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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为年轻家庭提供婴幼儿照料支持与投资，已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和公共部门以及基层

社区的共识。中国已经将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政策纳入生育支持措施。家庭友

好政策不仅有利于父母照顾婴幼儿，同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技能。大多数旨

在平衡工作时间和家庭生活的政策都被纳入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公约2，对育儿

假、哺乳假和工作场所防止歧视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政策也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包括目标5.4中的“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以及目标8.5中的“实现

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

研究表明，加大对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的投入有利于家庭、企业和经济发展3。对家

庭来说，它确保儿童更健康，为将来在学业上的成功做更充足的准备；对于企业来说，

它提高生产力和员工留职率，降低招聘成本；对经济发展来说，它有助于促进性别平

等，支持可持续发展，并刺激经济增长。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倡全覆盖的带薪育

儿假、带薪哺乳假、可负担的优质婴幼儿照护服务以及儿童津贴。

图1   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机制

2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a Global Survey of Business Policy, 2022年4月25日查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网。
3 Redesigning the Workplace to be Family-friendly: What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Can Do, 2022年4月25日查阅，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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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为了呼吁和倡导在工作场所推行家庭友好政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了此次旨在

了解中国家庭友好政策的现状及实施情况的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从时间、服务和资金

三个维度梳理了中国相关实践和现有政策；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和家庭动态监测调

查（以下简称2019年调查）4，分析了0-2岁（即3周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状况及托育服务

现状。此外，还对8家企业进行了实地访谈，以更好地了解工作场所现有的家庭友好政

策，及现有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研究表明，育有0-2岁婴幼儿的在职母亲希望在工作场所实行家庭友好政策。虽然家庭

友好的核心概念已纳入中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政策框架，但具体政策的实施还处

于起步阶段。研究发现，时间支持政策的实施中面临成本分担机制等各种困难；服务支

持政策不足和需求与供给不衔接并存；资金支持政策处在探索阶段，覆盖人群窄；企业

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动力不足。为了推进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建立，政府和

企业需要进一步倡导和推广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核心理念，制定指导意见和相关标

准，确保所有员工，特别是育有0-2岁婴幼儿的员工能平等地享受所有机会和福利。

本报告描述了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的现状，初步探索了解在职父母及其家庭的

需求，倡导政府重视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政策，并支持企业实施相关政策。此外，研究

结果可作为实施和改善家庭友好政策的典型案例向全球分享。

4  2019年全国人口和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旨在了解家庭生育、养育状况及影响因素。该调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中国人口与

发展研究中心实施。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抽样方法(PPS)，调查的目标人群为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15-49岁的女性。全国共

300个样本县，样本规模为6万户。

照片1：广东英德工厂流动线女职工组装玩具

©UNICEF/China/2022/Chai Chu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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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为了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政府和企业需要实施家庭友好政策，为员工提供孕期及幼

儿照护期的相关支持5。家庭友好政策有助于婴幼儿的父母和照顾者平衡工作和家庭生

活。这些政策通常涉及三种资源：时间、服务和资金6。虽然政府和企业在制定有利于家

庭的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带薪育儿假、哺乳假、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高质量的

托育服务等，但这些政策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父母而言仍旧可望而不可即。

来自世界各国的证据表明，在工作场所实施家庭友好政策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照顾婴幼

儿，减少父母压力并提高家庭幸福感，还能提高员工技能和留职率，提高工作效率和社

会凝聚力。因此，在工作场所实施家庭友好政策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投资，需

要政府、企业和家庭采取集体行动。

中国政府注重社会发展质量和社会公平，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

战，出台了与家庭友好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强调了企业在其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2021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强

调“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

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

作方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

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支持工业（产业）园区、用人单位等利用自有土地或

设施新建、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普惠托位要向社会开放提供”。 

为了确保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护用人单位和员工的利益，此次探索性研究重点关

注全职工作的员工。分析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现状情况，有利于认清问题和挑

战，明晰未来政策的走向，为政策制定者、用人单位推行落实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为学界提供更多深入研究的视角。

5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Redesigning the Workplace of the Future, 2022年4月25日查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网。
6 Family-Friendly Policies: Handbook for Business, 2021年6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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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包括案头回

顾、政策梳理、数据分析和实地研究。案头回顾

上，通过收集归纳工作场所家庭友好相关政策

的国际和国内文献及新闻报道，以了解日益凸

显的现实问题和势头，包括中国各级政府机构

发布的法定政策文件（见附录表4）。此外，中

国人口学会在2017-2018年开展的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内部研究报告为本课题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政策梳理上，从时间支

持政策、服务支持政策、资金支持政策等三个

维度出发，对国家、省（市）层面各相关部门出

台的体现家庭友好理念的法规、政策、条例等

进行总结梳理。

数据分析上，使用2019年调查的相关数据，分

析员工对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的需求。在

2019年调查数据中，课题组筛选出已生育并

至少有一个0-2岁婴幼儿的女性员工的数据，

厘清所获得的家庭友好型生育养育支持状况

及其未满足的需求。

实地调研中，课题组对位于北京、南京、深圳、

佛山等地的8家企业 7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这

些企业涵盖公有制、民营及外商独资等类型，

经营领域包括医药研发生产、汽车制造、 玩具

生产等。8家企业的员工构成在性别、年龄、学

历、地域和薪资方面存在差异，但主要由中青

年员工组成（见附录表3）。研究团队调研了工

作环境，组织了座谈会， 发放了问卷， 并与人

力资源经理和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当前

政策的落实和面临的挑战、员工目前可享受的

福利以及他们的需求和建议。

7 8家企业出于自愿接受了课题组的调研。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研究获得的企业样本代表性有限，但是调研结果仍然提供了值

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结论和启发。

照片2:广东东莞刚休完产假的女职工被

分配到更轻松的工作岗位

©UNICEF/China/2022/Chai Chu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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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发现

3.1 政策需求

图2   支持政策的三个维度

家庭友好政策可以为父母和照顾者提供更多的照料时间、支持性服务和资金。课

题组依据2019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在职母亲对家庭友好政策的需求，并

从时间、服务和资金三个关键维度介绍了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的现状和实

施情况（见图2）。

2019年调查显示，在职母亲对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的需求较大。受访者对便捷托育

服务（28.2%）、托育津贴（28.7%）、假期（20.5%）和弹性工作时间/方式（17.1%）的需

求接近，相比而言，对服务和资金支持政策的需求略高。其中，流动人口对时间支持政

策的需求较本地员工更高，但对资金支持政策的需求则较低。这可能源于流动人口往

往与家人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与子女存在分离的现象，致使他们更渴望有假期或弹

性工作方式，以便于有更多的时间照料和陪伴年幼子女。

此外，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员工对服务和资金支持政策的需求明显较高，

而对时间支持政策的需求明显较低。这可能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往往更倾

向于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和托育津贴，以降低婴幼儿照料成本。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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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图3   0-2岁儿童的在职母亲最需要的家庭友好政策(2019年, N=1684)

图4   根据流动状况划分0-2岁儿童的在职母亲最需要的家庭友好政策(2019年，N=1684) 

图5   按受教育程度划分0-2岁儿童的在职母亲最需要的家庭友好政策(2019年，N=1684)

注：（1）“假期”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假；（2）“便捷托育服务”主要是强调距离近而不仅仅是费用和质量；（3）调查数
据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

注：（1）“假期”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假；（2）“便捷托育服务”主要是强调距离近而不仅仅是费用和质量；（3）调查数
据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

注：低学历指高中及以下；高学历指大学专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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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政策梳理

3.2 时间支持政策

在时间支持政策方面，生育假期长期以来是劳动保护政策的重要内容和计划生育政策

的核心配套制度安排，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完善这些政策。2012年通过的《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

动时间；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并因不同情况（如分娩并发症）享有额外天数；有

0-1岁婴儿的女员工每天应有1小时哺乳假。

全面两孩政策、三孩生育政策相继实施后，大多数省份修订了政策文件，进一步延长产

假和陪产假。此外，随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国家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育儿假，目前有30个省（市、区）将育儿假纳入其人口和计划生育

条例 （见附录表2）。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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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提出“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为婴幼儿

照护创造便利条件。”自2020年以来，灵活的工作安排，包括在家工作和远程办公，已

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的常态。北京等地区出台了政策，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

有居家学习儿童的在职父母的工作时间和地点。

产假

假期 描 述

陪产假

（配偶护理假）

育儿假

表1   中国生育假期类型

产假由女职工专属享有，指女职工在产前、分娩和产后的一段时间

内依法享有的休假，其目的是为了新生儿母亲产后身体恢复和婴儿

抚育，以保护母亲和新生儿健康，并为新生儿母亲提供工作保障。

兼顾新生儿父亲的时间和经济需求，以便其照顾妻子和新生儿，进

而促进家庭性别平等和儿童利益保护。

让父母双方都可以照顾0-3岁的婴幼儿（在某些省份，范围扩大至

0-6岁的儿童）。促进男女两性在工作领域的机会平等和对家庭责任

的共同分担。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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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现状

3.2.3 实地调研发现

2019年调查数据显示，在2009年以后生育孩子的在职母亲中，有17%的人没有休满产

假，相比之下，约31%的配偶没有休满陪产假。

实地调研结果显示，8家被调研企业均积极落实法定产假，并遵守孕期和哺乳期间妇女

的相关劳动保护政策。许多用人单位为照顾孕期员工，对其工作进行了临时的调整，如

重新分配岗位、减少工作量和取消加班。然而，人力资源经理也认为，延长产假大大增

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经济压力。例如，当员工休产假时，企业需要进行内部调整或

雇佣临时员工来填补空缺职位。此外，新修订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没有明确规定

延长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支付方式，如果由企业承担，则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成本。

实地调研还发现，目前时间支持政策难以充分保障妇女的收入和职业发展。虽然生育

保险保障了员工的基本工资，但按照目前中国的薪酬制度，与绩效有关的奖金和加班

费等却无法保障，而这部分收入在其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因此，许多女性员

工在休产假期间的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在中国，女性通常被认为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

她们比丈夫更有可能中断自己的事业，并承担大部分的育儿责任。因此，女性员工在重

返工作岗位时，在平衡工作和照顾责任方面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一些男性员工表示，

他们担心延长休假会影响他们的整体收入和职业发展，因此，往往选择使用了较短天

数的陪产假，使他们难以同等参与婴幼儿的养育和陪伴。

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提供了灵活的休假政策，但缺乏标准化、灵活的工作安排。调

研采访中，员工和经理提到了三种灵活的休假和工作安排：调整上班与下班时间，错峰

上下班，方便员工接送孩子上下学；利用调休制度方便员工照顾孩子或回乡处理紧急

事务；以及居家办公和远程办公。不过，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制造业，不是所有

员工都可以远程办公，虽然大多数企业都实行了灵活的休假政策，但在生产线上工作

或处于难以填补职位的员工表示难以享受此类政策。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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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支持政策

3.3.1 政策梳理

3.3.2 现状

婴幼儿的照料和养育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

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指导

意见》要求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

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一般不少

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到2020年底，全国大多数主要机场、火车

站、超市、医院和工作场所都配备了母婴室或哺乳室。

针对托育供给不足和供需不匹配问题并存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把每千人口托位数纳入规划目

标，要求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数达到4.5人。另外，也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

供托育服务以及国有企业等主体投入筹建托育机构等，一些省份也强调了用人单位在

工作场所提供托育服务的关键作用。

2019年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500个村（居）委会中，20.1%表示他们所在村居的幼

儿园里有托班，38.5%表示他们的村居没有幼儿园。显然，国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0-2岁

儿童接受过专业的托育服务。

由于托育服务的选择有限，许多在职父母依靠家庭成员的支持来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责

任。2019年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2%的在职母亲让0-2岁的孩子进入托育机构，6.2%

的孩子在2岁时上了幼儿园。其余的91.6%没有将其0-2岁的孩子送入托育机构或幼

儿园，其中绝大多数孩子在母亲返回工作岗位时都由家庭成员照顾。64.1%的在职母

亲希望等孩子大一点再送托育机构，而4.3%的母亲希望立即让孩子入托。对于为什

么没有送孩子入托时，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最常见的是“孩子年龄太小，家人

不让送”（32%）和“孩子年龄太小，机构不接受”（28%），其他原因包括附近没有托育

机构（12%），托育机构的安全措施不可靠（9%），费用较高（5%），托育机构的条件较差

（7%）等。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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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有0-2岁子女的母亲中希望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的比例（2019年，N=1125）

当被问及理想的托育机构位置时，84.2%的母亲更喜欢离家近的托育机构。有趣的

是，9.5%的母亲偏好离她们工作地点近的托育机构，而只有0.8%的人选择离她们丈夫

工作地点近的托育机构。这可能意味着丈夫不太经常负责从托育机构接送孩子，这需

要未来对儿童照料中的性别分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图7   0-2周岁子女未入托（园）的女性希望托育机构位置(2019年，N=1125)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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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厂女工在实地调研中说：
       
 “我真的很希望在我的工作地点附近有
一个托育机构。这样，当我上班的时候，
我可以不时地去看看我的孩子，同时又
不会打扰到工作。最好是有一个托儿所
开在公司旁边或者是说开在公司里面，
收费便宜点。但最重要的是，照顾我们
孩子的老师能让我感到放心。”

 一个工厂女工在实地调研中说：

“我在2015年生下了孩子，母乳喂养了
10个月。公司那时还没有母婴室，为了
方便起见，我们租了一个离我公司大约
10分钟路程的地方。每天一个小时的母
乳喂养休息时间，我可以在中午回家喂
奶，不用在办公室里找一个地方来吸母
乳。我的公司在2016年建立了一个母
婴室，现在我的同事可以保护隐私的同
时，没有压力地吸母乳。”

3.3.3 实地调研发现

六家接受调研的企业有标准化的母婴室，利

用率较高，哺乳期间的女职工会在此休息、集

乳等。这些房间的大小约10平米，都配备了

冰箱、沙发等设施。但来自外地的女职工由于

子女未在身边，无法享受哺乳假对婴幼儿继

续母乳喂养。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员工能够将

哺乳假的时间积累起来进行灵活休假。

五家接受调查的企业没有意愿提供托育服

务。北京的一家公司在办公区域里设立了一

个托育空间，由专业托育机构的人员提供服

务。人力资源经理表示，员工重视这一利益，

有助于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并有助于降低员

工离职率。南京的2家企业探索了提供托育服

务的不同模式。其中一家与附近的一所幼儿

园建立了合作关系，分担了员工子女上幼儿

园的高昂成本。另一家公司试图为他们的员

工建造一个托育机构，但未能得到政府部门

的批准。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面临建园的

审批问题、成本高、持续运营难、安全和质量

风险隐患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严重制约企

业提供托育服务的可行性与积极性。

照片3：广东东莞正在工作的女职工

©UNICEF/China/2022/Chai Chunxia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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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政策梳理

3.4 财政支持政策

为减轻养育负担，国务院于2018年12月颁布了《个人所得税特别附加减免暂行办法》，

将子女教育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按照每个6岁以上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

除。2020年扣除范围进一步扩大至3岁以上的儿童。2022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设

立三岁以下婴幼儿个人所得税特别附加减免的通知》，将0-3岁儿童也纳入到扣除范围

中来。

生育保险是中国支持母亲和新生儿父母的主要社会保障制度之一，由政府或单位提供

有保障的工资和津贴。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标准计发。2019年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目前，中国大部分

女职工已经纳入生育保险范围。但是，存在灵活就业人员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而未被

生育保险覆盖的情况，生育保险覆盖面还需进一步扩大8。 

中国正在探索将儿童补贴纳入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现有制度的重点是保护孤儿、弃婴

和困境儿童，而不是支持家庭发展。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一些省份开

始探索儿童生育和养育补贴。例如，浙江省探索向0-3岁婴幼儿发放基本养育补贴，一

些城市探索实施各类生育补贴等。

照片4：广东东莞日间照料中心的一名

育儿师与职工子女在做游戏

©UNICEF/China/2022/Chai Chunxia

8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21年，中国有2.3752亿人参加了生育保险。同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年度发

展公告，指出到2020年底，就业人数为7.4652亿人。可以推断，许多就业人员不参加生育保险。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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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调查询问了婴幼儿养育成本，结果显示，当年托育机构月平均费用为965元。具

体来说，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的费用分别为1684元、961元和851元。此外，在已入

托（园）的婴幼儿中，有28.5%还参加了课外班（如早教课程和亲子班），平均年支出为

6870元。调查时未入托（园）的儿童中，有4.2%参加了课外班，平均年支出7563元。

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 9，学前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率为

9.36%。换句话说，0-6岁儿童每人每年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9.36%。2019

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其中医疗保健支出的平均比例仅为8.8%。可见，

托育服务是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重大负担。 

现行对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力度非常有限，难抵家庭育

儿高成本。具体而言，每有1个6岁以下子女的，夫妻双方可以共同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

减免1000元。目前国内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为5000元（即扣除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后，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部分需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这些税收减免对低收

入群体效果有限。此外，可享受税收减免的人，按最高累进税率（45%）计算每月因税收

减免增加的收入仅为450元。

实地调研的8家企业均按照国家规定为员工缴纳了生育保险。管理人员熟悉生育保险

的支付政策，企业能够及时向员工提供法定的基本生育福利和津贴。调研的企业在承

担延长产假的工资成本上面临挑战。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与政府和员工建立适当的成

本分担机制，很难充分保证延长产假的落实。

3.4.2 现状

3.4.3 实地调研发现

9 魏易，《中国教育金融研究所-家庭调查报告（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国家统计局，“2019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stats.gov.cn)。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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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发现

一个工厂女工在实地调研中说：

“我的女儿在老家。我非常想和她在一块儿，
但我也需要挣钱。我打算再工作几年，缴纳社
保够15年后，我就回到我老家。我的压力很
大，上有老下有小，都要花钱，每个月的工资
都会花光。”

一个工厂女工在实地调研中说：

“我丈夫的工作单位解决了孩子的幼儿园
入园问题。但是幼儿园的位置离我的工作地
点很远，在城市的另一边。我每天要花两个
半小时来接送我的孩子。”

实地调研还发现，大多数企业对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近90%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认为托育是家庭责任，企业不需要提供支持。不过，大多数管理人员也都

能认识到，支持家庭发展有助于提高员工效率和员工留职率，促进企业发展。一些企业

正在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并推出相关措施，以减轻员工的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

负担，并通过组织团队建设和家庭日等活动，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根据2020年第四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结果，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主

要由母亲承担的占76.1%，其中3岁以下

孩子白天主要由母亲照料的占63.7%；辅

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

67.5%和63.6%。2019年的调查也发现了

类似的结果：未入托（园）的0-3岁婴幼儿

中，最近一个月的白天主要由母亲照顾（

包括失业妇女和没有工作单位的妇女）的

占61.4%；此外还发现，因生育而调整工

作岗位的女性员工中，有26.3%认为岗位

调整对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在实地调研

中，虽然一些女性员工说她们的配偶也分

担了育儿责任，但她们仍然是主要的照顾

者。

有3家受访企业员工中的流动人口比例

相对较高，但却缺乏满足他们需求的支

持政策。在中国，流动人口仍然是一个

重要的劳动力来源。由于大城市生活成

本高、住房成本高、子女照料资源有限，

许多流动人口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长期分离会对儿童

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用人单位需要进一

步了解流动人口员工的实际需求，并实

施有针对性的家庭友好政策。

照片5：广东英德流水线上女职工在组装玩具

©UNICEF/China/2022/Chai Chunxia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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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和建议

时间支持类政策不断完善，但实施中面临成本分担机制等各种困难。主要的挑战在于

生育相关假期功能定位、标准规范和成本分担机制亟待完善。法定产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工资补偿）主要由生育保险支付，用人单位进行补充支付，但是，各省份之间执行的

标准差异较大。虽然大多数省份延长了产假、陪产假，并增设了育儿假，但延长的假期

工资的支付主体、用人单位承担的比例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执行时往往打折扣。部

分省份超出98天产假的奖励假期的工资补偿需要由用人单位自行解决，用人单位往往

无力或不愿承担延长假期的成本。因此，虽然目前出台了较多的时间支持政策，从假期

时长看，有些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前列，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成本分担机制，以至于

员工的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服务支持政策供给不足，供需不匹配现象突出。虽然公共场所的母婴设施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绩，但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及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却发展缓慢、数量较少。

案头回顾和政策研究发现，这些机构的设施标准、服务内容和管理方式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以更好的符合儿童友好原则。此外，关于鼓励用人单位建立托育机构的政策指

导、激励措施和支持机制仍然不明确，因此工作场所的托育机构建设几乎处于零发展

阶段。最后，由于方便、可获得、负担得起和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供应不足，一方面存在托

育机构托位闲置现象，另一方面托育服务的覆盖面小、覆盖率很低。

资金支持政策处在探索阶段，覆盖人群窄，难抵育儿高成本。目前，中国的资金支持政

策主要针对生育阶段部分措施，而针对养育和教育阶段的却很少。生育保险只覆盖了

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员工，而灵活就业人员却被生育保险排除在外。目前的税收减免

政策不足以抵消高昂的育儿成本。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女性仍然是子女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这直接或间接加剧就

业歧视和收入不平等，并对她们的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女性的角色定位使得管理

者往往认为她们无法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无法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晋升机会；男性往

往被认为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为避免影响工作发展，男性员工一般选择少休甚至

不休陪产假和育儿假。女性员工应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性别刻板印象仍未根本改变，

她们需要平衡工作与家庭，甚至可以为了家庭而中断自己的事业。

4.1 结论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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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和建议

中国建立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保护制度，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核心理念已经体

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框架中。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体制、投入、落实等困难和

问题，针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挑战，本报告提出了以下建议。

4.2 建议

建立延长、增设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

各省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明确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的成本分

担机制。此外，未明确延长产假工资支付机制的省份，应确保女职工生育后假

期的工资基本保持不变。

积极探索儿童补贴和福利

政府应根据财政能力并考虑当地情况扩大儿童福利，以保护儿童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包容和平等。一个实用的方法是按年龄组普及儿童福利和补贴，从0-3

岁的儿童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将这些福利和补贴扩大到其他年龄组。

这一努力需要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参与，以创造一个有政府支持和公众积

极参与的有利环境。

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

政府应该为提供托育服务的用人单位提供土地、税收或补贴、水电气暖等优惠

政策。应允许用人单位在其办公空间内建造托育设施，并应批准规划托育设施

的土地使用性质变更申请。托育设施的运营成本纳入业务的整体成本，并应允

许用人单位向附近的居民提供托育服务。

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劳动保护和生育保险政策

灵活的工作安排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较为普遍，建议将其纳入相关劳动保护

政策，生育保险覆盖灵活就业人员，主要保障职工生育、照料0-3岁婴幼儿。此

外，政府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监测机制，以确保在职父母的权益得到保护。

在工作场所促进性别平等

应建立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监督机制，以保护在职父母的权益。严格落实劳动

保护法规，用人单位应保障工作场所不存在歧视，保护女性员工不因怀孕而被

解雇，并向返回工作岗位的母亲提供专业培训，以减少工作中断对职业发展的

负面影响。为了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倡导父母应分担育儿责任，鼓励双

方均享受生育假期。

1

3

5

4

2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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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局限性

此次探索性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受到资源限制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影响，调研企业

并非随机抽样。这些企业也没有涵盖到所有行业，缺少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企业。

此外，接受访问的员工也都是全职工作者，因此也无法反映个体经营者、劳务派遣员工

和自由职业者的观点。在研究期间，中国开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配套了许多新的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这些政策实施时间尚短，政策在落地见效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需

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照片6：广东英德双职工父母与他们的孩子在工厂食堂吃午饭

©UNICEF/China/2022/Chai Chunxia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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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参考资料

表1   2019年全国人口和家庭动态监测调查中关于育有0-2岁婴幼儿的女性员工的基本信息

企业类型1

受教育程度2

户口登记所在地3

经济发展程度4

数 量 比例

（%）

公有制企业

外资/合资企业

私营企业

低学历

高学历

本地户籍人口

外来人口

较发达地区

其他地区

438

123

1,151

656

1,056

1,071

641

643

1,069

25.6

7.2

67.2

38.3

61.7

62.6

37.4

37.6

62.4

1. 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2. 低学历为高中及以下，高学历为大学专科及以上；

3. 本地户籍人口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外来人口为户口在本县（市、区）其他

乡（镇、街道）、本市（地、州）其他县（市、区）、本省（区、市）其他市（地、州）、外省（区、市）

的人口；

4. 较发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浙江、江苏、武汉、西安、成都。

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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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各地区产假、陪产假以及育儿假天数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158

158

158

158

158

158

180

180

158

158

158-188

158

158

188

158

188

15

15

15

15

25

20

25

15

10

15

15

30

15

30

15

30

5

10

10

15

10

10

20

10

5

10

10

10a

10

10

10

10

产假地区 陪产假 育儿假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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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产假 陪产假 育儿假

资料来源：截止2022年6月13日的各省（市、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相关文件汇总统计。

*三孩政策公布后，当地相关地方法规尚未修订。

注：育儿假指的是子女3周岁前父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的育儿假期天数。“a”在子女6周岁前，每

年给予父母育儿假；“b”表示生育第3孩时，额外增加15天；“c”表示生育第3孩时，额外增加10天。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158

158

178

158-178

188

178

158

158

158

365

158b

180

188

158

158

15

20

15

25

15

20

20

15

30

30

15c 

30

15

25

20

10

10

10

10

10

5-10a

10

10

10

-

10

15

15

10

10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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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公司S

企业

南京公司Z

佛山公司J

佛山公司S

3,000+

500+

250+

170+

平均年龄37岁，其中女性员工

315人；女性员工中，25岁及以

下27人，25-39岁174人，40岁

及以上114人

84%员工年龄在20-29岁之

间；233名女性员工（47%）；有

21名员工有0-3岁的孩子

平均年龄31岁，其中女性员工

79人，占29%；全体员工中，大

学本科及以上占11.2%，大学专

科占12.2%，高中占36.0%

平均年龄35岁，其中女性17人，

占9.5%；全体员工中，25岁及以

下39人，25-39岁76人，40岁及

以上64人

汽车制造

医药研发与生产

汽车零部件制造

电梯制造

国企分公司

合资（港资）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

员工人数 年龄、性别和教育构成 工业 类型

表3   实地调研8家企业的基本情况

深圳公司B

深圳公司Y

深圳公司K

北京公司T

约为27万人

1100+

6300+

100+

男性占66.2%，女性占33.8%。

全体员工中，25岁及以下占

26.3%，25-39岁占58.2%，40岁

及以上占15.5%。

平均年龄36岁。男性员工占

54.1%，女性员工占45.9%。

全体员工中，25岁以下占13.3 

25-39岁为50.5%，40岁及以

上为36.3%

平均年龄32岁。男性占57.6%，

女性占42.4%。全体员工中，25

岁及以下占23.1%，25-39岁占

56.7%，40岁及以上占20.2%

没有披露员工资料的具体数据，

以中青年为主。

新能源电池
汽车制造

小型家用电器
制造

电子零部件制造

建筑设计

上市企业

私企

上市企业

上市企业

（总部在深圳）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



23

表4   政策文件制度清单

课题组对国家、省（市）层面各相关部门出台的体现家庭友好理念的法律、法规、政策、

条例等进行总结梳理，并通过“生育假期”、“育儿津贴”、“灵活工作安排”等关键词搜索

方法，检索了基层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研究中梳理的政策文件制度清单如下。

立法/政策印发机构 日期 名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
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

国务院

国务院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届会议

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8月

2018年12月

2021年10月

2021年9月

2021年9月

2012年4月

2021年6月

2020年10月

2021年3月

2019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指导意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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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政策印发机构 日期 名称

国务院办公厅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

国务院

原国家劳动总局保险福利司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综合局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
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厅

2020年12月

2020年7月

2018年12月

2022年3月

1982年

2019年10月

2019年12月

2021年1月

2021年1月

2021年8月

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
展的意见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
办法

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关于女职工保胎休息和病假超
过6 个月后生育的待遇问题的
复函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
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
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
预防指南（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负责人培训
大纲（试行）和托育机构保育人
员培训大纲（试行）的通知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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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政策印发机构 日期 名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1

22

23

24

25

26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员会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 
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国家医保局 
国家林草局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残联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4月

2021年6月

2019年10月

2021年7月

2021年10月

2019年10月

关于开展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
示范城市创建活动的通知

关于印发《“十四五”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关于报送本地区每千人口拥有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年度分解
指标的通知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
与营养指南（试行）的通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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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政策印发机构 日期 名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和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住房和城乡发展部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技术部
公安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局
体育总局 
国家能源局
国家邮政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除西藏外，其余
30个省都修订了本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2021年12月

2021年12月

2019年6月

2020年8月

2021-2022年

2017年7月

2020年1月

2020年8月

关于印发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
设指南（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指南
（试行）的通知

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就
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
告

关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
短板行动的意见

各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关于加快推进普惠型儿童福利
体系建设的意见

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
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
待遇问题的通知

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中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政策：
现状、需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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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政策印发机构 日期 名称

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政府

35

36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

2020年2月

2021年6月

关于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
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政策

关于印发《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
十六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附录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