力菲
符合《2019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中对主要受害者的侧写。18
岁至27岁的受害者占比60.1%，主要是涉世
未深的在校大学生、赋闲在家的全职宝妈、
受教育程度和工资都比较低的社会青年。

之所以诈骗能成功，是骗子利用了人
们的“损失厌恶”心理。损失厌恶是指人
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
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沈阳市反信息
诈骗中心工作人员王峰解释说，比如，一
种情况是肯定损失 500 元，另一种是 80%
的概率损失 1000元，20%可能一点都不损
失。大部分会选择后者。这也是为什么
受害者在第一次要不回本金后，仍会选择
继续支付的原因。

最快36秒“洗净”赃款

“刷单”是通过花钱雇人假扮顾客，以
虚假的购物方式来提高商品的销量及好
评率，从而获得更好的搜索排名、吸引顾
客的行为。2018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
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刷单”行为早被禁止，如今的“刷单
兼职”则成了一种诈骗手段。《报告》指出，
在兼职诈骗举报中，打着刷单名义的兼职
诈骗占比高达 72.3%。

两岁孩子的妈妈韩优优曾当了 3 个
月“外宣人员”，在朋友圈推送兼职刷单广
告，被骗 369元的“钻石会员”会费。

韩优优告诉记者，有培训老师告诉她
如何发朋友圈，还有现成的文案“朋友介
绍的小兼职，收到第一笔工资，虽然不多，
但还是有些小激动”，并附上转账截图。
每天有专人负责分配任务，有技术员制作
伪装的二维码，甚至有注册正规公司的老
板对接检查、洗钱。

“如果付款的二维码买到的是虚拟点
卡，老板说最快 36 秒就能把钱‘洗净’。
有的钱转到电商商户，这些商户收取一部
分手续费后，钱会迅速分解到多个账户，
再流转回给骗子。”韩优优说。

“网络招聘网站、手机APP使用方便，
支付方式简易，使得兼职刷单诈骗的犯罪
成本越来越低。”沈阳大全律师事务所律
师邢燕说。

刑法第 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根据 2011 年《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

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条，诈骗罪以3000元为量刑起点。

“认定诈骗罪门槛高，处罚过轻。”王
峰告诉记者，低于 3000 元，只能立为治安
案件，由公安机关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查
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规定，诈骗
公私财物的，处 5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受骗金额小也要报警

“刷单行为涉嫌违法，所有刷单兼职都
是诈骗。”邢燕说。刷单行为违反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 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0条明确，经营者会处以 20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作为“刷客”，根据侵权
责任法等相关法规，也会受到处罚。

“被骗 1 元钱也要报警，让骗子受到
应有的惩罚。”王峰说。在受理相关案件
的过程中，王峰发现，因为受骗金额较小，
很多人选择“交学费”，不报警，或者报警
后不追究是否立案。“骗子往往诈骗多人，
可能骗一两人不足 3000 元，但是累计诈
骗超过 3000 元也能定罪，而诈骗罪面临
的是最低 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辽宁百联人才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红宾提醒求职者，投简历前要对求职的
企业进行简单调查。不要随意把简历交
由中介机构或个人保管，防止被一些不法
分子盗用个人身份信息。如果涉及缴费，
一定要同时索取收据或发票，作为事后维
权的重要证据。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报道

疫情之下多地重提2.5天休假

延长假期提振消费靠谱吗

刷单诈骗盯上宅家者，最快36秒“洗净”赃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