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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制造业就业问题探析
*

王 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稳定制造业就业是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和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是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基本方略和重要举措。近年来制造业就业总量和就业比重双下降，重要原因是工资待遇偏低

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就业需求增加、就业质量提高，但是也带来了结构性分化问题，

部分地区和行业失业风险加剧。目前，制造业就业存在人才紧缺、人工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强度大等问题。

为稳定我国制造业就业，研究建议：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增加岗位吸引力；加强创新研发载体建设，打造紧

缺人才聚集高地；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促进人才供需双方优势对接；强化政策服务，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关键词］制造业；稳定就业；转型升级；人工成本；人才紧缺

［中图分类号］F241.4; 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1）02-0001-10

*［收稿日期］2021-0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2020 年重点课题“就业领域重大结构性失衡及应对举措研究”（项
目编号：A2020061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阳（1981—），女，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人力资源配置与高质量发展。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简述

（一）研究背景

制造业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迅速

发展的推动下，制造业正在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制造业将从产品、设备、生产方式、管理以及

服务等多方面实现智能化的产业改造升级，实现管理决策、运营模式、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全

方位创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使得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

一个必然方向。智能化升级对于促进和支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

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

2025”着力实现的目标和方向，我国相关政策已经明确提出“智能制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

也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变，从以往依靠低廉价格

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向更多利用国外先进生产线、发达的技术、协同生产模式和先进的组织管理

方式等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变革。21 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

位越来越重要，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在价值链中的低端位次并未有所改变。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全球制造业的分工体系和布局中，我

国制造业企业主要处于加工、制造和零部件组装等生产链条初级和中级的环节，通过“需求端 +

［就业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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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端在国外”的模式实现跨步发展，使得制造业长时间位于全球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中低位

置，偏重于大量劳动力资源投入，缺少技术含量，生产出来的终端产品也缺少附加价值。相比而

言，国外同行企业却处在“微笑曲线”的高端位置，侧重于技术研究和开发、新产品设计、终端

产品营销和售后服务等附加价值高、利润空间大的环节。2015 年，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曾发布研究报告，针对中国的增加值贸易状况和问题作了深入的阐释。该报告明确指出，尽管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升表现和势头十分突出，但是中国的很多实体经济行业依然处在全球同类

行业的低端，缺少竞争优势和独特性。不少研究者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上述报告的主要观点，

如周升起等 [1] 和刘琳 [2] 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依然不强、不高、不优。此外，还有一些

学者的研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如张慧明和蔡银寅通过测算制造业 22 个细

分行业所处价值链位置，发现我国只有 3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而有高达

12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3] 这一结论表明，进入新阶段的中国制造业仍然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仍然要在全球价值链上进一步向中高端跃升，改变原创能力不强，底层和基

础技术供给不足，高端的工业软件、基础的材料、关键的芯片和零部件等核心和关键技术“卡脖子”

的困境。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传统制造业依靠大规模人力的发展道路

已经越来越窄。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竞争越加激烈，企业对市场的响应速度和敏捷性要求提高，

人力可实现的范围已经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制造业生产的价值取决于效率，从产品和服

务的概念阶段到交付阶段都要尽量减少人工失误带来的影响。制造业智能化在帮助企业提高整体

运作效率的同时，也在产品的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等环节影响就业。国务院 2017 年 7 月印发的《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就业结构，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国家对制造业智能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就业风险非常重视。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稳就业摆在突

出位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4]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

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2020 年 10 月《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并明确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主要任务。

稳定制造业就业是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和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基本方略和重要举措。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稳定制造业就业纳入

就业优先政策目标中，继而在宏观政策中体现和强化，有助于突出制造业就业在全国就业中的“压

舱石”地位，增强宏观政策在优化人力资源质量上的功能，推动就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深入研究稳定制造业就业问题，进一步稳定制造业就业比重，就

要立足经济升级增效提质和就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从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维度认识

就业结构变化，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处于全球行业前端的制造业，培育和

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科技含量高、经济附加值高和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智

力密集型的产业，扶持和鼓励各类企业升级转型、扩大市场，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和新生代

农民工的就业岗位，满足年轻劳动者对体面劳动、高质量就业、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二）相关研究简述

凭借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我国制造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制造业第一

大国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其所引

发的制造业的就业、工资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不得不令人重视。制造业就业相关研究

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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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围绕制造业就业的数量问题展开相关研究，但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马弘等 [5] 和屈小

博等 [6] 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同时经历了大规模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但平均就业净增长为正。

章铮和谭琴 [7]、袁富华和李义学 [8] 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尤其是在高技

术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刘海云和廖庆梅认为，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扩大了国内制造业

就业规模，并且这一贡献主要来自垂直型 OFDI。[9] 张志明等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显著

地抑制贸易开放对劳动者权益产生的不利影响。[10] 金强和陈勇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半参数估计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技术进步具有吸纳与替代的双重就业效应：短期内技术进步将对制

造业就业总量产生替代效应，并且这种替代效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强；而长期则

会产生就业吸纳效应。[11] 史青和张莉认为：制造业外包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大了劳动力自身需求弹

性和交叉需求弹性，接包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制造发包和服务发包对两类弹性影响并不相同；劳

动力自身调节可减缓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所受冲击更为明显。[12] 
徐伟呈和范爱军认为，利率对就业的负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人民币汇率，再次是企业经营活动，

其中，企业经营活动指标是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吸纳就业量的决定因素。[13]

二是围绕制造业工资问题展开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考察制造业工资的影响因素，如都阳

和蔡昉对市场分割 [14]、陆云航和刘文忻对企业规模 [15]、戴魁早对垂直专业化 [16]、张杰等对资本特

征 [17]、严兵等 [18] 及徐伟呈和范爱军 [19] 对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分析，并且发现这些因素对制造业工

资的影响还呈现出行业异质性。此外，唐志芳和顾乃华认为，产业互动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劳动

收入占比具有正向效应，但是，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增加开放度则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负面作用，

并且还会弱化产业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正向效应。[20] 周琢等指出，外向型企业工资收入占

比的提高是分工深化效应下生产结构转变的结果，制造业出口规模扩大对外向型企业工资收入占

比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21] 佟家栋和洪倩霖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降低企业人均工资、增

加员工数量。[22] 吴群锋发现，进口竞争显著缓解了制造业性别工资歧视。[23]

综上可见，既有的关于制造业就业的研究文献大多阐述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劳动收入占比，

以及影响就业或工资的因素等，其中多数文献作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少数文献作了政策分析

或国际比较。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针对“稳定制造业就业”这一政策要求展开分析，通过更

开阔和综合的视角揭示制造业就业下滑的深层原因，继而针对稳定制造业就业提出一系列政策建

议。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是，综合运用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涵盖中观和微

观的逻辑框架，强调制造业就业是由产业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内部运行机制、产业体系升级的内

生机制、人口变化，以及制造业所处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位置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二、当前制造业就业的基本形势和变化趋势

（一）就业总体形势及突出问题

从整体的就业趋势看，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0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是全

年预期目标 900万的 1.32倍，超过预期目标 286万人。2020年 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与 11 月份持平，与 2019 年同期持平。其中，20—24 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失业率较 7 月

份回落 7.2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同期持平。31 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比 11 月份下

降 0.1 个百分点。2020 年 11 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9 小时，比 10 月份

增加 0.2 小时。[24]

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情况看，三次产业的就业总量和就业比重都呈现出“一二产减少、三产增

加”的趋势。2018 年，全国就业人数 77,586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20,258 万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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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26.1%；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21,390 万人，占比约为 27.6%。2018 年，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

分别比 2012 年减少 5515 万人和 1851 万人，比重分别下降 7.5 个百分点和 2.7 个百分点。2018 年，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35,938 万人，占比 46.3%，比 2012 年的就业人数增加 8248 万人，比重提高了

10.2 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就业领域尚有三个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2020 年 9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比 2019 年同月高 0.2 个百分点，

重点群体的失业率均高于 2019 年同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较往年明显增高，20—24 岁大

专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同比仍高出 4.0 个百分点。[24]

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典型表现是“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现象。随着产业加速向中

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客服、物流等）成为吸纳低技能

劳动力的主力，与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了针对普

工的“逐底竞争”。

三是各类人才紧缺问题。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能

满足各类人才安家立业的要求、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形势，加剧了“人来了、留不下”

的问题。

（二）制造业就业变化趋势分析

从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看，近年来，制造业就业总量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18 年，制造业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为 4178.3 万人，占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的 24.2%。

2019 年，制造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比 2018 年减少 457.2 万人，比重下降 2.1 个百

分点；比 2012 年减少 83.9 万人，比重下降 3.8 个百分点。

从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结构变化看，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如图 1 所示：2018 年制造业从业人员

中初中学历者占比最高，达到 49.5%，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的 43.1%；其次是高中学历者，占比

15.7%，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的 12.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相对较少，占比合计为 15.8%，低于全国

总体水平的 19.1%。

2.3

16.4

43.1

12.8

5.2
1.1

9.7 8.5

0.90.6

9.6

49.5

15.7

7.4
1.4

9.4

5.9 0.5

0

10

20

30

40

50

60

未
上
过
学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大
学
专
科

大
学
本
科

研
究
生

全国就业人员
受教育程度

制造业就业人
员受教育程度

图 1 2018 年全国就业人员与制造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布比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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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9》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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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年龄构成以 25—49 岁年龄段为主。如图 2 所示：2018 年，城镇制造业

从业人员 25—49 岁年龄段占比 76.0%，高于城镇总体水平的 72.7%。其中，30—34 岁年龄段占比

最高，为 18.2%，高于城镇总体水平的 16.9%：其次是 40—44 岁年龄段，占比为 15.0%，高于城

镇总体水平的 14.5%。

三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工作时间较长，普遍存在加班加点现象。如图 3 所示：2018 年，城镇制

造业从业人员工作时间在 41—48 小时的占比为 25.9%、在 48 小时以上的占比为 35.7%，分别高于

城镇总体水平的 19.7% 和 31.7%；在 40 小时的仅占 35.1%，而城镇总体水平是 42.1%。根据调研 

了解的情况：部分制造业企业实行每周“上六天、休一天”的工作时间制度，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

包括 8 小时正常工时和 2 小时加班，每周合计工时达到 60 个小时。

（三）转型升级对制造业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

1. 需求总量增加，结构出现分化

制造业就业结构分化表现为：有技术技能、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要求的岗位需求增加，对从

 文中涉及案例均为作者实地调研所得。

图 2 2018 年城镇就业人员与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年龄构成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图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9》，作者对原始数据未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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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般性、重复性和简单机械性劳动的岗位需求下降。从总量上看，制造业转型升级，意味着新

技术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以及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发展，这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相关的，以及研发类、管理类、市场类和销售类的中高端岗位。调研中，

有超过 80% 的制造业企业反映“技能 / 技术岗位”和“工程师 / 技术研发岗位”的人员需求量增大。

一些企业的岗位需求中，技工需求量占比达到 50% 甚至更高。此外，产品线和业务线扩展，线下

和线上融合，催生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比如，服装制造业企业增加定制产品线和电子商务服务，

进而需要培养或者招聘主播、美术、音响、造型、客服等人员。

2. 部分地区和行业失业风险加剧

短期内，制造业的轻型升级会造成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员规模扩大，调查失业率和登

记失业率攀升。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引入工业机器人，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运用自动化

控制系统和带机械手的自动生产设备替代原来在生产工位上的工人，形成了“机械手替代人力操作”

的现象，迫使部分工人岗位转换乃至失业。珠海某公司通过建设智能工厂，减少了用工量，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2017 年，企业用工量高达 3200 人，完成自动化、机械化改造后，2020 年企业用

工量已经缩减到 2700 人。广州市某公司是一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制造刹车片，劳动强度大。

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引入自动化生产线，用工量从原来的 700 人减少到 300 人。珠海市某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实施了 2 条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从每条生产线用工 28—30 人，缩减到 3 人。

在类似珠三角这种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上述情况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失业淤积。如果工人长时间（超

过 3 个月）找不到工作，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

3. 就业质量有所提高

就业质量提高表现为就业机会增加、工资待遇提高和劳动条件改善。自动化设备的引入增加

了产出，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珠海市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业企业，用工量

最大的时候达到 800 人，通过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已经减员到 700 人。从长期趋势看，新

技术、新机器把劳动者从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世界银行 2016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995 年以来，世界各国的高技能就业占比不断提高，就业质量

持续改善。

三、制造业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及主要原因

（一）制造业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下面结合北京市企业案例作具体分析。

一是普工和人才紧缺，招人难。北京市某印刷机械制造企业长期从事书刊印刷、报纸印刷、

塑料包装印刷等设备的制造。近两年，该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发展成为一家提供智

能化、数字化、绿色环保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也开始为客户提供智能化设备的解决方案和一些咨

询服务。调研座谈中获悉，企业长期受到“招不到人”问题的困扰，除了行业内的高精尖人才难

求以外，大量普工缺失的现状，倒逼企业寻求其他解决缺工的办法，比如引入智能化设备来替代

人力等。印刷行业是典型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线员工的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和生产负荷大。

调查中，一些职工反映他们日工作时间通常在 10 个小时以上，甚至更长，工资是每天结算，按劳

付酬，年轻的“90 后”不愿意进入这种辛苦的行业，感觉既不体面，也没发展前景。

二是人工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北京某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

务于一体的生产制造企业，秉持“技术领先，质量立企”的宗旨，生产车间的自动化程度处于同

行业领先水平，实现了“智能制造”的生产理念和经营模式。但是在企业创立之初，是一家拥有

近 4 万员工的企业，生产线大量采取人工作业，造成人工成本高、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随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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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国外知名品牌签署长期发展框架性协议，就持续投资、人才发展战略、生产线改造升级及进

一步增长计划等达成了意向，在生产线改造升级上企业对冲压、装焊、涂装、总装这四个环节引

入了智能化系统。在装焊车间，机械手作业生产得到普及，装焊工艺的自动化率达到了 90% 以上。

截至 2020 年底，企业只有总装一个车间还在使用一线员工生产，其他三个生产车间全部实现了自

动化，也就是无人车间。回顾企业发展的几十年历程，该公司致力于追求精益生产和技术领先，

成功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并获得了行业竞争优势。

三是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北京某啤酒集团公司从 2006 年就开始推行规模化的生产线智

能升级，到 2014 年，生产线的一些重要环节，包括车间上箱、产品入库、啤酒检验等已经全部实

现自动化，不再需要人力操作，而是全部通过机械手和验酒机作业完成。调研座谈中了解到，该

啤酒公司之所以使用“机器替代人力”，原因是啤酒生产的主要工作环节包括洗瓶、灌装、码箱

等，都是劳动强度大、带有一定危险性的程序。为了提高职工的工作质量和安全性，企业主动升

级生产线。典型的例子是，使用验酒机是为了保护验酒师的眼睛，降低其罹患眼疾的风险。因为

灌装啤酒、贴标签后还必须经过验酒师检测密封、瓶子破损、标签等情况，确认无误后方能下线。

在这道环节中，验酒师的眼睛必须高度集中在生产线上，逐个检验生产线上快速传递的啤酒瓶子。

（二）制造业就业人数和比重双降的主要原因

1. 工资待遇偏低

制造业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但这并没有与更高的收入水平或更快的工资增长率相

关联。2019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9.1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了 0.8 万元，增长

了约 9.6%。2019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7.8 万元，比 2018 年增加了 0.6
万元，增长了约 8.3%。比较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水平，2019 年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

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达到 16.1 万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年

平均工资达到 13.3 万元；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 13.1 万元。这三个行业年平均工资水平依次为

全国年平均工资水平的 1.78 倍、1.47 倍和 1.45 倍。从年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看，2019 年，增速最

高的三个行业依次为：采矿业，增速达到 11.8%；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速达到 11.0%；批发和零售

业，增速达到 10.5%。

劳动报酬是劳动力要素在市场分配环节取得的回报，除工资以外，还包括奖金、津贴等与劳

动相关的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工资长期维持较低水平。2017 年，我

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实际年平均工资折合每小时工资 4.2 美元，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很多新兴经济体

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匹配。比较中国与欧美及东亚一些国家制造业小时工资水平，全部

换算为美元作为单位，如图 4 所示，2017 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仅为发达国

家就业人员工资的 9%—17%。

2.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

当前，全球人口发展都在经历深刻的调整。人口增长总体趋缓，全球生育水平普遍下降，发

展中国家的降幅更为明显。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9 年末，我国劳动年龄（16—59 岁）

人口为 89,640 万人，与 2018 年末相比，减少了近 90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 0.28 个

百分点。此外，2012 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已经连续 8 年

出现“双下降”，2019 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 2013 年减少了 2314 万。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造

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总量的下降，继而造成 2018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首次下降。在劳动力

市场上，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导致制造业可用之人减少。

按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 2019》测算，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

口将呈现加速递减的态势。2020 年下降为 9.25 亿，2021 年下降为 9.22 亿，到 2025 年将下降到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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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2030 年将进一步下降到 8.58 亿。比较相邻年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数量降幅呈现扩大趋势。

2021 年与 2020 年相比，15—59 岁的人口数量将减少 332.30 万人，2025 年与 2024 年相比，15—
59 岁的人口数量将减少 685.30 万人。在未来十年及更长的时期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加速下降，

我国就业人口也将持续下降。

四、政策建议

（一）提升制造业综合竞争力，从需求端增加岗位吸引力

根据制造业产业链布局各个环节的创新工作，吸引外资建立并实施一批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

项目，加快突破制造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利用率，使科技成果更快

地被运用到生产过程中和关键技术的攻坚克难过程中。将改革创新的重点放在集成电路、智能制

造装备、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聚焦千亿级产业集群，研究出台支持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政策及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打印产业扶持政策。

积极改造提升诸如汽车、钢铁、化工、船舶等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补齐产业配套设施短板，

提升城市新区交通、文娱等服务功能。支持家电产业稳定发展，优化完善家电首次购买等消费鼓

励政策。提高行业薪酬标准和水平，优化薪酬结构。建立企业间用工余缺调剂机制，支持企业一

线员工开展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支持生产研发新业态孕育成长。全面落实

就业扶持政策，促进共享用工、灵活就业健康发展。鼓励制造业离岗劳动者创办小规模经济实体

和特色小店。

（二）加强创新研发载体建设，打造紧缺人才聚集高地

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在技术服务、高新技术项目创业孵化等方面纵深合作。围绕产业

结构调整和社会事业发展，建立“高、精、尖”紧缺人才信息库。鼓励用人单位围绕重点工程、

技术改造项目、重点学科及实验室建设和紧缺专业、技术领域，招聘专家和技术骨干。改革制造

业紧缺国际人才的引进政策，鼓励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发展，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的优质平台。

制定引进和共建高端新型科研院所的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设立分校、分院、

分中心等机构，重点培养与本地产业关联度大的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等学科人才。

加大本地高校对口专业招生力度，培养创新产业的基础科研人才、应用技术型人才和实用型科技

人才。吸引外资研发机构、创新载体、工程和技术中心把地区总部设在我国境内，带动我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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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19》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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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升级。调整制造业结构，促进新型产业园区和创新小镇建设。

（三）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促进人才供需双方优势对接

充分发挥企业规模创新优势，强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企业优势的对接。以普通高校、职

业院校发展利益为纽带，加强校企产教融合示范平台建设。深入推进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联合育人

改革，将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园区专业化建设联结起来，与产业行业的创新发展联合起来，

与企事业单位创新联盟建设联系起来，在技术类专业领域全面落实现代学徒制，在企业内部大力

推行新型学徒制，走技能人才产学研一体化、链条式培养的路线。

健全完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加强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高层次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认定。

发挥政府、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等的作用，建立健全以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等为主要内容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构建以实用型技能人才为基础、初中级技能人

才为骨干、高级技能人才为核心的金字塔形技能人才队伍。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引人用人，切实

扭转以“学历”或者是以“职称”作为认定人才和统计人才唯一标准的传统，尽快建立多元化、

多维度的素质统计标准，除了人才的学历和职称，还应当将知识构成、职业能力测评、潜能开发、

业绩表现等纳入标准体系，并考虑一些可变因素和关键绩效指标，对于那些没有学历或者职称，

但是确实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高级技工、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新业态从业人员等，

也应当纳入“人才”的认定范围。

（四）强化政策和服务的精准性，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推进“互联网 +”与劳动就业创业服务深度融合，改善服务供给方式。围绕就业创业服务、职

业培训等项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尤其是支持线上服务。对第三方

服务机构加大扶持力度，加大跨区域就业平台建设。

挖掘住房、户籍等优惠政策的潜力，探索紧缺人才补贴制度。降低落户门槛，拓宽引才渠道。

改进人才服务流程，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着眼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提供充足、高质量

的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和人居环境。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对人口和人才分布的导向作用，在产

业聚集区兴建学校、医院、公共交通、文体休闲、餐饮娱乐及商贸等优质生活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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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bilizing 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fuller and higher-quality employment, and the decent 

work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workers, and it is also a basic strategy and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policy. In 

recent years, both the total employment and the employment propor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declined. The important reason resulting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due to the low wages and the negative growth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ve promoted the increase in employment deman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quality. However,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increasing the unemployment risk in some regions and industries. At present, problems arise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alents, high labor costs, low labor productivity, and high labor intens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stabilize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the current study proposes 1)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to increa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jobs; 2)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rriers to create a highland for shortage of 

talents; 3)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and 4) 

strengthening policy services to create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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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戴魁早 . 垂直专业化的工资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 2011(3): 36-46.
[17] 张杰 , 卜茂亮 , 陈志远 . 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及其动因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 2012(5): 57-69.
[18] 严兵 , 冼国明 , 韩剑 . 制造业行业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及成因分解 [J]. 世界经济 , 2014(12): 27-46.
[19] 徐伟呈 , 范爱军 . 中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J]. 南开经济研究 , 2017(4): 105-124.
[20] 唐志芳 , 顾乃华 . 产业互动、区域异质性与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三水平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J]. 国际经贸探索 , 
2017(6): 4-17.
[21] 周琢 , 权衡 , 陈陶然 . 制造业出口、分工深化效应与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 [J]. 国际贸易问题 , 2017(2): 16-26.
[22] 佟家栋 , 洪倩霖 . 国有企业改制对制造业企业工资与雇佣的动态影响 [J]. 产业经济研究 , 2017(2): 102-113.
[23] 吴群锋 . 进口竞争缓解了制造业性别工资歧视吗 [J]. 国际贸易问题 , 2017(4): 49-61.
[24] 张毅：就业形势总体改善  重点群体保障有力 [EB/OL]. (2021-01-19) [2020-01-2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1/t20210 
119_1812590.html.



· 11 ·

第 35 卷  第 2 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Vo1. 35  No. 2

2021 年 4 月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A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L A B O R  R E L AT I O N S                          Apr. 2021

 支持服务业扩大就业的对策研究
*

纪竞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实现途径。

我国服务业就业规模不断增加，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就业偏离度总体上保持平稳下降且维持在

较低水平，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基础较好。然而，由于一些县域发展服务业动力不足、个体就

业意愿不强等原因，我国服务业就业仍然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进一步扩大服

务业就业。对此，一是进一步推进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转变服务业就业国际逆差；二是进一步完善服务业行

业管理体制，切实加强服务业行业标准、行业规范建设和对外开放；三是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新型就业观念；

四是做实服务业人才培养培训；五是加强就业创业保障力度，有效化解失业风险。

［关键词］服务业就业；扩大就业；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1.4; 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1）02-0011-09

*［收稿日期］2020-12-2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2020 年重点课题“就业领域重大结构性失衡及应对举措研究”（项
目编号：A2020061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纪竞垚（1992—），女，辽宁沈阳人，法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研究方向为养老服务、新就业形态。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实现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发展二三产业，建设重点工程，无论谁投

资都要注重增加当地群众就业，促进群众增收。”[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注重就业结构的优化调节，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对就业结构从依靠创新、

更多发挥综合竞争优势、均衡协调城乡区域平衡等方面进行调整，并着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吸纳

就业能力强的智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

务业发展壮大，缩小城乡和区域就业机会差距，使就业结构更好地契合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

大力发展服务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同时也是培育新动能的必然选择。服务业的发展必

然带来用工需求的扩大，表现为大量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就业，从而实现就业

结构升级。支持服务业就业的政策也随着就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完善，具体表现在促进就业及发

展服务业的各项政策之中：《“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方案》提出，依托数字平台经济，

努力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地区农民工提供多渠道、多形式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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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就业、居家就业、自主创业机会，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生活服务业加快恢复，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从发展

壮大新动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深

入推进创新创业、催生吸纳就业新市场主体，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强化失业风险应对等方面提出

意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 年）》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提出包括

服务业在内的职业技能提升举措；《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关于开展家庭服务

业规范化职业化建设的通知》《关于开展家庭服务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旨

在着力发展家庭服务业，推动以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等为重点的家庭服务行业规范化和家庭服务

从业人员的职业化。

一、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

（一）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

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服务业化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工资水

平差异将促使劳动力依次由农业向工业继而向服务业转移，这是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配

第—克拉克”定理）。2011 年以后，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2018 年，服

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45.3% 提高到 52.2%，2019 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到

53.9%，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 6.9%，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3]154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增强，

对于创造同样数量的就业岗位，不再需要依赖于高增速，而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符合当

下高质量发展的思路。[4]

图1显示了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变化趋势。可以明显看出，第三产业（服

务业）就业占比明显高于第一、第二产业。2012—2019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 2.8 亿人增加到 3.7
亿人，就业比重从 36.1% 快速提高到 47.4%。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图 1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2—2019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分服务业类型看，符合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

业。前者包括研发设计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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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后者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托育等服务型消费行业。

通过对一些重点生产性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分析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了大量就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为 424 万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 530 万人。根据城镇失业率和以往

年度分行业就业数据测算，2018 年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合计 2.32 亿人，较 2017 年增长 3.04%，

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为 29.87%，较 2017 年提高 0.85 个百分点，是吸纳就业的主力行业。其中教

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的吸纳作用尤为突出，2018 年相应的就业人数分别为 7719.76
万人和 7936.78 万人，占比分别为 9.93% 和 10.21%；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人数

为 4145.65 万人，占比为 5.34%。2018 年生活性服务业名义增加值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就业人

数相应增加 52.80 万人。[3]279

（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为刻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现状，通常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即产业结构偏离系数）

来反映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对称、协调。该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不对称程度越高、协调性越低，反之则表示两种结构的协调性越高。具体公式如下：

1
/
/

−=
LL
YY

S
S

i

ii

其中 Si /S 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度，Yi /Y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百分比，Li /L 表示就业的

产业构成百分比。在理想状态下，若产业结构偏离度为 0，则表示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一致，

劳动力实现合理配置；产业结构偏离度越接近于 0，则表示该类产业需要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来保证

产业发展与就业吸纳能力一致；产业结构偏离度小于 0，则表示该类产业存在隐性失业。[5]35 本研

究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偏离度进行分析（如表 1 所示），并重点刻画第三产业偏离度变

化趋势。

表 1 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化趋势：1978—2019 年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0.600 1.767 0.962

1979 -0.552 1.676 0.717

1980 -0.561 1.650 0.649

1981 -0.532 1.520 0.618

1982 -0.510 1.433 0.618

1983 -0.506 1.373 0.580

1984 -0.498 1.165 0.539

1985 -0.544 1.062 0.707

1986 -0.554 0.997 0.694

1987 -0.553 0.962 0.665

1988 -0.567 0.955 0.667

1989 -0.582 0.983 0.752

1990 -0.549 0.932 0.705

1991 -0.589 0.953 0.782

1992 -0.628 1.003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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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3 -0.651 1.079 0.591

1994 -0.634 1.052 0.460

1995 -0.618 1.051 0.325

1996 -0.610 1.023 0.260

1997 -0.634 1.006 0.294

1998 -0.647 0.966 0.357

1999 -0.671 0.989 0.404

2000 -0.699 1.041 0.419

2001 -0.712 1.025 0.460

2002 -0.725 1.093 0.450

2003 -0.739 1.128 0.407

2004 -0.714 1.054 0.320

2005 -0.729 0.990 0.290

2006 -0.739 0.903 0.271

2007 -0.736 0.766 0.293

2008 -0.729 0.744 0.260

2009 -0.729 0.663 0.273

2010 -0.725 0.626 0.250

2011 -0.712 0.579 0.215

2012 -0.700 0.496 0.235

2013 -0.681 0.458 0.197

2014 -0.688 0.428 0.185

2015 -0.682 0.382 0.191

2016 -0.690 0.382 0.186

2017 -0.707 0.441 0.149

2018 -0.724 0.475 0.127

2019 -0.717 0.418 0.13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整理。

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的变化趋势发现，相比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偏离度总

体上保持平稳下降趋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反映出服务业的产

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基础较好。有学者指出，由于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与

劳动密集型行业并存，对各层次劳动力的兼容并蓄能力较强，故产业协调性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

二产业较好。[5]36

二、我国服务业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带动就业趋势愈发明显，但对比发达国家，无论从体量还是就业密

度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还存在明显差距。2017 年，美国、日本等 9 个发达经济体平均以占国内

生产总值 67.2% 的三产增加值，解决了 75.7% 的就业，而我国则以占国内生产总值 51.6% 的三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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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解决了 44.9% 的就业，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差距相对更为明显。我国服务业就业面临的问

题具体表现为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

（一）服务业就业发展不充分

1. 服务业发展总体上还不成熟

从服务业发展本身来看，服务业整体竞争力相对较低，不利于实现服务业所具有的大量吸收

劳动就业的潜在效应。[6] 相对生活性服务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总体不高，尚未形成对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处于成长期，很多行业的市场主体存

在“小散弱”问题，市场秩序也有待加强。例如，虽然交通运输与物流行业从总体规模来看已经

达到世界第一水平，但在公路货运、铁路运输方面存在过度竞争或竞争不足的现象，国际快递、

冷链物流、逆向物流等存在薄弱环节，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对于生活性

服务业而言，虽然近年来国家提出大力发展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但从发展业态来看，仍

然存在业态单一、服务标准有待明确和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生活性服务业积极性有待提高等问题。

此外，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业人才不足，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2.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增长可持续性堪忧

虽然总体而言，服务业已接替制造业成为新的“就业海绵”，但本研究通过对服务业就业细

分领域的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数据显示，2013—2017 年

新增服务业就业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占 61.2%，高端服务业占 19.7%，金融和房地产业占 10%，

公共服务业占 9.1%。从变化趋势看，公共服务业、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增幅有所下降，且高端服务

业年均新增就业不到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的 1/3，并不具备较大的扩容空间。因此，如何增加劳

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探索。[3]160

（二）服务业就业发展不平衡

1. 行业之间异质性较大

由于服务业行业间跨度较大，不同行业的就业人数、职业发展及收入等存在较大异质性。上

述分析表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就业人数相对较多。

工资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行业发展情况等。以部分服务行业的

平均工资收入为例，如表 2 所示，通过对比服务业部分行业的平均工资可以发现：总体而言，近

年来服务业就业人员收入呈上升趋势，但各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大。例如，2019 年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的 3 倍多，前者的年

平均工资为 16 万元，而后者的年平均工资仅为 5.2 万元。

 表 2 部分服务业行业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年份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2013  93,044 62,683 86,059 35,868

2014 101,802 64,919 90,392 38,361

2015 112,119 69,848 95,145 40,813

2016 120,864 72,855 99,599 41,815

2017 130,366 73,864 107,909 43,298

2018 141,962 76,196 122,040 46,727

2019 160,170 79,900 135,412 52,04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2019 年“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整理。

不同服务业行业之间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内部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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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不平衡。例如，受行业发展前景、工资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往往存在岗位供给少于需求的现象，劳动力多

向相关行业流入；而随着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生

活服务特别是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等的需求增加，但这些行业存在岗位供给较多、却无法吸引大

量人才的现象，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2.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总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服务业发展较快，就业人数也较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发展

战略的实施，不少大学生在就业时重点关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的发展，选择到相关

地区和行业建功立业。在 2019 年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许多中西部省份也对人才引进作出明确

要求。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东中

西部区域发展的差距开始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中西部乡村向东部城镇集中，使东部

城镇就业持续高速增长；而近年来，伴随着产业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显现，就业增速

开始出现反超。2012—2016 年，西部城镇就业人数累计增长 16.8%，东部增长 10.9%，中部和东

北分别增长 10.4% 和 6.5%。2016 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就业占全国比重，比 2012 年提高了 0.7 个百

分点，而东部占比则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2012—2016 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就业增长对全国的贡

献率达到 50.9%，比东部地区高出 6.8 个百分点。

虽然从目前的公开数据中无法完全分离出不同地区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但农民工群

体进城务工的行业多集中于服务业，通过对农民工就业去向的分析可以大致体现服务业就业的区

域差异。如表 3 所示，《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提供了 2015 年以来农民工的就业去向，分析发现：

东部地区依旧是农民工流入规模最大的区域，但是近年来农民工流向东部地区的数量呈现下降趋

势，而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则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15 年，流入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为 1.6 亿人，

而到 2019 年则下降了 308 万人；流入中部地区的农民工为 5599 万人，而到 2019 年则增加了 624
万人；流入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为 5209 万人，而到 2019 年则增加了 964 万人。

 表 3 输入地农民工区域分布 单位：万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东部地区 16,008 15,960  15,993 15,808 15,700

中部地区  5599  5746   5912   6051  6223

西部地区  5209  5484   5754   5993  6173

东北地区  859  904    914   905   895

其他地区   72   77     79    79    86

注：2015 年以前尚未统计输入地农民工区域分布，故本表仅显示 2015—2019 年输入地农民工区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5—201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

（三）制约服务业就业的诸多因素

1. 供给侧：县域发展动力不足

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产生税收少、营商环境有待提升、政策倾斜力度不强（水电费用高）、

设施建设不足，造成了一些县域更有意愿发展制造业，而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在县域发展

动力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就业，进而成为就业结构短板。

以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养老服务业为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

府出台了系列政策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无论从老龄事业还是老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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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格局来看，目前养老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的依旧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

对于一些县域而言，养老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养老服务业属于微利行业且

盈利周期较长，目前尚未探索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且其对于地方政府税收贡献有限，很多时候

反而需要财政支持，但很多县域财政收入有限，投入养老服务带来的利润相对较低，使得养老服

务业发展滞后，从而造成养老服务岗位需求有限。二是养老服务市场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力度仍

有待进一步完善。从目前养老服务业发展来看，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市场不足，且由于公办和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存在显著的政策倾斜差异，很多民办机构无法享受到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水电

气暖补贴及税收优惠，造成社会力量往往采取“观望态度”，不利于养老服务业发展，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养老服务人才的发展。

2. 需求侧：个体就业意愿不强

受制于中国传统观念，很多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社会认可度、收入待遇等相对较低，

严重影响个体就业意愿。以养老服务和家政服务为例，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和家政

服务，特别是在 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通过建立标准、培养人才、

提高服务专业性来提高服务效率、增加服务岗位、提高社会认可度，但传统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

一夕，很多人依旧认为老年照料服务及家政服务等本质是“保姆”，做着“伺候人”的工作，社

会地位、认可度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就业意愿。所以，在相关生活性服务业人才体

系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在提高工资待遇、明确职业前景和上升渠道的基础上，合理引导社会

预期，逐步转变传统就业观念。

3. 新业态新模式就业亟待转型升级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带来了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

仅促进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也给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生产性服务业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影响。互联网、物联网、5G 等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性服务业各领域、各环节，随之而来

的是对就业结构、就业人员等新的要求。一方面，相关服务业技术的更新换代，需要相关就业人员

及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使得很多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者的需求数量缩减，

很多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如何在信息革命中及时转型、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成为服务业就业的一

大挑战。

对于生活性服务业而言，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

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开始形成新的服务和消费模式。近年来，线上渠道的拓展，改变了

传统线下经营主要依靠区位的价值判断体系，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既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

也为广大商家实现了引流和创收。万物皆可到家，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美食、购物、娱乐等

各种生活服务，成为我国夜间经济发展的鲜明特色。美团外卖数据显示，北京市 2019 年夏季夜晚的

外卖订单量较 2018 年增长 60%。2020 年 5—7 月全国主要城市从 18 点到次日清晨 6 点的夜间订单

量上涨幅度超过六成，占全天订单量的比重达到四成以上。21点到次日凌晨是夜间外卖订单的高峰期，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 60% 的商家在 22 点后仍然营业，近 40% 的商家凌晨仍然提供送餐服务。外卖

品类也正在从餐饮向非餐饮拓展，生活超市、生鲜果蔬、医疗健康等非餐饮类订单占比日益提高。

然而，新业态新模式也给服务业就业带来新的挑战。以网约配送员（即送外卖订单的快递员）

为例，目前很多网约配送员因配送速度等要求早已成为“高危职业”，出现交通事故的配送员不

在少数。而且，大多数配送员未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劳动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特别是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很多劳动者面临失业，进而转行从事配送工作，增加了网

约配送人员供给。但外卖配送员作为“新兴职业”，其职业发展路径、工资待遇、权益保障等仍

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优化职业结构，合理配置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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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服务业扩大就业的对策建议

虽然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但服务业就业结构内部仍然面临着就

业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制约了服务业扩大就业。在供给侧层面，应在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改

革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服务业就业与岗位需求

精准对接，同时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带动服务业扩大就业。在需求侧层面，需进一步更

新就业观念，做实服务业人才培养培训，并进一步保障服务业就业创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高其

服务业就业意愿。

（一）推进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

1. 进一步深化落实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对 300 万人口以下的城市、300 万—5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及 500 万人口以上

的超大特大城市的户籍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给服务业就业带来了重大利好。各级政府在落实户

籍管理制度改革政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鼓励新兴服务业就业创业人员在中小城

市落户。

2. 打造亲清的营商环境

打破行业垄断，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业就业机制，促进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服务商享受平

等的优惠政策。此外，针对服务业无形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推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与平台企业信用体系互联互通，

实现资源共享。

3.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服务业就业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提高服务业就业服务效率，打通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

壁垒，搭建“国家—省—市—县区”互联互通的服务业就业信息化平台，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进一步完善服务业综合监管体系

对相关服务行业质量安全、从业人员等方面加强监管，明确监管事项、监管依据、监管措施、

监管流程；完善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及工会、行业协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

行业自律，鼓励社会监督，加强企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员共同体理念；通过加强对服务业用工的劳

动保障监察和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畅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权

益维护渠道。

2. 积极探索服务业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服务业发展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下制定有针对性的开放政策，特别是在养老、托育、电子商务、

商贸物流等服务业领域降低外资准入门槛，鼓励引入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同时平衡好开放和保

护之间的关系，推动服务业在更高水平上的开放。

3. 塑造行业自律规范发展机制

进一步强化服务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可采取第三方评估的方式，对各类服务业用

工进行评估并做好跟踪。推动行业组织制定相关服务和产品标准，并完善行业纠纷协调和解决机制。

（三）树立新型就业观念

1. 加强宣传引导

加强对新型就业观念的宣传引导，特别是针对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从事养老服务、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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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生活性服务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一样，具有就

业准入门槛和服务标准。近年来随着政府和社会对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日益重视，服务标

准日益提高，需要培养和引进一批专业性人才。人社等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新兴就业岗位和就业

领域的宣传力度，逐步转变社会大众对部分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刻板印象。

2. 让新型就业观念入校园、入课堂

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了职业就业选择和培训课程，指导高校毕业生正确理性选择适合自身

的职业。今后，需要进一步将新的就业形势，特别是新的就业理念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减少学生

在职业选择时的盲目性和依从性。

（四）做实服务业人才培养培训

1. 完善相关学科布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促进服务业人才培养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目录，及时增设相关领域的本专科专业。对于生活性服务业，特别是养老服务、

托育服务、家政服务等领域，要明确岗位需求、培养目标及职位晋升途径，分层次培养相关人才。

2. 加强产教融合，广泛开展职业培训

推动职业院校联合相关企业，支持职业院校发挥资源优势，重点为困难企业转岗职工等就业

重点人群从事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提供职业培训，同时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机构等定期

开展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医养康养结合、中医保健、安宁疗护、心理慰藉、家政服务等职业技

能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性，而针对信息技术等从业人员，则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及相关应用常识的普及。

（五）加强就业创业保障力度

1. 积极做好失业保险、职工安置、就业援助等工作，有效化解失业风险

通常而言，服务业就业受国际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发，对我国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造成了较大冲击。需要进一步把更多的政策、资源、资金

等提供给中小微企业、中小投资者，特别是将失业保险待遇、就业扶持政策、创业就业服务及税

收优惠政策等落到实处。[7]

2.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针对一些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需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建设一批知识产权

的保护中心，加快专利审查、商标注册智能化系统建设，综合运用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

仲裁调解，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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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级技工的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级技工学制培养探索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90 年代初高级技工学校正式建立。目前学界对这段历史尚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通过资料分析，

较为完整地展示了该阶段的历史面貌，以揭示其意义和经验。本研究认为：高级技工学制培养有其历史必然

性，并经历了周密严谨的试点过程；高级技工学校试点的成功，改变了高级技工培养的格局，逐步解决了高

级技工长期靠在生产岗位上自然成长培养缓慢的问题，缓解了企业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矛盾，为我国经济发

展注入了动力。试点在政策设计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于当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仍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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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的是中级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则是在

生产岗位上自然养成。1956年 2月劳动部发布《关于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技术学校标准章程（草

案）》，明确规定“工人技术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能掌握一定专业的现代技术操作技能和基础技

术理论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级技术工人”。1961 年劳动部下发的

《技工学校通则》再次明确：“技工学校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中级技术水平和中等文化程

度的技术工人的学校。”1986 年劳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技工学校工作条例》重申“把

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中级技术工人”，并对“中级技术工人培养”从“思想政治”“操作技术”“文

化技术知识”“身体健康”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到 1990 年我国有技工学校 4184 所，均为“高

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为中级技术工人。

实践中，伴随工业化进程，中国的职工队伍不断扩大，全国职工人数由 1978 年的 9499 万人

增加到 1990 年的 1.4 亿人。这一时期，职工队伍素质也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

［专家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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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 80 年代中期开展的全国性的“职工双补”，对于迅速提升职工队伍素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

作用。全国有 2000 多万青壮年工人进行了初级技术补课，80% 以上的技术工种和关键岗位的青壮

年职工均完成了“双补”任务，平均提高了一个技术等级。如截至 1984 年底，山东省初级技术培

训合格率达 70%；到 1985 年底，全省初级技术补课合格者达 110 万人。“双补”任务基本完成，

全省工人平均技术等级较“双补”前平均提高了一个技术等级。[1] 但总的来看，我国技术工人队

伍整体素质仍然偏低，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者从技术等级来看，1—3 级的占 71%，4—
6 级占 23%，7—8 级只占 2%。据推算，由于一部分工人文化、技术水平比较低，使我国工业劳动

生产率损失 32%—52%。[2] 经济发展要求尽快提高工人队伍的技能水平，企业和广大职工对于提

高技能的愿望也十分迫切。高级技工在生产实践中自然养成的方法已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企业

的需要，必须探索一条通过学校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高级技工的路子。

高级技工学制培养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技工教育的蓬勃发展。“文

革”之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得到恢复性发展。1978 年 4 月，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

平同志强调“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时提出“应当考虑各级各类

学校的发展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1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 , 搞活经济 ,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要调动各方面

办学的积极性 , 继续办好技工学校”。此后，技工教育发展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规模扩大。全国

技工学校由 1977 年的 1333 所，增加到 1985 年的 3548 所，在校生由 24.31 万人增加到 74.17 万人。

到 1992 年，发展到 4392 所，在校生 155.60 万人。二是管理走上规范化轨道。1986 年 11 月，劳

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技工学校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较之于 1979 年

的《技工学校工作条例》，发文规格更高，且是由两个部门联合发布的部颁规章。《条例》的发布，

使技工学校走上规范管理轨道。90年代初，劳动部组织开展技工学校评估和重点技工学校认定工作，

对独立建制招生 4 年以上的技工学校进行评估。评估分为合格评估和选优评估两种形式，在合格

评估基础上，评选出省部级和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1991 年 9 月，国家公布了首批省部级重点技

工学校，大庆石油管理局技工学校等 26 所学校入围，树立了一批先进标杆。三是人才培养质量进

一步提高。劳动部大力推广工学结合、“产训结合”的培养模式，进一步推动了人才培养质量的

提高。技工学校的整体办学条件、培养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高级技工学制培养提供了资

源上的保障。

二、试办过程

（一）“高级技工班”和“高级技工学校”的首次出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地方和行业部门在国家指导下，开始进行学校培养高级技工的

探索。1985 年 7 月 17 日，山东省劳动局批复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举办“机械装备与修理专业高

级技工班”，招收技校应届毕业生，学制两年，当年招生 40 人。其培养目标是：牢固掌握专业

和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较高生产操作技能，并掌握相关工种的基本操作技能，懂得一定生产管理知

识的高级生产操作人员。1987年 7月，全国首批技工学校高级技工班学生毕业，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为创办高级技工学校奠定了基础。在山东省进行高级技工培养探索的同时，陕西等省份也开展了相

关工作。1985 年 10 月，陕西省劳动人事厅、省机械厅、西安市劳动局和市冶金机电工业局经过

“职工双补”：198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职

工普遍训练一次，有效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其重点是对领导干部的训练和对“文化

大革命”以来入厂的青壮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习，简称为“职工双补”。

参见：《山东省劳动局关于试办高级班的批复》（[86] 鲁劳培字第 1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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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酝酿筹备，在西安市机械技工学校和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开办了全省第一批“高级技工培训试

点班”，设车、钳两个工种，招收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水平，操作技能在四至五级工水平的青年骨干，

学制两年，脱产培训高级技术工人。这批学员于 1987 年 9 月毕业，回厂后安排在关键设备岗位，

控制关键零件 ( 工序 ) 加工，或担负关键部件的装配和整机调试，为车间和工厂解决了不少生产关

键问题，受到领导和群众称赞，有的被聘任为技师、担任班组长或车间主任等。[3]

除地方外，国家有关行业部门也积极探索学制高级技工的培养。1986 年 6 月 10 日，航空工业

部教育司下发 012 基地技工学校举办高级班的通知 ，同意该校设置机械加工专业，学制两年，面

向在职工人招生。同年 10 月 18 日，012 基地高级技工班举行开学典礼，开始进行高级技工教育。

1987 年 7 月 21 日，航空工业部印发《关于成立西北、西南航空工业联合高级技工学校的通知》

（航教函 [1987]626 号），批准由 113 厂、115 厂、172 厂、430 厂和 012 基地技工学校高级技工

班联合成立“西北航空工业联合高级技工学校”，校部设在 012 基地技工学校，并由 012 基地技

工学校校长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由行业进行的高级技工学校办学探索（1994 年该校经劳

动部正式批准为高级技工学校）。到 1990 年全国有 4 个行业（部门）开办了 “高级技工学校”和

“高级培训中心”。

（二）“高级技工学校”正式诞生

1989 年 12 月 20 日 , 劳动部批复山东省劳动局《关于试办高级技工学校的请示》，同意试办

“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和“烟台市高级技工学校”。1990 年 2 月，山东省劳动局就筹建高级技

工学校向山东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筹建高级技工学校有关问题的请示》（[89] 鲁劳培字 055 号）。

同年 4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关于同意试办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和烟台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批复》

（[90] 鲁政函 38 号），（下文简称《批复》）标志着由国家劳动部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我国“高

级技工学校”正式诞生。

山东省政府的批复明确“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以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为基础改建，“烟

台市高级技工学校”以烟台市劳动局技工学校为基础改建，办学所需经费，按原渠道解决。山东

省高级技工学校拟定高级部招生规模为 600 人，开设金属切削、机械装配与修理、锻压、铸造、

电气工程和烹饪等 6 个专业。烟台市高级技工学校开设金属切削、机械装配与修理、机动车辆修理、

铸造和烹饪等 5 个专业，学制两年，高级部规模为 600 人。1990 年暑期，两校开始正式招生。

1991 年 3 月，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任命了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领导班子。1991 年 6 月

25 日，山东省劳动局在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召开“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成立大会”。1992 年 7 月，

由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李沛瑶任高级技工学校评审委员会主任，并组成了由教授、高级讲师、高

级技师、技师和有关专家共 12 人参加的评审小组，分别对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和烟台市高级技工

学校的办学情况，特别是毕业生的质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评审。通过专家评审，两所高级技工学

校 70% 的毕业生在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都达到了高级技工水平。为指导推动高级技工学校办学试

点工作，1990 年 10 月，国家劳动部培训司在陕西汉中 012 基地召开全国高级技工学校工作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有山东、上海等 7 个省市自治区和 4 个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高级技工学校、高级培训中

心代表，会议就高级技工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学制、办学基本条件、招生对象、培训

费用、毕业生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三）高级技工学校的稳步发展

1992 年 10 月，劳动部发出《关于扩大高级技工学校试点工作的通知》（劳培字 [1992]19 号），

通知指出：山东省经同意于 1990 年试办的两所高级技工学校，目前已培养出首届毕业生。通过有

关专家评审后，认为试点工作是成功的。实践证明，举办高级技工学校培养高级技术工人是可行的。

参见：航空工业部教育司《关于同意 012 基地技工学校试办工人高级技术班的批复》（教字 [1986]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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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决定扩大高级技工学校办学试点工作，要求经济比较发达和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可根据

需要选择一所省级重点技工学校，石油、煤炭、电力、铁道、航空等部门选择一至两所部级重点

技工学校试办高级技工学校。[4]23 随后，高级技工学校开始扩大试点。1993 年 4 月，劳动部复函能

源部，同意将丰满、重庆的两所电力技工学校改为高级技工学校。1994 年 3 月，劳动部给中国航

空工业总公司复函，同意 012 基地技工学校、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技工学校和西南航空工业技工学

校为航空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同期，劳动部也批复山东省劳动厅《关于建立山东省威海市高级技

工学校的请示》，同意建立“山东省威海市高级技工学校”。同年，又批准建立了“广西机械高

级技工学校”。到 1996 年，全国高级技工学校发展到 11 所。

1997 年 12 月，劳动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关于申办高级技工学校有关事项的通知》（劳部

发 [1997]350 号），对申办高级技工学校的条件、程序、审批、招生及毕业生待遇等事项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高级技工学校由劳动部和国家计委审批，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其从事相应技术岗

位工作时，应按已达到的技术等级执行相应的工资标准；进入技工学校等事业单位的，其工资标

准可参照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待遇执行”。随后劳动部颁布了《高级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

（劳部发 [1997]351 号），确定了在校生规模达 1200 人以上，其中高级技工培养规模不少于 400 人，

占地面积 80 亩等基本办学指标。高级技工学校建设日臻成熟和规范。

（四）“技术学院”和“技师学院”的建立

1996 年劳动部在《关于进行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劳部发 [1996]195 号 )
中提出：“综合基地年培训能力达 5000 人次以上、专业种类多、能承担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可发

展为技术学院，按学校审批程序办理更名事宜。”此后，山东省率先开展了“技术学院”的办学探索。

1999 年 8 月 17 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以劳社厅函（1999）104 号复函，同意山东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向山东省政府申请将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更名为“山东技术学院”。2000 年 6 月 8 日，

山东省政府同意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更名为“山东技术学院”，更名后学校教学体制、培养目标、

机构编制、隶属关系、经费形式等均不变。随后，2002 年山东省政府批准山东省第二高级技工学

校等 7 所高级技工学校为技术学院，2005 年又批准山东烟台市商业高级技工学校等 4 所学校改为

技术学院。

与此同时，2000 年 7 月，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常州高级技工学校更名为“江苏省常州

技师学院”，成为我国第一所“技师学院”。随后，江苏省又陆续批准一批高级技校更名。2004
年 8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山东技师学院”，成为全国第一所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办的技

师学院。[4]26

2003 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后，当年 12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三年五十万

新技师培养计划〉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3]38 号），首次确认了“技师学院”的名称及功能，

明确技师学院可以采取研修的方式培养技师和高级技师。2006年 8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

于印发〈推动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社部

发 [2006]31 号）进一步明确了技师学院的地位、设置标准和申办程序，提出技师学院是“高等职

业教育的组成部分”，学制培养预备技师，设置标准为：在校生规模达 3000 人以上，其中，高级

技工和预备技师在校生占 40% 以上（或达到 1200 人以上）；培养技师层次的常设专业一般不少

于 4 个。批办程序为报请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并报人社部备案。2012 年重新颁布了技师学院设置

标准：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 3000 人，占地面积不少于 150 亩，常设预备技师专业不少于 2
个，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在校生规模不低于 60%。此后，技师学院建设逐步走上规范轨道，

 2012 年人社部重新颁布《高级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人社部发 [2012]8 号）将主要指标提高到占地 100 亩，学制

教育在校生不低于 2000 人，高级工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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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高层次技工学校教育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三、基本经验

（一）试点院校选择恰当，相关专业符合产业经济发展需求

首批选择试点的两所高级技工学校，都是老牌技工学校，有着良好的办学条件和丰富的技工

培养经验。如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1955 年建校，一直是山东技工教育的龙头学校，1978 年曾

与“天津技工师范学院”（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一起，被国家确定筹建“技工师范学院”，

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山东省劳动局技工学校开设的专业以机械制造为主，而机械工业

占全省工业比重一直保持在 20% 左右，占全国机械工业的比重在 10% 以上，与轻工、纺织产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山东省的三大支柱产业。

同时，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制造业也面临着升级，对技术工人有了更高的

要求。两所学校高级技工试点专业主要是机械制造业相关专业，既是学校所长，也适应了国民经

济发展对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试点工作得到了劳动部的肯定，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各有关

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二）学校性质、定位明确，妥善解决了学校和学生的相关待遇，为试点提供了政策保障

试点政策的创新点有“三高”，即培养定位高级技工、学生高待遇、领导班子高规格配备。

山东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明确了高级技工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学校规格，为高级技工

学校办学提供了蓝本。《批复》明确：第一，培养定位高级技工。两校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培养

高级技术工人，不属于高等学历教育。学校主要招收具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学历或同等学力、

达到中级技工水平的在职工人，也可适量招收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学制为两年。第二，毕业生

高待遇。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属在职工人的，原单位照发工资，计算工龄；属技工学校毕业生的，

按规定享受人民助学金。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也可分配一部分从事技工学校和企业

职工培训机构的生产实习教师工作，工人身份不变。第三，领导班子高规格配备。当时，两所高

级技工学校的领导班子按副厅级单位配备。

试点期间，山东省有关部门对高级技校毕业生工资待遇等政策，又进一步予以完善。1991 年

4 月，山东省劳动局下发《关于在职工人考入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待遇问题的通知》（[91] 鲁劳薪

135 号），明确了在职工人考入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待遇。1992 年 1 月，山东省劳动局、人事

局下发了《关于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鲁劳发 [1992]56 号），明确毕业生

实行一年见习期，企业见习期工资为新标准的四级，定级后为五级（普通技工学校毕业生见习为

二级，定级为三级），机关事业单位分别为五级和六级。原系在职职工，工资已经为五级、六级的，

毕业后可以增加一级。对于取得七级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参加技师评聘时，可以免除技术等级

考核。

这些政策的实施，激发了青年学生报考高级技工学校的热情，也调动了学校参与高级技工培

养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产训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合技术工人培养要求

“产训结合”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劳动部提出的技工教育办学的特有概念，专指与生产实际

相结合，“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一种培养模式。1992 年劳动部印发的《技工学校校长任职要

求》中提出“搞好校办产业，走产训结合的道路”。1993 年劳动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在山东省

烟台市召开“职业培训与生产相结合国际研讨会”。1994 年 9 月，劳动部又与国际劳工组织亚太

分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亚太地区产训结合研讨会”，有 16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上，中国

代表介绍了“产训结合”的经验，与会人员就产训结合的可行性及经济、社会效益等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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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劳动部印发《技工学校“九五”时期改革与发展实施计划》又进一步明确：“技工学校要

坚持产训结合，加强生产实习基地建设和发展校办企业，在保证完成实习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

开发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

从上述活动和文件中，可以看出“产训结合”中的“产”，不是指产业，而是指生产，并且

更为明确地指向“产品生产”，主要指学校校办企业组织的“产品生产”。

“产训结合”的概念虽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但产训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则是我国

技工培养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清末民初的实业教育家就明确提出实业教育要有“生利”功能，

除了开启民智，还可以创造物质财富。如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说过：“惟实业教育则直

接即可生利”。[5] 他所兴办的实业学校，都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一方面，将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

使得课程教学和实践有所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检验教育的办学实绩。另一位实业教育家

周学熙也主张实业学堂要“与工业学堂联络一气，兼以工厂为工业学生实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

科教习可为工厂公徒讲课之师，相辅而行”。民国时期的技工学校也多实行校企一体办学，学生

直接参与企业生产，在实践中提高技能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后，“产训结合”成为技工教育人才培养的一条重要原则。学生的实习教学统

称为“生产实习教学”，并要求建立生产性实习工厂（场）承担实习任务。1954 年我国第一个技

工学校部颁规章《关于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指出：“技工学校的实习工场，在教学计划所规

定的范围内，可生产一定数量的成品或接受一定数量的加工订货任务。”1958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

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1958 年 3 月劳动部在天津召开全国技工学校工作会议，总结推广了西安第一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

校的经验，提出：“生产实习教学要结合生产产品进行，做到既出产品又出人才”，做到教学组织

与生产组织统一，教学计划与生产计划统一，既完成教学任务，又完成生产任务。1961 年劳动部

下发的《技工学校通则》要求“技工学校应该有独立的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依靠生产实习做到

经费自给”。改革开放后，1986年劳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技工学校工作条例》强调，“技

工学校的生产（业务）实习教学，是培养学生掌握操作技能的主要手段。学生的生产（业务）实习，

应尽可能结合生产（业务工作）进行。”1990 年劳动部《关于加强技工学校生产实习教学开展勤

工俭学活动的意见》强调，“在保证完成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应给学校安排一定的生产任务，

促进学校结合教学组织学生进行有价值产品的生产。”1992 年进一步提出了“产教结合”的概念。

1993 年劳动部《关于深化技工学校教育改革的决定》重申，“要把学生的基本技术训练同直接参

加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

最早试点高级技工培养的山东两所技工学校，都是“产训结合”的典范。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附设济南机床六厂，该厂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知名企业，设备先进，计量设备达到国家二级企业

水平，其产品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企业还承担了“八五”攻关项目；烟台市高级技工学校的实

习工厂烟台机床附件厂，也是有影响的外向型企业，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与之相适应，学校有

一支高技能水平的技术和师资队伍，通过“产训结合”的方式，使学生技能水平在实战中得到提

高。劳动部专家组对此予以肯定，认为两所高级技工学校办学条件基本具备，教师队伍特别是生

产实习教师队伍比较强，生产实习设备特别是机加工设备比较齐全，并且具备有一定技术复杂程

度的生产实习产品，学校依托校办工厂作为后盾，注重“产、学、研”相结合，既保证了学生的

基本功训练，又克服了纯消耗性实习的缺点，学校经过两年的精心组织和培养，使学生基本上达

 到了高级技工的水平。专家组最后得出了重要结论：通过学制教育培养高级技工的路子是可行的、

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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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试点工作也有缺憾。比如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的学历问题，当时有关主管部门没有很

好地协商研究，以至于延续到今天。但总的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高级技工学校的试点，

为我国高级技工学制教育培养探索出了一条成功道路，由此带动了一大批职业技术院校参与高级

技工培养，从而改变了高级技工培养的格局，解决了高级技工长期靠自然成长培养缓慢的问题，

缓解了企业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矛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意义十分重大。时至今

日，试点过程中制定的相关政策，以及产训结合、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法，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是技能人才培养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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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enior skilled workers are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for senior skilled workers in our country started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980s,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senior technical school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At present, a series of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this period in academic circles have not been conducted ye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ata,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is stage more completely to reveal its meaning and experience. This current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training of senior technical education system has it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has undergone a thorough and rigorous pilot process. 

The success of the pilot of the senior technical school ha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senior technical training, and has gradually solved the natural 

growth of senior workers relying on production positions for a long time. It has also alleviated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high-level 

skilled workers in enterprises, and has injected impetus into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policy desig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pilot program still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training of high-skilled personnel.

Key words: skilled personnel training; technical education; senior technical school; high-skilled workers, industr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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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户籍制度关系到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到城镇从而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进

行户籍制度改革，但进展并不顺利，这与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关。为此，本研究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经济学分析，

进而对改革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认为：城镇化是基于利益的驱动，户籍制度并不是限制城镇规模有效的政策工具；

农民工进城会在城镇劳动市场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为劳动力市场萨伊定律；户籍制度改革

的关键是实现一个人所作贡献所在地与接受公共服务所在地的统一，本质上体现了地方政府接受纳税与提供公

共服务的统一；户籍制度改革必须由中央政府主导并将户籍制度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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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关系到公民的迁徙自由，包括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的迁徙，对整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的

配置效率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改革开放后认识到

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一直对其进行着改革。但 40 余年过去，改革进展并不顺利 , 这种制度至

今仍然限制着公民的迁徙自由，给整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国户籍制

度改革经几十年的努力之所以走入今天的困局，与人们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关，

导致制定的户籍改革政策出现一些偏颇。为此，本研究首先就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认识误

区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一、1949 年后户籍制度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的基础是中华民国的户籍制度。民国的户籍制度既有对以往农业社

会户籍制度，特别是清末宣统时期的《户籍法》的继承，也包含对西方以及日本户籍制度的借鉴，

其功能主要是对户口及其变动的合法登记，对百姓自由迁徙没有作过多的限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公安系统于 1950 年 8 月制定了《特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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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这里所谓的“特种人口”主要指反革命分子及可疑人员。1951 年，

公安部制定并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一部户籍法规，

明确规定了人民具有迁徙自由。由于在人口迁徙上没有过多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城乡人口流动活跃。

1953 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此时人均粮食产量依然很低，无法满足大规模经

济建设对粮食的巨大需求。据估算，1953—1954 年这一粮食年度内，国家需要掌握粮食约 352 亿

公斤，除通过农业税途径可掌握 137 亿公斤外，尚需从市场收购 215 亿公斤。如此大的缺口，在

自由市场上收购，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市场混乱和物价波动，极大地增加政府的

财政负担，这是新生的共和国难以承受的。为此，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10 月通过了《关于实行粮

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 11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的命令》，规定从 12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即统购统销。基本做

法是：对农村的余粮户，在留足农户的口粮、种子、饲料和缴纳农业税后，政府统购其绝大部分

的余粮；对城镇居民和缺粮农民实行粮食统销。为此，就要明确谁是粮食的生产者，谁是粮食的

消费者，前者为“农民”，而后者主要就是“市民”。如此，户籍制度就演变为城乡分隔的户籍

制度。

1979—1991 年是户籍制度的初步改革阶段。被下放的城市青年得到了回城的机会，农民工进

城的限制条件也被放宽，这都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1992 年至今是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阶段。[1] 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

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了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邹一南认为，2014 年后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趋向在不同类型的

城市之间呈现分化态势，户籍制度两大特殊功能——人口迁移限制与公共品供给歧视，在中小城

市表现为同步弱化，而在吸引农民工数量最多的超大城市则表现为同步强化，户籍制度改革进程

在超大城市出现了局部的倒退。[2] 赵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并未突破二元体制的框架，没有产生

实质性突破。在改革过程中，户籍制度的粮食配给功能虽然已经取消，但附着的医疗、养老、教育、

就业等资源分配功能并没有消除。户籍制度依然与福利、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相关联，因户口差

异而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资源的差异没有消除，社会公共福利并未实现由户口居民普及到常住居民。[3]

陆益龙发现，社会分层的户口等级制和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的存在，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

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户口仍然是获得重要资源的依据，以及户籍制度安排

构成相对封闭的阶层结构。[4]2019 年全国还有 2.25 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籍，这部分群体在

城市中难以获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5]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未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与人们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有着直接的关系。为此，下面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些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助力于消除这些

误区。

（一）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从建立初期就存在弊端

中国特有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实现了对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严格限制。一个

流行的观点是，这在当时有其合理性。[6-8] 根据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历程来看，城乡分隔的户籍制

度起源于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这样除了可以有效保障粮食供应外，通过低价强行向农民收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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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及其他农产品，还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然而，无论从理论上来分析还是从实践上来观察，

这两个经常被提及的理由均不成立。

通过统购统销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粮食的一个前提是，如此而为并不影响粮食产量。然而，

这个前提最多只能成立一年，因为第一年农民还无法根据价格和新的粮食流通体制作出生产调整，

但到了第二年及以后，由于农民的粮食以及其他被征购农产品的价格过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

会受到严重打击，就会减少生产。樊明基于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民的种粮行为受到利

益信号的显著影响：上年种粮收益大，则预示下一年农户将提高粮食耕地比重；上年卖粮难，则

下一年农民将会降低粮食耕地比重。这说明农民具备经济人的理性。[9] 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到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中国的粮食供给一直相当短缺，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不充足，而种粮的农

民很多也不能解决自身温饱问题。也就是说，本希望通过征粮和低价征购余粮来获得更多的粮食，

但结果是从来没有获得过足够的粮食。其实，在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景，

政府强制征粮希望获得更多的粮食，但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抗，结果是严重的饥荒普遍爆发。[10]

那么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有没有为发展工业积累了资金？显然没有。首先资金基本的形式不仅

仅是钞票，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里即是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如果政府不尊重农民的利益，强

制征收及低价征购农民的余粮，农民从事种粮等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必然降低，从而导致农产品的

产出低，就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此外，由于农民收入太低，也不能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大的

市场，贫困的农民也很难通过发展教育提升自己，更遑论为城市提供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人才了。

（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并不能有效限制城镇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规模是中国城镇规模结构政策的主线，或曰城

镇发展战略的主线。在大城市，政府控制人口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就是限制城镇户口的发放。在计

划经济时代，这一政策工具非常有效，因为城镇企业招收职工时，实行的是计划分配，只有拥有

城镇户籍的居民才能获得政府分配工作的机会。但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

是城镇就业权与城市户口的脱离。[11]7 4-82 这就意味着，只要雇主和雇员相互接受，雇佣就会发生。

如果雇员来自农村或其他城镇，就会来到就业的城镇居住，与雇员有没有城镇户籍没有关系。在

此背景下，农民工进城就业就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理性，对此，我们基于统计数据开展以下分析。

在存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农民工面临着到城镇就业或继续留在农村当农民两个选择，

作出选择的基本方法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显然，如果城乡收入差距大，就意味着农民工进城

的收益大，农民工就会更多地选择到城镇就业。也就是说，城镇化率增加百分点是城乡收入比的

正函数，这里的城镇化率增加百分点用当年城镇化率与上年之差表示。研究采用《中国统计年鉴》

中 1986—2018 年的数据，以 1986 年作为数据分析的起点是因为，这一年农民进城务工已渐成潮流。

为了弱化年数据的波动，采用 7 年移动平

均。图 1 显示，随着城乡收入比拉大，城

镇化率增加百分点也随之增大，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以上的分析。当然，决定农民

工进城的因素很多，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其

中的一个因素，但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研究户籍控制对农民工进

城就业居住选择的影响，樊明曾在 2015
年组织过相关调查。[12]310-311 通过户籍限制

外来人口到一个城市就业居住如果有效，

也只限于那些对“是否拥有当地户籍”较 图 1 中国城乡收入比与城镇化率增加的关系：1986—2018 年

城
镇
化
率
增
加
百
分
点

城乡收入比（%）

1.6
y=1.1467x-2.0756
R2=0.65351.4

1.2

1.0

0.8

0.6

0.4

0.2

0.0
2.0 2.2 2.4 2.6 2.8 3.0 3.2



                                   第二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 4 月

· 30 ·

为敏感的边际人群，对无论是否拥有当地户籍都不能改变其到该城镇就业居住的人来说效果有限。

为此，问卷调查中针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均设置了如下问题：如果您不是就业所在城市的户籍居

民，您会因此离开这个城市吗？其中因缺少当地户籍而在长期会离开就业所在城市的农民工仅占

29%，城镇居民仅占 18%。这说明，至少在短期，通过限制户籍的发放难以起到限制城镇人口规

模的作用。

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除了不能阻碍农民工进城就业居住外，也很难阻碍他们进入某个城市，

哪怕是有严格户籍控制的大城市。以户籍控制最严的首都北京为例，假设很多人在考虑就业居住

的城市时都考虑过北京，虽然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但到北京后的预期收入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如果北京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到北京就业居住。各年

度的《北京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分别报告了各年北京和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的平均工资，研究将二者之比定义为北京与全国收入比。如果选择到北京就业居住的人主要出于

对北京较高工资的考虑，则北京与全国收入比越高，北京城镇人口增加的数量就越多。但在具体

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北京城镇人口增加的跳动性比较大，1987—1989 年年均城镇人口增加约 14
万，而 1990 年一年就增加了 134 万，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另外，1997 年北京城镇人口减少了

9.7 万。估计这些城镇人口的“异常”变动应该不是实际发生的人口变动，大多可能是统计口径变

化所致。比如，市镇人口定义口径发生变化，新增减的建制市或建制镇也会带来新的人口变化。[13]

然而，我们无法弄清每一次城镇人口异常变化的实际原因，而且即便弄清楚了也很难对数据进行

调整，故将年度北京城镇人口的变化做时间跨度比较长的 7 年移动平均处理。此外，近年来北京

为了减少主城区人口，把一些非首都功能转

移出北京，导致近年来城镇人口减少。本研

究试图分析导致北京城镇人口增加的经济原

因，故只选取 1986—201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图 2 显示，北京与全国收入比越高，则北京

年增加城镇人口就越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这一分析。

这一分析可以部分解释北京的人口规划

为什么会失败。北京 1983 年的规划是，到

2000 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 1000 万人左右，

但到 2000 年常住人口为 1364 万。1993 年规

划的是，到 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 1250 万人左右，但到 2010 年北京常住人口为 1962 万人。

2003 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提出，北京 2020 年人口要控制

在 1800 万，但到 2014 年北京常住人口就已达 2115 万人。[14] 基于以上分析，北京之所以难以控制

人口规模，是因为人们到北京就业居住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很难对其施加有效的影响，包括严

格的户籍限制。当然，如果采取非市场化的措施，比如直接将部分非首都功能迁出北京，疏散部

分人口，也是有效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手段。

（三）农民工进城并不会给城镇公共服务带来财政负担

地方政府反对给农民工户籍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发放户籍会给地方公共服务带来财政负

担。早在 2010 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就表示，按当时物价，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 10
万元左右。[15]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指出，农民工

进城人均成本为 13 万，政府每年需要投入 6500 亿。[16]

现在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确实需政府支付巨额资金，而政府又缺

图 2 北京与全国收入比与北京年增加城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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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资金，则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户籍发放加以严格限制就有着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对于农

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既要有静态分析，更需进行动态的分析。所谓静态分析就是只注意到农民工

全部享受户籍居民的福利和地方政府所需的支出；而动态分析则强调，要看到农民工更是地方公

共财政的贡献者，完全能够以自己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支付自己获得的市民福利。为此研究建

立如下动态均衡模型。[17]

假设一个城市在基年有 N0 个城镇居民，此时总的公共服务水平为 G0，则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为：

 0
0

0

G
G

N
=  （1）

假定这是一个均衡的公共服务水平。在第 1 年，N1 个农民工进城。这时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

水平降低为：

 0 0
1

0 1 0

G G
G

N N N
= <

+  （2）

假定新增加的 N1 的农民工和原城镇居民一样在第 1 年劳动纳税，共增加的公共服务量为 N1G0 /
N0，但同时又有 N2 的农民工加入这个城市，则此时人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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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t 年，人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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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t 趋于无穷大时，
0

t
t

t
t

N

N
−
∑ 趋于 0，如此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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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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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这也就是说，当一批农民工初到一个城市时，确实由原城镇居民为其提供公共服务。但当后

一批农民工再来到城市时，之前的城镇居民包括上一批到达的农民工为后到的农民工提供了公共

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农民工进城增加公共服务的负担具有短期性，而长期或动态地来

分析，农民工是可以通过纳税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最终会达到一个动态均衡，即新的人均

公共服务水平等于原有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进城并没有增加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负担。

以上分析的一个基本隐含是，如果农民工进城就业，从长期和动态的视角来分析，不会给城

镇政府带来负担，则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比例的高低不会影响城镇人均公

共财政支出。为此作如下检验：首先，从各省（市）2019 年的统计年鉴中搜集到中国 236 个城市

的年末常住人口、年末户籍人口以及年度公共财政支出数据；其次，用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可

求得一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包括占主体的农民工以及从其他城镇来就业的民众；再次，用外来人

口占常住人口的百分比反映一个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的多少，用常住人口的人均公共财

政支出反映该城市常住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最后，检验人均财政支出与外来人口占城市人

口比重之间的关系。图 3 显示了二者间的关系，相关系数 R2 为 0.3204，显示二者的相关度并不高。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外来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百分比的提高，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支出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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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下降。这就意味着，农民工进城并没有降低城市的公共支出的水平，相反，还有所提升。

图 3 人均财政支出与外来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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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工进城会在劳动力市场产生对自己的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开放农民工落户的一个担心是，农民工进城后会找不到工作而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18] 为

回答这个问题，樊明曾提出劳动力市场萨伊定律，其核心要点是：一般均衡分析显示，劳动力供

给增加就意味着收入增加，进而在产品市场增加需求，引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加，可实现新增

劳动力的完全就业。[12]269-278 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给可以创造其自身的需求。

世界银行官网发布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百分比，用 1 减去这一百分

比可求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笔者称之为基于职业的城镇化率。失业率来自国际劳工组

织网站。[19] 去除数据不全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为贫困落后国家和地区），获得了 133 个同时有城

镇化率和失业率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如果劳动力市场萨伊定律在因城镇化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

增加时成立，则城镇化率和失业率相关系数会很低。图 4 显示，无论是从散点图直观地来看，还

是从相关系数 R2 只有 0.0012 如此之低来

说，均表明城镇化率与失业率无关。这

就意味着，不需要太担心过多农民工进

城会给城镇带来就业问题。此外，在中

国即便因某些原因产生失业问题，农民

工还有回乡的选择，一般也不会在城镇

成为长期的失业者。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一）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的问题

在讨论中国户籍制度时，首先要对中国现行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的诸多弊端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不利于城乡统一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导致高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

资源要取得高配置效率，必须要有城乡统一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这样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

能够及时转移到城镇，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配置。目前，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劳动力

过剩。如果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则要求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等于农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然而，2018 年，农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仅为 7.2%，而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

重为 26.1%，是农业 GDP 占总 GDP 比重的 3.625 倍，远远高于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的 1。[20] 造成

中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它分

隔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导致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过剩，定价过低，进而造成高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通过户籍制度把一国公民分等级有违现代公平精神。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代表不同的

图 4 城镇化率与失业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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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级和权利。这种通过政府给公民不同的身份并由此导致的其政治、经济地位的等级差别，

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平等精神。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一种行业选择，不能因个体从事这个行业就

贬低其社会地位，否则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难有希望。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学教育却相当落后。

很显然，当从事农业与社会地位低下相联系时，就很难大规模吸引优秀的人才来学习农学。

第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是城乡分隔户籍制度的受害者。在讨论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

度时，人们通常认为农民是这一落后制度的受害者，其中隐含着城镇居民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之

意，其实并不尽然。中国农村长期落后，城镇居民所消费的农产品的价格就会高，因为生产成本高。

广大农村人口本可以是城镇经济的巨大市场，但如果农民很穷，这个市场就有限，这会进一步影

响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也会因此减少。农村落后就需要国家支持，但落后的农村赋

税有限，这样对农村的支持就只能主要靠城镇居民纳税，尤其在取消农业税后更是如此。本来中

国的经济并不发达，城镇居民的纳税用于城镇建设并不富裕，还需拿出相当大的部分支持农村，

这必然会影响城镇建设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改革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应是城

乡居民共同的利益诉求。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国家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地区的人在其土地上创造了财富，其中部分财富归个人，部

分用于纳税。纳税又分为国税和地税两部分。地税用于地方，包括建各种公共设施如学校、发放

各种社会福利如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来了一个外地人，不管是从农村还是从其他城镇来，还没有

对这个地方作出贡献，就要和当地人一样享受这些社会福利，就会有损当地人的利益，除非每个

地方都同等地对待外地人来落户。但这在中国当下的情形下，在城镇间、城乡间发展水平存在相

当差异的条件下很难做到。

此外，一个城镇所拥有的财力是有限的，只能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设施服务和社会福利，没

有能力为太多的外来人口按当地户籍居民的标准提供公共设施服务和社会福利。比如一位农民到

一个城市来打工，如果在工作时间还不长、对该城市的贡献还不大时就要求享受这个城市的最低

生活保障也不现实，因为一个城市的社会福利主要靠该城市居民纳税，福利资金是有限的，无法

给太多的人提供低保。但如果一个人已经在一个城市工作了一定的时间，已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进而要求和其他市民一样享受低保，问题就比较好解决。这样的人首先已为这个城市作出了实际

的贡献，积累了相应的资源，且因为要以在这个城市工作一定时间为前提条件，这样的人数量应

不会太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的要点：通过户籍确定一个人为一个地方所作的贡献，

从而确定其可享受的福利。要实现一个人所作贡献所在地与接受公共服务所在地的统一，这样既可

体现公平，也可体现地方政府接受纳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统一，应该是地方政府愿意且能够接受的。

在中国，每位就业的公民每月要缴纳社保，由此可以确定其就业的区域、所从事的工作、所

获得的收入以及所缴纳的社保金额等。有了这些信息，就比较容易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具备在某一

城市成为正式市民的基础。理论上，每位就业的公民只要在某地就业，就应该可以申请并获得该

地的户籍，并享受一般市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拒绝给在其地域上就

业的公民以户籍身份，比如以积分的方式对申请户籍的公民进行评价及选择，所能达到的目的仅

仅在于放弃了地方政府应尽的、给对这个地方作出贡献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但大多时候

并不能因此剥夺这个公民在该地就业和居住的权利，因而并不能控制城市的规模。

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几个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的问题，还涉及诸多其他问题。不解决好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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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导致户籍制度改革无法真正成功。

（一）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应如何处理

2014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现阶段不得

以退出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来作为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条件。

2020 年 10 月 20 日，自然资源部等政府部门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问题明确表示，农民的宅基

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21] 获得城镇户籍农民工的承包地如

何处理，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涉及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涉及城乡间重大的利益分配，涉及中国农

业的生产方式等方面。

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是一项备受肯定的改革，但很少有人注意

到，这一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会在中国农村形成小农经济。根据樊明 2015 年组织的对中国农户

耕地情况的调查，发现以中西部农户为主样本的户均亩数为 7.98 亩，分为 4.70 块。2016 年组织

的对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中国农村户均亩数为 7.12 亩，分为 4.00 块，有土地流入行为的农户

的户均亩数也仅为 27.61 亩。[22] 这些数据显示，现在中国的农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

是不适合农业现代化的，因为现代农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采用大型农业机械耕种会产生

明显的高效率。根据美国农业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12 年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为 450 英亩，约

合 2730 市亩。这种基于家庭农场的大规模的经营使得美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很高，从而使其农

业劳动生产率也很高，但农产品价格却很低，因此具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与美国农业相比，

中国的小农经济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农业投入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

场等。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小农经济的问题，鼓励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但

由于农村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能流转剩余承包期的土地经营权。由于每个农户所承包的土

地都很少，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意味着一个农户要与众多农户谈判租赁合约，土地

流转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导致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有限期的土地流转也很难避免土地被

流转后土地利用的短期行为。由于耕种的土地是通过租赁获得，实际种地的农民要缴纳租金，这

会成为专业大户的沉重负担，而西方农民大多为自耕农，不需要缴纳租金。值得关注的是，此种

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经济已演变成佃农经济，因为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绝大多数是通过租赁获得，

具有不利的成本结构，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耕农相竞争。

而且任何土地租赁都难以避免依靠土地的权益不劳而获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少有讨论，好

像过去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有道德问题，而现在农民把无偿获得的集体土地承包权

租给其他农户收取租金就没有道德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把承包地租给其他农户，自己到城

镇就业居住，结果就可能在城镇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不断凭借其土地承包权从农村实际种地农

民身上获利的阶层。笔者称之为“新型地主”，以区别于过去传统的地主。这种分配方式在道德

上的合理性几乎从来没有被深刻地反思过，媒体更多地是在赞扬土地租赁好，因为把承包地出租

的农民如果到城镇打工，就可以获得双重收入——打工收入和出租承包地的收入。

因此，如果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必须不带走土地承包权，更不能把这种承包权代代继承下去，

从而凭借土地承包权从真正种地的农民那里收取地租。当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其重要的物权，

农民放弃这种物权必须有相应的补偿，建议由国家承担这类补偿，可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确保

离开农村的农民的生活获得基本保障。如此，留在农村真正种地的农民所实际耕种的土地就可以

不断扩大，他们可以通过一次性付出来获得土地承包权，而不是无休止地支付地租，以此确保中

国农民绝大多数成为耕种承包土地的“自耕农”。只有这样，中国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才能

把农业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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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对待农民工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一个问题。城镇政府普遍不愿意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

服务，承受能力有限是最普遍的理由。从一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拒绝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

教育服务确实能够减少其财政支出，但如果把政府看成一个整体，则该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就农民工子女教育来说，若由农村来提供这项服务，就面临着高成本、低质量的难题。而且

对农民工子女来说，还存在留守儿童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

口及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如果让农村儿童就地接受义务教育，就必然面对办学规模小的难题。

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并节省办学成本，以实现办学的规模经济，2001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3] 由此在农村引发了一股“撤点并校”风。并校就能够扩大办

学规模，节省办学成本，提高办学质量，但会导致农村儿童上学难、辍学增多、公共安全事故多

发等问题。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在农村办学都难以避免成本和质量的两难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工自己克服困难将子女带到城镇接受教育，城镇政府就比较容易以

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质量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当然，中央政府应该对此作出财政上的调整，

对一定时间内为外来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城镇政府提供适当的补贴，以鼓励其积极为农民

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具可操作性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通过改革剥离与户籍相关的各项市民权利和待遇，降低户口的含金量。

如刘波认为，长期以来，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落户”的问题，

而是更深层次的与户籍相关的权利和福利不平等的问题。只有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不同地区、

城市的协调发展，实现各地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待遇的均等化，降低不同城市户籍“含

金量”的差异，才意味着彻底和成功的户籍改革，让户籍制度回归其登记人口居住状况和流动信

息的原始意义，实现人口有序迁徙的目标。[24]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作为为地方民众服务的地方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要不断提

高当地民众的福利水平，并让当地民众享受到这种福利，尽量避免其他地方的人来分享，否则当

地民众的利益就会被稀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户籍来确定地方利益的

受众范围。基于此，好的地方政府的表现就在于，能够提高当地户口的含金量，而不是降低。而且，

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在技术上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不同地方户籍含金量相等。因此，

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还应该是上文提出的，实现一个人所作贡献所在地与接受公共服务所在地的

统一。如此，如果一个地方居民福利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劳动生产率高，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

方从事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从而缴纳更多的税收并享受更多的福利，既合理，也具有可操作性。

（四）户籍制度改革应在局部区域分散进行还是应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由各省级政府分散制定实施的，对此需

要进行讨论。

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在同一区域就业生活的人们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这就必然涉及利益的重

新分配。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共识，

无动力”。正如每个乘坐电梯的人都不希望更多的人进来以致增加电梯的拥挤和停留时间一样，

城镇居民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外来打工者，却不太乐意让他们享受同等的“电梯”待遇。邹一南

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财政主体，自然要从自身财政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

发来制定政策。[11]74-82 虽然之前的分析表明，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农民工进城并不会给地方政府带

来额外的公共服务支出负担，但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不对农民工承担某些公共服务，则可以从中获

得利益。因此，地方政府有着拒绝给农民工发放户籍的利益冲动，而把本来解决农民工户籍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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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异化为人才落户政策，各大城市纷纷以户籍作为武器展开抢人（才）大

战。[11]74-82

此外，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城乡间和不同地方间的利益冲突，如前面提到的土地承包权和教育

的转移支付等，而地方政府之间往往由于利益冲突难以自行协调，故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

划，由中央政府主导全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国家层面的基本制度改革，

应以法律的形式统一固定下来，而不能让地方政府分散决策，各行其是。

五、基本结论

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一开始是为适应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而设立的，但这一制度无助于为发

展工业积累资金以及提供所需的粮食。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并不能有效限制城镇人

口，因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居住主要是基于经济动机。从动态的视角来分析，农民工进城并不会给

城镇公共服务带来财政负担，因为农民工始终是通过纳税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农民工进城会在

劳动力市场创造对自己的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的要点是：通过户籍确定一个人为一个地方所作的贡献从而确定其可享受的福

利。实现一个人所作贡献所在地与接受公共服务所在地的统一，既可体现公平，也可体现地方政

府接受纳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统一，应该是地方政府愿意且能够接受的。通过个人社保缴纳等信息，

可以确定每个公民就业的区域、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获得的收入等。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比较

容易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具备了在某一城市成为正式市民的基础。

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必须不带走土地承包权，更不能把这种承包权代代继承下去，否则中

国的农业经济将退回到佃农经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很难成功。应积极鼓励农民工将子女带到

城镇接受义务教育，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既可节约办学成本，又可提高教育质量。户籍制

度改革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具可操作性。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能由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必须由

中央政府主导，并以立法的形式把户籍制度确定下来。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如果从 1978 年改革开放算起，已有 40 余年，但改革的进展难遂人愿，

必须加快步伐。我们需要有经济学理性，把这场改革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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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related to the basic rights of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China's urban-rural separ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rural surplus labor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cities and towns 

in a timely manner, resulting in low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been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progress has not been smooth, which is related to misunderstandings of some people. To this end, the 

current study conducts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n explores its path of reform. The researchers 

think that urbanization is driven by interests, whils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not an effective policy tool to limit the scale of cities and 

towns; 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cities will create demand for themselve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to achieve full employment, which is the Say's 

law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key to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to realize the unifi cation of the place where a person makes 

contributions and the place where he receives public services, which essentially refl ects the un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cceptance of taxes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must be led and direc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must be legalized.

Key word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epa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conomic analysis; path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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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逻辑理路与当代意义
*

王映莲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斯密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仅仅视劳动为

积累财富的手段，赞美能带来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而贬低“非生产性劳动”；黑格尔继承了斯密的劳动观，

并从哲学高度提出“劳动创造人”的全新命题，但他唯一承认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扬弃

了斯密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把劳动与人的本质、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通过将劳动划分为一连串成对的范畴，

揭示了劳动异化的轨迹及其实质，并指出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通向人的自由的必然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劳

动”概念为打破西方社会主流的“资本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提供了

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异化劳动；劳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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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19SKGH025）和 2015 年度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公民教育研究”（项
目编号：2015-JC-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映莲（1976—），女，四川宜宾人，法学硕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市
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1]，马克思主义将劳动置于其

理论大厦的中心位置，以劳动联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理

解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自然成为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柱石。对此，阿伦特有着

深刻认识：“只有马克思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地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2]

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敏锐地抓住“劳动”这一枢纽，高举“劳工神圣……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3]

的思想火炬，照亮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主富强、民众自由平等的自强之路。进入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劳动、劳动精神、劳动教育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无

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4]。有鉴于此，重返马克思恩格斯原

著追溯其劳动概念的发展过程和逻辑理路就变得十分必要。

一、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产生

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劳动大多带给人们负面的感受，古代诗歌、神话和宗教故事往往把

劳动与低贱、疲乏、痛苦联系在一起，视之为不得不承受的苦难、惩罚或劳役。对劳动印象的改

观启于路德宗教改革后西方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与成熟，劳动日益成为人们生

活中财富创造的“实体”。

［劳动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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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由“财富增殖”转向“人的解放”

率先对劳动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他在《国富论》开

篇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5]1

斯密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把劳动一般或一般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这远远超越了当时社会上流

行的把土地、贵金属或者农产品当作财富源泉的浅陋观点。不唯如此，斯密还首次对劳动的类型

进行了划分。他观察到，同样是雇佣人手，雇佣众多工人能使人走向富裕，维持众多家仆却会致贫困。

于是，他把工人的劳动称为生产性劳动，即“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5]312 的劳动。这类劳动

能够固定在某种劳动对象或可出售的商品上，维持一段时间而不会随生随灭，就好像是将一部分

劳动存储起来，留待日后取用。相应地，他把家仆的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即“不能增加其价值”

的劳动。这种劳动无法固定下来且随生随灭，因而无法在日后需要时重新取用。财富增殖的要诀

就在于尽量扩大从事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同时尽量缩减从事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的比例。

一开始，斯密的劳动理论并没有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问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均只在常识意义上使用“劳动”二字，曾用过“诚实劳动”[6]268“强

迫劳动”[6]278 等字眼。率先研究并批判斯密劳动理论的人是恩格斯。1842 年 11 月底，恩格斯进入

位于英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他父亲与人合股经营的棉纺厂办事处工作，这让他得以“走

进英国生活的深处”，看清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细节。资产阶级对工人

的残酷压榨和工人的不断反抗令恩格斯深为震惊。他经过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揭露资本主义工

厂制度罪恶的实际材料，据此他以《英国状况》为题连续撰写三篇文章加以报道。 写作过程中，

恩格斯不满于描述现象，决心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以揭示社会弊病的根源。他开始大量研读哲学、

空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斯密的《国富论》由此走进了他的视野，使他对“劳动”

这一概念的认识发生彻底改变。写作于 1843 年底至 1844 年 1 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映

了恩格斯思想上的这一转变。

透过千姿百态的具象的劳动产品，看到凝结在其中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

斯密对劳动的认识超越了以往经济学家对劳动的理解。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先

肯定了斯密所作的理论贡献，称他为“经济学的路德”[7]61。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

斯密仅仅推动经济学“前进了半步”，因为他把经济学仅仅当作“发财致富的科学”[7]56，“没有

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7]57，他对劳动进行“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二分，赞美前

者而贬低后者，暴露了他把劳动仅仅当作财富增殖的手段，而完全忽略了劳动的主体——人。循

着“劳动”这条线索，恩格斯发现，斯密等人把“生产费用” 划分为三种“彼此斗争”的要素：

地租、资本和劳动。然而，恩格斯认为这三种要素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东西——劳动。他进而论证道：

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是国民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而地租不过是由于地主对土地的垄断

而付给地主的所有权收益，并非生产要素收益，因此土地的价值也只能来自劳动。恩格斯深刻地

指出，劳动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分裂，根源在于私有制，“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

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7]72。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从劳动立场出

发反对私有制的主张，这一思想不仅显著区别于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国民经济学，也有别于空想社

会主义。

 三篇报道的题目分别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状况。英国宪法》。

参见：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 773.

 恩格斯并没有解释“生产费用”的含义，大致可以将之理解为商品的价值（像马克思后来阐述的那样）或成本（像西方经

济学所秉持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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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德法年鉴》1844 年第 1、2 期合刊号上看到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深受启发，他将研究随即从熟悉的法学、哲学和历史学领域转向经济学领域。同恩格斯一样，马

克思对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7]124 的做法非常不满意。他

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迫使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分离，造成了“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

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7]535，造成了不同劳动之间的相互对抗和排斥，从而引致人与人之间、阶

级与阶级之间的残酷斗争。这种生产方式只能不断再生产出奴役、压迫和剥削人的手段，而不可

能诞生出人的解放和自由，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

人的否定”[7]179。

可以说，斯密给予马克思恩格斯最大的启发，在于他把劳动价值理论推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

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合理吸收与细致剖析，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斯密对劳动的功利解读和粗暴划分，

从而为他们建构以人为出发点、突出人的主体性的“劳动”概念准备了条件。但是，要将对劳动

的理解从“财富增殖”的维度上升到自由自觉的“人的解放”的维度，他们还需要一把“梯子”，

而这把“梯子”是由黑格尔提供的。

（二）对黑格尔劳动主张的批判：由“精神劳动”转向“异化劳动”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很了解。他汲取了斯密劳动创造

财富、劳动满足人的需要的劳动观，但与斯密从经济学角度思考劳动所不同的是，他从哲学的角

度来研究劳动。基于在哲学本体论上对绝对精神的严肃论证，黑格尔将其劳动主张紧紧禁锢在精

神劳动之内。

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精神现象学》中，《精神现象学》的大致轮廓可以用澳大利亚学者辛

格的一句话来勾画，即：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历史都看成精神的发展，精神受其寻求自我实现的内

在必然性的驱动而不得不经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到绝对精神的次第发展过程。[8] 的确，黑格尔

把精神发展的每一环节都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形态加以充分考察，并依其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

序进行逐一阐释和描述。 在他看来，自我意识是精神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它“乃是

科学或普遍性的知识的根据和基地”[9]66。

自我意识是如何从意识中发展出来的呢？黑格尔认为，随着知性 单纯的统一性的解体，“一

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和一个不是纯粹自为的，而是为他物的意识就建立起来了”[9]186。这是“两个正

相反对的意识的形态”，一个是独立的、自为存在的意识，一个是依赖的、为对方而存在的意识，

“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9]186。要使它们“返回到统一里”，必须倚助于“一个实践性的环节”，

亦即“陶冶事物的劳动”。黑格尔指出，“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

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9]189。劳动使人的

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身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意识不仅把握到了外在的客观对象，同时也反

思到内在的经验性主体，从而证实了“自我”的存在，自我意识由此得以确立。劳动不是动物式

的本能活动，而是推动人摆脱自在存在、力求达到自为存在的理性活动。显然，黑格尔刻意突出

了劳动的精神性质，把劳动视为自我得以生成的推动力，从而“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7]20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麟认为黑格尔对

劳动的理解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转折作用：“黑格尔把劳动当作人的自我证实的中心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发表在同一期上。

 《精神现象学》的译者导言中把精神发展历程分为五个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作若干环节和形态：（一）意识；（二）

自我意识；（三）理性（以上三者属于主观精神的三个环节）；（四）精神（即客观精神）；（五）绝对精神。参见：黑格尔 . 
精神现象学 [M]. 贺麟 , 王玖兴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3: 26.

 黑格尔把它放在环环相扣的精神发展的第三个小环节的位置上，在它之前是知觉，在它之后是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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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把劳动当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扬弃僵化的外界客观性和自我发展的推动力。”[10]

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那样，黑格尔是在普遍精神概念下

对劳动进行考察和阐释的，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7]205。马克思进一步

指出，黑格尔的双重错误在于：一方面，他把“绝对精神”当作劳动的主体，“现实的人”反而

成为劳动的客体，劳动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7]218，劳动因而失去了客观性和

现实性，不可避免地沦为绝对主体“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7]218。这样的劳动显然

无法承担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经由此种劳动所达的自由也不过是抽象的、概念上的自由，

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坚持认为：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

正的解放”[7]527。另一方面，黑格尔对劳动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他视劳动为代表着整个人类理性和

尊严的精神活动，只看到劳动对人的证实，看不到劳动对人的异化。这暴露了他“非批判的实证

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7]204 的思想底色。不难猜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力量同劳动者相对

立的情形并不在黑格尔的考察之列，他自然不可能去揭示异化劳动对人的支配和奴役，更不可能

指明克服劳动异化的现实途径。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黑格尔

已经把“批判的一切要素”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7]204，接下来的任务，

便是“通过运用黑格尔的基本原理来超越黑格尔”[11]。

二、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精神主旨

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性维度，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说

又为其产生赋以超越性维度。首次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尝试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一文中。文中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对

象性活动”为核心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概念进行哲学批判，初步建立起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劳

动”概念。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开枝散叶、卷帙浩繁，但其论述的核心始终没有离开“劳动”。

梳理这些著作，劳动概念的逻辑理路犹如草蛇灰线，指引着我们逐步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核心。

（一）劳动“应然”上是人的本质的实现

当代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这样描述马克思：“马克思也持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理想：人

类基本上是一种自觉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12] 他的论断不无道理。不过，跟亚里士多德

有着本质不同的是，马克思指出，人的类存在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劳动中生成的。与黑格尔把“绝

对精神”当作历史前提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是，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现实的、肉体的、

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7]209。人为了维持生命，就必须获取物质

生活资料，“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

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13]56，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就是劳

动。因此，劳动本质上“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

一般条件”[13]215。这就与国民经济学家为了发财致富而进行的劳动划清了界限。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发财致富手段的劳动无疑是否定人的，但作为人的劳动则与之相反，是

对人的肯定，并且既是对个体的人的肯定，也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肯定。从个体的人的层面来说，

劳动不但物化了人的个性和特点，使人在享受其生命表现的同时，还能透过其创造物直观地感知“物

质”自我，从而得以自我肯定。与此同时，劳动还间接肯定了另一个人，因为劳动“创造了与另

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14]，人通过由劳动建立的与他人的联结，意识到和感觉到彼

此是对方本质的补充，劳动成为个体与类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

不难看出，劳动使人脱离动物式的本能活动，让人成为了人。在劳动中，人与对象世界发生



                                   第二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 4 月

· 42 ·

了“自然必然性”的联结：首先，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全部来自自然，劳动首先必须同自然

界发生关系；其次，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并非单个人能够完成，必须由许多人共同完成，因

此在劳动中也必然同社会发生联系，并且只有在这种社会联系的范围内，它才能同自然界发生现

实的历史关系；最后，经过劳动，人的本质对象化了，成为直观可感知的了，人与对象化的自我

也发生联系。总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162，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

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7]163。劳动是人主动创造对象以实现自身的活动，人

的类本质在劳动中得到证实和实现。通过劳动，人才能展现自己的生命活力、物化自己的自由意志，

同时，劳动带给人生产的乐趣和自由的享受。

（二）劳动“实然”上的异化使人失去自由

不幸的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劳动开始发生异化，尤其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异化

劳动发展到顶点，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极端对立。劳动从“应然”的乐趣和享受，变成“实然”

的囹圄和桎梏，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7]159。为了突破已有

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马克思首创了一连串成对的范畴，把统一的劳动解剖成对立的两面，

在劳动的诸范畴中揭露异化劳动的本质。

1.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

这对范畴的创造从斯密那里得到了一半的灵感：劳动创造价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

指出，劳动在创造价值之前已经首先创造了使用价值 。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亦即剥离了

劳动的具体形态、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亦

即生产商品的特殊的具体形态的劳动。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是因为生产商品的具

体劳动不同，人们交换商品实质上是在交换劳动；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这个

劳动是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商品之间能够相互交换，同时必须遵

循等价原则。理解商品二因素背后的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3]55。

2. 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马克思进而发现，由劳动价值论衍生出来的等价交换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了自相矛盾

的结果：“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本来，依照概念来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但

是……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7]122 此矛盾在于，按照自然

权利法则，劳动的全部产品应该归劳动者所有；同时按照等价交换规律，资本家若要拿走工人的

劳动产品，就应该付给工人等价的报酬，但工人却只得到“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原因

何在？马克思发现，这是由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引起的。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劳动力商品的

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13]270。工人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

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为补偿劳动力

价值而耗费的劳动，为有酬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则是无酬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

动的划分，揭示了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变成了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揭露

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劳动的对抗性质初步显现。

3.“死劳动”和“活劳动”

马克思用“死劳动”和“活劳动”这对范畴，来进一步揭露资本和劳动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

“死劳动”和“活劳动”是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延续和变异。“死劳动”就是资本，是积蓄下

来的劳动，它属于已经“死亡”的过去；“活劳动”就是活的工人的当下的劳动。“资本是死劳动，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参见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5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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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13]269 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

资本要增殖，只能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因为资本的实体形态是表现为实物、货币或商品的“物”，

而“物”本身并不会自动增殖；其二，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无酬劳动之后，除了将一部分用于

自己消费享乐以外，还会将一部分作为资本投入再生产，所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质上就变成了

工人过去的“死劳动”对现在的“活劳动”的剥削，这样一来，工人彻底沦为自己劳动产品的奴隶。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156

且这种对立毫无转圜的余地，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

决不罢休”[13]349。“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

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7]157 最糟糕的是，

工人无法退出这个恶性循环，因为“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7]158，“只要

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7]170。这时，自主、自由的劳动彻

底被贬低为手段，人在劳动中得到的根本不是乐趣和自由，而是被支配和奴役，劳动彻底异化为

禁锢人的枷锁。

4.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

奇怪的是，国民经济学家看不到这种对立，他们反复研究地租、工资和利润，以为只要从中

找出科学的“致富经”，便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发家致富。为了揭露这种伪善进而批判整个现

存制度，马克思从经济学领域转向政治学、哲学领域，创造了另一对重要范畴：物质劳动和精神

劳动。

马克思对分工进行历史考察后指出，生产的发展使一些人脱离了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转而专门

从事巫术和祭祀一类的精神创造活动，于是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此种分工和以往

基于性别或是偶然性的分工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因为它不仅指向职业分化，更导致统治阶级和被

统治阶级的分立。被统治阶级只能从事物质劳动，精神劳动则往往由统治阶级中“积极的、有概

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7]551 来专门承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

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

普遍意义的思想”[7]552，以此欺骗和迷惑被统治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把资本说成是资本家“通过劳

动和节省创造的”[15]184，“财产上的不平等源于人们在勤劳、节俭、意志、才智以及机遇等各方面

所存在的差异”，[15]195 资本在意识形态家的打扮下摇身一变，成为对资本家勤劳节俭美德的酬报，

从而把整个工人阶级的贫困归结于自身原因，使他们不但要承受肉体上的劳累和折磨，还要接受

精神上的挞伐和丑化。归根结底，由精神劳动创造出来的思想观念体系巧妙地掩盖了资本对劳动

的剥削，把资本主义制度打扮成永恒的和合理的存在，从而帮助统治阶级实现对整个社会从经济

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完全统治。

至此，马克思通过自己首创的一连串成对的劳动范畴，由外在的经济社会现象逐步深入到内

在的政治统治技术，一层一层地剥开资本主义的虚假表象，使劳动的变异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人们

眼前，异化劳动的本质也随之昭然若揭。

（三）消除异化劳动是通向自由的必然环节

随着资本和劳动走向对立的顶点，整个社会也分化为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一个是彻底的无

产阶级，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另一个是完全的有产阶级，他们占有已创造

出来的全部财富。[13]658 有产阶级不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断再生产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而且还通过精神劳动再生产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观念体系。但最终，无论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都“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只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

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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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7]261，以至于“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

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7]159。这表明，异化劳动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身的对立关系已经

发展到顶点和最高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异化劳动除了灭亡别无他途。

马克思指出，解开此“历史之链”的锁钥在于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马克思认为：“异化

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7]167，“私有财产作为人的自我异化，又反过来强化了异化劳动”[16]。

因此，消除异化劳动的逻辑起点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所谓扬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既被

克服又被保留，既被消除又被占有。克服资本对人的物化趋势，但保留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部成果；

消除强制分工对人的奴役和束缚，但保留以往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部人类财富。从历史发展

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扬弃；而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是

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这种扬弃“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

所有制”[13]874。这种扬弃将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基础上生成，在占有现代资本主义成果的基

础上重建，否则，便只会使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只会退到过去那种野蛮状态中去。共产主

义是建立在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

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7]186，而不是像浪漫主义和空想主

义那样在主观的思想观念、道德命令或善良意志中找到基础。

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的解放的一个必然环节，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

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3]96 那时，个人奴隶般地服从的劳动分工将会消失，劳动

将由沉重的负担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

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

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7]537；劳动不再异化为压制人的

力量，而是还原为将人自由自觉的本质对象化的活动，每一个人都通过劳动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概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存在论角度肯定了劳动的意义——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

的实现，继而分析了现实劳动的异化轨迹，指出异化的顶点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人在此种

对立中失去了自由，最后指明消除异化劳动需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扬弃，并以此为人重新走向

自由和解放的必然环节。受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逻辑驱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没有停留在

经济学层面，而是深入到更深层的历史学、哲学层面，首次以劳动为中心来看待和分析人类社会

的历史演变，把整个世界历史看作“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

过程”[7]196。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从未有人对劳动作出过如此细致、深刻而又宏大的剖析，正如

法国学者福西耶所说：“大部分思想家仅关心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马克思论述了劳动史的演

变”。[17] 海德格尔也认为，对劳动的深刻洞见使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

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比其他历史学优越”[18]。

三、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当代意义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飞速改变，劳动形式也发生了巨变，一些西方学者据

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已经过时了。如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就认为，“在信息经济

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19]，主张用知识经济论代替劳动价值论；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内格里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借以更新马克思的“物质劳动”概念并

建立自己新的劳动理论。他们的理论往往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似是而非的解读之上，经不起

推敲和质疑。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对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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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打破西方社会主流的“资本叙事”提供思想资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辞世以后的西方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变，物质的丰裕使人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

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形式表达出来，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丧失了它经济上明显的“贫困形态”，

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减轻了劳动带给人的体力负担。然而，撇开浮在社会现象表层的华丽泡

沫，我们发现，当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运行逻辑与斯密时代并没有本质不同，劳动依然只有服务于

资本增殖时才有价值，一旦失去与资本结合的机会，劳动就变得一文不值。与劳动日益被边缘化、

贬值化和虚无化相对应的是，资本越来越被神化、合理化和权威化，这一过程是通过“资本叙事”

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合理化的一套话术和策略，“资本叙事”包含两个基本面向。其一，

资本立场是一种毋需讨论的先验前提。“资本叙事”站在资本的立场编造了一个关于资本的神话世界，

在那里，资本是天然合理和永恒存在的，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20] 除了资本组织形式

以外人们不可能找到别的生产组织形式。劳动者只是资本的附庸，人人奋而争取被资本青睐的机会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以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人物罗宾逊脱口而出：“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与根本不被剥削的痛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21] 纵观世界，无论是欧陆“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还

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资本的存在及其运行模式均被视为毋需讨论的先验前提。

在这样的情境下，当有人诘问：若是资本家不投资，劳动者要怎么谋生呢？这就不是一个笑话而是

一个冷峻的现实。在“资本叙事”视角下，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

其二，“资本叙事”把对社会的批判演变为仅仅是一场“叙事”。其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

用话术包装掩盖事实真相。以上述罗宾逊为例，恰恰是她通过经济学实证研究得出工人的工资低

于其产出价值的确切结论，她应该比一般人更清楚资本增殖的秘密和工人受剥削的真相，但她却

把原因归结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用所谓的“经济租金”来加以掩饰。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

抽象化的趋势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恩格斯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指出，这不过是用“数学公

式的严密性……使人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22]。二是将现实文本化，以对话语的研究替代对社会

历史进程的研究。话语的虚假繁荣遮蔽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工人运动止步于“书斋里的革命”。

即使是始终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也只把无产阶级革命

或社会主义当成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意图建立一种不受时间干扰的纯粹理论模型，或者干脆只

是为了维持理论的批判性。三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和批判纳入体系。在资本布下的天罗地网之

中，所有叙事都受到资本逻辑的侵蚀，反资本主义本身已成为一种姿态和一门生意。以鲍德里亚、

詹姆逊等著名批判家为例，当他们成为学术明星的时候，他们理论的破坏力“恰恰是减弱到最小

的时候，因为信息的‘内爆’使他们的反抗姿态被体系吸收”[23] 。
“资本叙事”的实际后果是使得“表达”代替了革命，似乎只要能够自由表达，问题就自动

解决了。然而，“批判的武器”怎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剥削、压迫、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

社会问题并不会自动解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概念的认识仍保有批判的效力，是用以

打破“资本叙事”的宝贵思想资源。首先，“异化劳动”概念帮助我们认清“资本叙事”没有改

变劳动异化的现实。没有对异化劳动的克服，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

由和解放。其次，“精神劳动”概念帮助我们透视“资本叙事”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

配着精神生产资料”，[7]550 这种统治和支配是由统治阶级中的意识形态家通过精神劳动来完成的。

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抽象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以便被全社会所接受。“资本叙事”本质上

带有精神劳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策略。最后，打破“资本叙事”的逻辑需

要完整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资本只是一个历史性范畴，而劳动却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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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拨正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颠倒关系，才能真正走出“资本叙事”的迷宫。

（二）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提供理论基础

劳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得到了最鲜明的揭示。劳动

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劳动是人类生活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既关乎人的生存，

也关乎人的自由。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是不以任何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活的永恒条件，是

“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具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24]。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处于何

种历史发展阶段，劳动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

这个矛盾，依然只能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完整理解和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

有助于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

1. 劳动光荣的价值观

劳动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具有排他性的优先地位，他们甚至预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

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一个人在劳动中都可以自由自觉地运用体力和智力，从中体验

到创造的喜悦，以及生命活动的无限可能性与无限丰富性。同时，人在劳动中建立与自然、社会

和自身内在本质力量的联结，体现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价值。作为人自由自觉类本质的实现，

劳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光荣是马克思的内在价值观。习近平指出：“人

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5]4 做一个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是无上光荣的。当前，

在全社会培养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十分必要。社会中还存在轻视劳动的现象：一些人把劳动者分为

三六九等，看不起清洁工、快递员、保安等普通劳动者；还有部分青少年不愿劳动、鄙视劳动，

渴望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这些认识上的偏差都需要加以纠正，要用“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25]46 的价值观去引领人们走上劳动创造之路。

2. 尊重劳动的伦理观

当今世界无论劳动的具体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没有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点：

人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要靠劳动去创造，因此，

尊重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尊重劳动，首先要做到严肃对待劳动，不搞花架子，不

弄虚作假，诚实劳动、辛勤劳动、科学劳动。其次要做到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创造条件让劳动者在

劳动中获得尊严和幸福。在当前劳动主要还是谋生的手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之下，尊重劳动者，就应

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质量，保障劳动者取得合理收入，并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断

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扩大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最后要做到尊重劳动成果，无论是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保护和珍惜。古人那种“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惜物感恩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3. 人人劳动的平等观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人人劳动的平等社会。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

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劳动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的差别将消失，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虽然“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现有条件下还无法实现，

但其蕴含的平等劳动思想却值得珍视。提倡人人劳动的平等观，就要破除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

树立平等意识，保障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平等的就业权和择业权、平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平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和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其他劳动权利。

对劳动的至高赞美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别于过往一切理论家的卓异之处，他们对劳动概念的剖

析还原了劳动的本来面目，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并展望了劳动的未来形态，有助于我们客观、

全面地认识劳动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有助于形成科学、正确的社会主义劳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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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 cance of the Notion of Labor by 
Marx and Engels

WANG Yinglian
(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

Abstract: The notion of labor tak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Marxist theory. Adam Smith revealed that labor is the source of value, however, he 

only regards labor as a means to accumulate wealth, praises productive labor that can bring capital proliferation and devalues nonproductive labor. 

Hegel inherited Smith's notion of labor, and he put forward a brand-new proposition that labor creates man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ut 

the only labor he admits is abstract spiritual labor. Marx and Engels discarded Smith and Hegel's notions of labor, and linked labor with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By classifying labor into a series of paired categories, they posited the trajectory and essence of labor aliena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active sublation of alienated labor is an inevitable link to human freedom. Marx and Engels' notion of labor provides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capital narrative that breaks the mainstream of western societ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ist labor 

vie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labor; alienated labor; labo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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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逻辑是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的核心视角，也是他展望共产主义终将实现的理论支持。依据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从资本运动的发生原因出发，资本逻辑可理解为资本自身进行辩证否定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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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虚假逻辑，资本主义终将因自我否定而必然灭亡。但资本辉煌时期积累的丰富物质财富和世界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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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要手稿。马克思在撰写这部《手稿》的过程中开始对剩余价值产生兴趣，并由此转向《资本

论》三卷本的研究和写作。目前学术界对《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定位问题存有争论。传统

观点认为《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如：张钟朴认为，《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部手

稿；[1] 德国学者缪勒将《手稿》看作《资本论》的原始文稿；[2] 苏联学者维戈茨基指出，《手稿》

和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合在一起就是《资本论》的最初稿。[3] 但也有学者

指出，《手稿》是马克思计划撰写整个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而不是《资本论》

的草稿。[4] 由此看出，学者们虽然对“《手稿》是否为《资本论》第一稿”观点不同，但在“《手

稿》内容包含对《资本论》内容的整体设想”方面已达成共识。从写作时间上看：1856 年，马克

思在资本主义“洪水期”来临之前已经觉察到经济危机即将爆发的征兆，并迅速展开对资本主义

经济过程内在机理的研究；1857—1858 年，他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六分册计划；1858—1859 年，第一分册写作完成并很快出版；1861 年马克思重新开始第二分册的

写作，但另一部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也同时期开展；1863 年，他完成《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并在此基础上于 1865 年完成三卷本的《资本论》初稿。因此，不是《手稿》而是《1861—1863 年

经济学手稿》才是《资本论》的第一稿。虽然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结构上，《手稿》都包含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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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整体设想，但准确来说《手稿》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纲，包含的是六分

册计划的总体提要。1939 年，《手稿》在莫斯科首次以德文出版，当时编者就直接为其加上了“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题。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手稿》中涉及的概念和包含的思想比《资

本论》更为丰富。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过程是和其社会历史理论紧密联系的。正如他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

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47，马克思对生产总过程的研究能够帮助他更清晰地认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

种方式，同样，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私有制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趋势。

马克思从人的发展出发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三大形态，即人依赖于人的阶段，人依赖于物的阶段

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各要素的考察不是着眼于认识它们的既定，而是着

重揭示其形成和消灭，着眼点在历史。[6] 总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资本

主义的历史作用，他在《手稿》中论述的剩余价值规律真正做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

一、资本逻辑是资本进行辩证否定运动的规律        

资本逻辑是马克思解剖现代世界的核心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马克思明确指

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本

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当前学界多从资本出发，认为资本逻辑是资本按自然本性运动的内在规律。

如张雷声指出，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

展轨迹；[7] 鲁品越和王珊提出，资本逻辑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 [8]。可以说，把握了

资本的运动规律或价值增殖规律就把握了资本逻辑的主要方面，但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在逻

辑上，资本运动的本质是由外在矛盾引发的内在否定性所推动的资本自我运动。资本必将自我扬弃，

它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否定自身，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消耗自身。因此，资本逻辑的实质是资本按其

本性进行辩证否定运动的内在规律。        
否定性和必然性是资本逻辑的两个核心规定。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源自黑格尔的理念逻辑，二

者的实质都是辩证法的具体应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辩证逻辑作出如下规定：辩证逻辑是

由系统矛盾引发的内在否定性所推动的概念本身的必然运动。[9] 内在否定性不是自身的终结和消

灭，而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和扬弃。“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10] 通过诸多的否定性环节后，

辩证逻辑扬弃自身反而呈现一种活生生的运动过程，富有“生机和实质”[11]。马克思吸收了黑格

尔辩证法思维的精髓，并以黑格尔为师将其形而上的抽象逻辑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作为分析资本

主义生产矛盾的思想工具。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他写道：“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

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

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 辩证法的实质是否定的、批判的和革命的，

未来趋势已经潜藏在现存事物的内部，它将伴随着历史演进主动走上既定轨道。资本主义社会只

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将在资本嗜血本性的驱动下创造巨大的物质资料和

现实财富；但其本性决定它将不满足于某一阶段的停止，不断吞噬活劳动而破坏现实生产关系和

生产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走向必然是在否定中“自我终结”，但其丰富积累将在“自

我扬弃”中为更高阶段社会状态的到来创造条件。

二、否定性：资本本身是自身发展的最大限制       

《手稿》指出，资本释放真实本性时表现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热烈欲望”。从资本自

身看，资本是扩张状态下的他人劳动所有者，其自私本性和社会属性完全矛盾。为了尽可能多地

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自身增殖，资本强制掩盖劳动发展的自然界限，逼迫劳动者以极低的工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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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着强度极高的工作。商品经济社会笼罩着的平等交换假象的背后，是由劳动所有权丧失带来的

颠倒和异化关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被完全固定在异化—物象化的二元结构中，但这种资本家和

劳动者之间的扭曲关系不会是永恒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

了限制”，[5]390 发达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始终隐藏在资本发展的全过程中，并且

随着资本的快速增长而愈加明显。最终，资本不得不自食苦果，在自己创造的矛盾中走向灭亡。“资

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5]390-391

（一）商品经济的平等假象与颠倒关系         

商品经济社会笼罩着这样一种假象，不同的商品在众多商品所有者之间普遍流通，买卖双方

以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第三方代表，进行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等价”交换。以作为商品的劳动

力进入简单流通领域为例，资本家和劳动者分别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双方，约定以货币形式的

工资作为该商品交换价值的第三方代表，资本家支付与劳动力等价的货币即可拥有劳动者为其劳

动的权利。然而，这一看似平等的交换行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因为劳动力的价值是预定

了的，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无限的。许多经济学家如李嘉图、斯密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即劳

动者所得工资与其付出的劳动力价值并非等价的社会矛盾。劳动者工资远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劳

动力，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满足他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再交换。但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停留

在理论上，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恶性循环 [13]456 或避而不谈 [14]，并未解释二者间的历史联系与转变

机制，只能在哲学史上将“李嘉图非难”或“斯密难题”留给后人思考。其他改良主义和空想社

会主义，要么带有明显“蒲鲁东式”“民族传统”[13]449 的特征，要么停留在对劳资不平等表象的

争论，也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源，对于问题的解决不过是隔靴搔痒。

 马克思没有同那些蒲鲁东式的英法社会主义者一样抽象地谈论平等问题，而是将资本主义社

会出现的诸多矛盾现象统一放在历史进程中加以思考，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源。

在《手稿》导言部分，马克思借助对流行于十八世纪的鲁滨逊神话的历史阐释，指出鲁滨逊的孤

立形象不是纯粹自然状态的，而是特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蓬勃发展初期的文学产物。独立的个体

存在只是源于当时生活的美学假象，它背后隐藏的是物与物的巨大联结。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

点的时代，正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

群的动物，而且是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25 马克思将以往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还原到历史境

遇中，在特定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反思人格间的社会关系。最终他认识到，这一切产生于普遍的物

象化和拜物教，商品经济的平等假象的奥秘是人格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象间的社会关系。所谓

假象，不过是资本统治下社会关系转化为异己社会权力的一个现实方面。事实上，出卖了劳动力

的劳动者完全以物的姿态进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人与物之间的主客关系、占有关系、目的手段

关系，全部都已经颠倒了。

（二）劳动所有权的丧失及异化表现     

在劳动与所有权丧失的问题上，李嘉图陷入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的劳动时间本身还需要尺度

的恶性循环，斯密留下启蒙主义前提下的劳动和所有权分裂对抗的理论悖论。马克思认为，二人

未能回答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们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表面分析，而没有意识到“现代

商品经济的平等面孔下竟然隐藏着这样极端反平等的躯体，而且平等的面孔恰恰依赖于这一反平

等的躯体的供养”[15]。劳动与所有权同一只是理想社会状态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于基于

土地的封建社会小规模农业生产中，并伴随着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口向城市搬迁而逐渐解体。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所有权同一性的彻底丧失经历了两个历史环节：首先，以圈地运动为代表

的封建王权暴力驱使劳动者放弃劳动资料而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游荡个体，劳动和所有权

开始分离；其次，资本主导下的劳动者和劳动资料重新结合，劳动者以物的形式和劳动资料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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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劳动产品全部归属资本家所有，劳动和所有权彻底分离。马克思站

在劳动的历史辩证法高度揭示，讨论劳动者自我所有权的丧失和资本家商品所有权的占有只是触

及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表象，劳动者在商品生产交换中将自我所有权让渡为他人权力，不断与劳

动能力、劳动资料、劳动体系发生异化，最终在资本的支配下完全丧失自己。        
第一，劳动力与劳动者发生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

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13]97。劳动者的劳动力在出卖以前就预先规定好

了定量的交换价值，但视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力在货币的量上要远远低于视为价值的劳动力，由此

资本家便可获取巨大的财富差额。此外，劳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只是劳动者自身付出剩余劳动和

资本家收获剩余价值的增加，对于改变自身生存境况反而起到消极作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劳动者更加贫穷。第二，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发生异化。以往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肢体的延长”，

劳动者除了使用劳动资料外，还额外拥有经验和技能，如同行会中师傅和徒弟的关系一样。但在

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科学技术和智能机器逐渐代替劳动者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成为生产

主体，创造了比纯粹手工劳动要大得多的生产力。在高速运转的机器体系中，劳动者的活动被简

化为“看管机器”，退化的劳动者在与进化的机器的竞争中完全丧失优势，只能“以物的形式存

在于固定资本中，转变为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13]92。第三，劳动体系与劳动者发生异化。

在人类发展史上，无论是狩猎时期还是农业社会，单个人总是寻求联结融入集体以寻求保护，这

种劳动的社会精神与人的社会天性伴随存在。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打破劳动的社会精神，逼

使大规模丧失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进入工厂与机器结合。劳动者们不再有可能因社会天性而围绕土

地或其他相互联结，唯一能使他们聚集的只有资本。[5]592 劳动者与机器、与其他劳动者的联合协作

是资本的集体力量 [5]587 发生作用的方式。所谓劳动体系不过是劳动者们共同成为机器的肢体器官，

除协作运转机器的各生产环节外，他们并无其他联系。

（三）异化—物象化超出资本发展的限制     

在过去，受卢卡奇和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异化、物化、对象化、物象化、拜物

教等相似概念并没有作严格区分，在简化理解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淆。随着当前国内外对《资

本论》的研究愈加热烈，对《资本论》中物象化、物化、拜物教等概念的澄清开始成为反思资本

逻辑的一个重点。自日本学者广松涉提出“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逻辑”[16] 的命题后，国内外不

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平子友长和王琪以《资本论》第一卷开头部分的物象化及

物化理论为基础，阐述马克思物象化论的基础范畴及其逻辑构成；[17] 韩立新多次撰文进行异化、

物象化、拜物教、对象化和物化的区分 [18-19]。目前学界共识有：物象化和拜物教在马克思那里基

本同义，[20] 外化与异化可以接近使用，对象化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对应的二者关系，异化和物象

化虽有区别但不能割裂使用 [21]。在概念上，异化是主体将自身生命外化为对象，而自身对象却与

主体发生疏离和颠倒的对抗活动；物象化是两个及以上的主体所联结的社会关系完全依赖于物象

中介的交往活动。二者的区别在于：异化属于主体和自身对象之间的二元结构；物象化至少需要

两个主体和一个物象，属于社会关系结构。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劳动者发生的异化现象只是内

在矛盾的表象。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异化物以后，整个社会表现为资本的联合，社会的运行完全受资

本驱动才是内在矛盾的真正本质。因此，异化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矛盾前提，物象化关系

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内在本质，只有在异化—物象化的整体关系中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

矛盾的深层原因。       
商品经济的平等假象背后隐藏了全部的颠倒关系和虚假逻辑。劳动者为了生存向资本家出卖

劳动力获得基本工资，再使用货币购买所需商品。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 者只是表象上的买卖

交易，而实质上不过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变相奴役。整个交易过程不过是劳动者无法购买和享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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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劳动所得的一个悖论。对于单个劳动者，作为价值的劳动力在进入流通市场以前就被预先规定

好了价格，每个人拥有的劳动能力是有限的，获得的交换价值也是有限的。对于资本家，作为使

用价值的劳动力被迫卷入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在生产消费中过度使用劳动力创造成倍数的“主

人财富”。在人的发展史上，这只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否定性阶段。真正的否定不

是对事物的彻底批判和舍弃，而是在矛盾中自我超越和扬弃，展现自身的生动和活泼。“否定性

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22] 因此，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必然在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自我毁灭，但毁灭不是终点。资本将在诸构成环节或阶段，形成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

作用后，依赖于否定性的动力推动，继续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

三、必然性：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与世界历史        

商品经济中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现象在《手稿》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分离是打着二者同一

的名义导致的必然结果，但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只是欲望

驱使下资本自我膨胀的开始。继原始积累强迫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后，资本积累则变本加厉地压榨

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抹灭劳动者的主体属性。批判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不是简单呼吁恢复“简单

流通”领域的商品生产所有权，也不是主张复归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小农经济，而是要站在公正的

历史视角，既看到资本积累中的消极破坏性，又看到其高度的历史进步性。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

从一开始就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阶段。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将在全

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因被极端激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而必然自行崩溃。继资本

主义之后，人们会进入下一更高形态的社会阶段——共产主义阶段。那时，人们将自由地享受资

本主导下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带来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成果，知识、思维等精神文明的世界交往将

伴随着商品在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流通成为可能，人的需要成为社会生产的根本动力。

（一）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在一般的劳动生产体系中，劳动资料表现为劳动原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中，劳动资料表现为固定形式的生产资本，包括机器、雇佣工人等。劳动力脱离主体，成

为劳动客体的一个要素，如同其他劳动资料的要素一样形成以资本为中心的集聚，跟随资本进行

巨大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与基于单个或者小团体劳动力的传统生产相比，现代工业采用大规

模的机器体系组织批量化、流程化的大范围生产，发挥前所未有的生产效能。原本自由松散的劳

动者在工厂中，自动进行具有严格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的社会结合，整齐有序地服从自己所在的

某一固定环节的生产指令，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劳动者有效分工协作。在以资本为基础的机器生产

的推广过程中，劳动者逐渐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进入城市和工厂，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和空间界限

不断延展，这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阶段。虽然资本驱使的生产模式带来了劳

动者、机器、科学知识间关系的异化和物象化，使沦为赤贫者的劳动者又成为“机器体系的单纯

的活的附件”，完全丧失作为主体的权利，但单个劳动力分散劳动的牺牲将被扬弃在作为整体的

社会劳动中。当未来社会生产不再追逐剩余价值而是以人的需要为导向时，机器将回归劳动者的

工具形态造福人类。       
马克思对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与以往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者并不

相同，他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清醒地对机器本身及其应用进行伦理区分。舒尔茨在《生

产运动》中将机器发展的过程和劳动异化的过程分别独立描述，在感性叙述中侧重描写机器对劳

动者的奴役和剥削。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声称机器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巨大进步。

但马克思认为，虽然现代机器工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这并不代表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使

用价值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反，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必然陷入由机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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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生产过剩危机，从而造成大量商品和剩余劳动的浪费。资本逻辑内部蕴含着的摧毁异化物和

物化社会的必然力量，就潜藏在巨大的机器生产力中，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的直接推动力量。未来社会形态将从“人对物的依赖”走向“人的自由个性”。机器体系将摆脱

适应资本发展趋势的异化外壳，从资本家限制劳动者的资本工具转化为以服务劳动者为目的的社

会公共基础。机器将继续保持巨大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和势头，为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极高生产

力和极大财富提供物质保障。机器和科技作为人的对象化劳动能力和智力，复归在共产主义共同

生产中，以人的需要为唯一尺度。

（二）创造以资本为轴心的世界交往       

伴随着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交往逐渐打破地域界限，发展为

以资本为轴心的世界性商品交换。“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5]388

资本的贪婪本性会导致大量剩余劳动产品无法在本土市场消化，要开拓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在推

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之初就已被决定。因此，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时期的交往只发生在

家庭、公社、村落等本单位内部，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必然过渡到跨越民族、区域和时空的世界

贸易。“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5]406 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商品

的同时购买其他地区低成本的劳动资料，成本降低而售价提高保证了他们获得最大的相对剩余价

值。某种程度上，资本家们是促成最广泛世界交往的积极贡献者，他们的热情甚至比政府和劳动

者们的总和都要大得多。资本家出资兴修的交通道路等大型社会公共工程，事实上本应由政府主

导和建设。资本驱使的世界交往既在时间上争取了社会生产的最优效率，也在空间上完成了从点

到面的交往界限突破。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等伴随着以资本为轴心的世界交往普遍交融，

世界越来越形成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货币交换的普遍发展和资本轴心的世界交往为历史视角，进行以现

实的人交往和发展为标准的“三种社会形态”划分。“人依赖于人的阶段”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

以前，表现为集体劳动；“人依赖于物的阶段”特指资本主义时期的孤立个体形象，劳动者们聚

集在资本周围却从事互不交往的单向度活动；“人的自由发展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样态，

未来劳动者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将成为可能。但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

立在前一阶段的生产力全部发挥、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

必要过渡形态，共产主义要等到资本主义生命力殆尽之时才能够实现。“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

条件”，只有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

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才能满足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物质条件。以资本为轴心的世界交

往只能发生在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时期，只有暂时忽略个性而追求共性，才能跨越地域和民族偏见。

（三）生产新的消费和新的需要        

机器生产力带动以资本为轴心的世界市场广阔延展，人们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化过程中

逐步加深。丰富的商品种类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更大的消费空间，多元的文明也使原本

身处封闭环境、视野狭隘的人们具备产生更多需要的能力。一方面，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创造了

崭新的消费阶段。在以往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等级分配制度严格的集体经济或小农经济时期，

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大多用于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仅有极少产品可用于小范围的流通和交

换。在资本主义以前，所谓消费不过是需要的同义表述。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机器大生

产创造了比以往全部财富总和都要多的财富，大量剩余产品只有离开已经饱和了的本地市场进入

其他地区，才能完成自身价值实现的“第二次跳跃”。由社会分工细化而卷入资本主义生产链条

的劳动者们无法自给自足，因而不得不接受消费目的导向的货币体系。此时消费不再作为额外的

需要独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成为与生存直接挂钩的必要环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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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以前的时代是劳动主体自给自足的生产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是交往主体进行货币交换的消

费时代。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推动着世界历史从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转变。   
 另一方面，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满足了崭新的需求层次。由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获取的货币

十分有限，他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每一次交换和消费。劳动力价格是低廉的，而劳动产品变为

商品后价格却总是高昂的。受劳动者购买能力低下、本土市场小等因素影响，大量剩余产品堆积

在工厂里，丧失了使用价值。为了扩大销路，资本家一边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以落后殖民地为主

要对象倾销低端商品；一边挖掘消费者更多需求，迫使他们沉浸在被动需要的假象中，陷入“物

的主人”的颠倒错觉。但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仍在加剧，到了一个差额极

限时，资本主义市场必将陷入生产过剩的市场危机。但从积极方面看，过剩的产品可以满足人们

暂时不再劳动的需求，过剩的劳动时间因转化为大量的空闲时间可被利用。高效率的机器体系和

科学技术可以作为增加自由时间的有力手段。对劳动者来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

间”[13]90。逐渐摆脱单一角色的劳动者可自愿学习新知识、新兴趣、新技能。“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

在世界各地区文明交融的过程中极大地提高自身产生需求的能力，以及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与

资本伟大文明创造了巨大生产和消费能力相比，它将培养高度文明的、“具备社会一切属性”的人。

四、资本的自我扬弃为共产主义实现提供条件       

1857 年经济危机自美国爆发，席卷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正经历克里木战争、普法战争的欧洲

各国随着危机的到来又遭重创。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当时现实世界形势进行考察，并结合他 15
年来政治经济学知识的理论储备，对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层次矛盾展开了分

析。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最大程度发展、现存财富最大程度扩大的同时，工人的生命力也最大限

度地被消耗。用暴力消灭资本的实质是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经济危机只是资本的一种自救 [13]149，

但这样的暴力方式不过推使矛盾在更高程度上重复发生。如同历史上存在过的行会制、农奴制、

奴隶制，每当超过一个定点，生产关系就会转变为对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限制。因此，消灭资本的

暴力不过是资本的外部条件，只有资本才能真正消灭自身。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和自我增殖的

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的过程，是共产主义形态不断成熟的过程。“任务本身只

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3]413 资产阶级社

会的发展为对抗它的力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让位吧”，是共产主义给予它的最后忠告。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呈现区别于以往旧的社会形态的崭新特征。        
（一）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于造福社会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巨大现实财富的同时，客体的劳

动资料与主体的劳动者异化对立。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的特殊形式，代替劳动者拥有技能和力量，

成为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能工巧匠”。劳动者失去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被当作“自动机器体系

的有意识的肢体”，为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和支配。对劳动者来说，他们原本复杂的劳动过程被资

本家缩减为对机器的监督和操作，整日重复“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他们唯一拥有的活的劳动

能力也完全丧失优势。劳动者逐渐在分工中被“拥有了灵魂”的机器所替代。但从历史规律和资

本自我矛盾来看，“超过一定点，生产力发展就会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13]149，资本只得通过

自我消灭以自我保存。到了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机器将回归到规定本身，即作为“人的手

创造出来的人脑器官”和“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13]102，创造丰富的生产力用以服务社会。

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可以保持稳定的财富增长，机器节约下来的大量劳动时间，即

自由时间，将用于人的自我发展。机器不再是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以物的形式与劳动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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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因为“真正的固定资本是人本身” [13]107。

（二）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消费基于需要重新分配

“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

衡，归根到底是按比例的生产（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5]102-103 马克思在考察单

个人的劳动行为本身后认识到，“单个人的劳动就是他用来直接购买产品即购买自己特殊活动的

对象货币”，是劳动着的个人参与一切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前提。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个

劳动者来说，他的劳动产品只是诸多特殊劳动产品中的一种，只有依赖货币中介才能实现从特殊

到一般的转换。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价值不是由产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是由私人交换条件、货币购买力、交通方式等外在因素决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共同

生产和消费分配。由于共同生产，劳动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般生产的环节，用于直接购买共同

生产中的一定份额。由个人参与的集体劳动产品，在共同生产以前，就根据不同的需要和目的，

确定劳动产品的交换和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是受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统治的，

但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货币问题由于共同生产完全成为次要的问题”[5]103。

（三）劳动时间按计划分配，同时个人自由时间不断增加

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设定资本及生产

资本”的雇佣劳动，受到资本的统治和支配。在雇佣劳动统治下，劳动者只有出卖自身劳动力才

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而劳动力却是资本主义交换市场上最廉价、最不值一提的商品。

早期资本家以时间作为衡量劳动力价值的标准，为雇主付出劳动力的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其余

是剩余劳动时间。后期效率取代时间成了新的衡量标准。为了赶工，劳动者必须在完成必要劳动

时间后，再尽可能多地投入剩余时间继续生产，直到不再有任何属于个人的时间为止。劳动变成

了劳动者的唯一属性，好像人是为劳动而生的。但在共产主义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

将被彻底打破，劳动的最终目的不再是生产更多资本，而是回到劳动本身。人们无须囿于经济而被

限制在生产的某一环节，完全丧失主体的能动作用。曾经是剩余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必要劳动的产品，

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劳动时间才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标准，“劳动的尺度就是价值的尺度” [5]617。

所有物资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的需要是劳动产品价值的唯一尺度。     
（四）每个人将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中自由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及以前的阶段，单个人要么被限制在土地上，要么被限制在生产过程的某一环节中，

创造物的财富形式参与到普遍对象化的过程中，只生产某一种“自己”，“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

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5]480。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将无须从事那种物可以代替的机械劳动，

不再追求与主体相对立的物的财富，摆脱作为目的的手段的异化结果，不再以物的实现作为衡量

自身发展的尺度，而是追求自身生产的全面性，科学地对待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

个人不再囿于生存而被限制在生产的某一环节，每个人拥有更多从事其他活动的自由时间发展自

己；另一方面，人们更广泛地参与世界市场上的普遍交换，超越民族、宗教、政治等规定和狭隘

生产的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表现在，不同性别、年龄、体力的人将获得适合其天性的

劳动分工，人们可以利用自由时间发展个性，使自己不必限制在某一岗位上。在人自由全面发展

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全面性是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认识自然和认识现实躯体的统一。共产主义

社会中的个人劳动将更加积极、愉快和富于创造。

五、结语        

总之，马克思正是使用了资本逻辑的批判手段，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嗜血本性和积极作用，才

在对资本主义的客观评价上超越了其他理论家。他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貌和生存秘密，又



                                   第二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 4 月

· 56 ·

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破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全面统

治。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对物背后的关系层面，进展到对过程层面的分析。他立足于资本主

义生产总过程，即作为总体的资本运动，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就蕴藏在再生产过程中，为《资

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以资本逻辑及其自我扬弃为主线、集中于生产过程，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诊断和批判奠定了基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后，马克思在《手稿》中继续用相当大的篇幅，

描写扬弃了的资本将带给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诸多改变。他从人的历史发展阶段出发，全面展开

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的前提，历史合理性，经济危机的实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生产、

消费、劳动时间计划分配及自由时间等问题的具体分析，为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提供了科学的论证。

但正如梅林所说：“马克思本人不是先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提到的很少。”[23] 他不

同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展望局限于对每一处美好细节的描

述和空想，在历史进程中把握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自由理想终将实现的科学规律，才是马克

思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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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the core perspective of Marx’s dissection of capitalism, and it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is vision that 

communism will eventually come true. In accordance with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57 — 1858, and starting from the cause of the capital 

movement, the logic of capital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internal law of capital’s dialectical negation movement, with negativity and inevitability 

as the core provisions. Based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as a clue, Marx revealed the inner roots of capitalist social problems and demonstrated that 

communism will eventually be realized. Capital itself is the top limit to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illusion of equality in the commodity economy 

hides all the inverted relationships and false logic behind it. Capitalism will eventually perish due to its self-denial. However, the rich material wealth 

and world relations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capital’s glory will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Key words: capital logic; negativity; inevitabili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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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Supporting Service Industry to 
Expand Employment

JI Jingyao
(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

Abstract: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a deserved meaning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n approach to achieving more adequate and higher-quality employment. The scale of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employment in the life servic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degree of employment deviation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remained stable and maintained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possess a good 

coordination basi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motivation to develop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some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the lack of individual 

employment willingness, our country’s service industry employment still faces with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and imbalanced develop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service industry employment from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Henc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 should 1) further promote policy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to transform the international 

employment defi cit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2) further upgrade the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standards, industry norms and opening up; 3)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guidance, and establish new types of employment concept; 

4) impl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raining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5)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Key words: employ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employment expansion; employ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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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契约论视角下数字平台用工惩戒规则的失控与纠偏
*

陈 霖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摘  要］数字平台创造了新型的灵活用工模式，但同时也突破了传统劳动法律体系的限制，使在平台下

谋生的网约工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平台惩戒规则作为数字泰勒主义的成文表现，是平台借助数字技术对网约工

进行劳动控制的重要工具。然而这种规则在民事契约下的形式平等中消解了网约工的权益，其所产生的压迫问

题已经引起舆论关注。研究认为，以古典契约理论建构平台惩戒规则存在局限性，应当以关系契约理论对平台

惩戒规则进行解构和纠偏，推动合意的矫正，并以“软法”推动平台承担应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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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霖（1996—），男，广东汕头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本文所指的“网约工”，主要是狭义上的概念。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专家 De Stefano 的观点，“网约工作（work 

on demand via apps）”是：通过由企业所控制的平台来实施传统的劳务活动（例如运输、清洁、跑腿）以及其他工作，并且企业

会参与到最低服务质量标准的制定、劳动力的选择和管理事务中去的一种工作形式。 参见：DE SETFAINO V. The rise of the "just-
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J].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2016, 37(3 ):461-471.

近期，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揭示了数字平台经济背景下网约工的劳动

困局，这一困局中的重要一环是平台对网约工的“严刑峻法”。平台制定了定价体系、派单规则、

奖惩制度、评价规则等一系列劳动过程中的运行规则，[1] 由于处于劳动法监管之外，这些惩戒规

则仅有劳动管理的特征，而无劳动法律的规制，在制定和实施上具有任意性和掠夺性。严苛的惩

戒规则、消失的救济手段使平台惩戒规则成为网约工在劳动过程中抱怨最多的问题。平台惩戒的

法律规制将成为数字平台时代劳动法治的重要议题。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超越绝对化的

保护思路，摆脱抽象的概念之争，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这是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承

担的现实关怀责任。

一、平台惩戒规则的“失控”

平台用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因为具有模糊性和混合性，给其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依照现行《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劳动关系确认标准，网约工难以被认定为劳动者，这意味

着其无法享受相同的劳动法保护，社会法之倾斜保护原则亦无法启动。同样地，我国《劳动合同

法》关于劳动规章制度的规定无法直接适用于平台惩戒规则，平台惩戒规则呈现出“契约自由化”

的倾向，陷入“失控”的窘境。

［劳动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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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当程序的缺失

1. 规则形成：规则制定权、修改权被平台绝对垄断

与劳动规章不同，平台惩戒规则以服务协议条款、协议附件、补充协议等多种形式呈现，协

议化了的平台惩戒规则在形式上符合格式合同的特征，即由平台预先拟定并呈示于网约工初次注

册页面，受要约方无法修改协议；平台惩戒规则与平台准入捆绑，网约工必须认可才能享受平台

的服务，勾选行为被视为是对平台提出的要约的明示承诺。尽管个人可以拒绝勾选，但这也意味

着无法享受接入平台，拒绝更多地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权利。《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起草

劳动规章时的民主协商义务，而在平台惩戒规则制定时却出现网约工“参与缺位”的状况，惩戒

规则表面上是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背后则是平台单方意志的体现。

另外，在平台与网约工之间的合同中通常会包含所谓“未来变更条款”，即在双方缔约后，

平台会根据其需求而动态变更规则。双方约定网约工的继续使用行为被视为“默示的承诺”，若

网约工不同意则只能退出平台。网约工对于合同修改的内容、生效的时间等方面都缺乏程序上的

控制，故平台惩戒规则的修改权同样被平台所完全垄断。而且，“未来变更条款”使双方的权利

义务存在不确定性，格式合同原本具有的稳定性被“未来变更条款”所破坏，网约工的个人权益

处于更加脆弱和不稳定的状态。

2. 规则公示：规则膨胀与碎片化对知情权的侵蚀

通过概括性地授权平台实施惩戒行为、变更惩戒规则，平台对提供劳务过程以及结果的管理

逐渐实现了精细化、全面化，而相应的惩戒规则也体现出“膨胀”和“碎片化”的特征：首先，

平台因为竞争、政策变化等需要频繁补充和变更惩戒规则，体现出规则的“膨胀”；其次，平台

惩戒规则缺乏统一的载体，其分立于多个协议文件中，以独立合同、合同附件等多种形式出现，

呈现出一种“合同联立体”的分散状态。繁复、碎片化的惩戒规则增加了网约工获取和知悉的难度，

形式上的认可程序和不规范的公示程序更造成了披露上的不全面，使成文化规则对劳动者知情权

的保护价值在失控的平台惩戒中被消解掉了。规则公示的模糊性进一步扩大了平台方的自主裁量

权，实践中已出现平台及其人力资源公司随意解释规则而处罚网约工、克扣其工资的情况，这对

网约工的基本生存权构成了威胁。

3. 规则实施：自动化惩戒对抗辩权的破坏

以算法为基础，平台在对网约工的管理过程中形成了自动化的惩戒执行机制，这一套机制基

于平台的利益体现出“重惩罚而轻抗辩”的特征。一方面，算法设计者未考虑到的因素不属于决

策的基础，导致算法系统很可能作出不合理的惩戒；另一方面，算法系统建立了精准的惩戒处罚

机制，但抗辩机制被忽略，网约工常发现自己的反馈渠道受限、抗辩权受到压制。同时，算法决

策具备封闭性，网约工难以获悉裁决过程，这不仅减损了其知情权，也增加了其抗辩的难度。

（二）惩戒措施上的“失控”

1. 财产惩戒的“严”与“宽”

在平台用工处于边缘地带而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掌握了控制权的平台有充分动机去制定更加

严苛的规则以挤压产出，并扩张其调整范围以提高服务质量，即财产惩戒在适用范围上“宽”，

而在实施力度上“严”。在适用范围上，平台制定了规模庞大的规则以及精致的量化标准来实现

对网约工的精准管理，并借助算法实现了标准的动态化，外卖平台的“加速”现象就是其典型。

平台借助算法决策挤压出配送员的极限劳动产出，以超高标准对其施加服务要求，未能达到标准

的网约工则会受到平台的扣减薪资、罚款等惩戒，而为了避免处罚，网约工不得不违反交通规则，

使其生命和健康处于危险境地。

同时，在平台惩戒规则下网约工犯了轻微错误就可能招致平台的严厉处罚。例如某外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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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微笑行动”对网约工未规范上传照片的行为就可处以罚金 300 元至 1000 元不等。新华社

也做过此类调查，发现平台为追求服务质量，会通过催单、扣款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管理，送餐

员对平台最不满的就是各种罚款规定。 [2] 平台以约定“违约金”等方式实现对网约工的财产剥夺

惩戒，任意克扣网约工的工资而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限制，对网约工的经济权益造成严重的

损害。

2. 类解雇惩戒的滥用

一般而言，平台在判定网约工严重违规后，会采取“封号”“解除合作关系”“拒绝进入”

等类似措施，这些措施与劳动关系下的解雇行为在效果上具有相似性， [3] 笔者称之为“类解雇惩

戒”。平台拒绝向网约工提供数据服务，使网约工无法进入平台所掌控的“订单池”。申言之，

在市场呈现集中化的趋势下，被平台拒绝接入则意味着经济机会的丧失，高度依赖平台的网约工

无法再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网约工对平台的数据依附状态以及零工专职化的趋势，都使平台的

类解雇惩戒产生了与劳动关系解除相似的效果。平台实施该惩戒行为完全处于其自主权范围之内，

类解雇惩戒的原因依照平台意志而定，平台以民法上的缔约自由实现了平台用工下的类解雇惩戒

行为的自由；劳动法立法对用人单位解雇权的严格限制在平台用工领域被突破，借助不受限的类

解雇惩戒，平台得以实现对网约工的强力震慑。

二、平台惩戒规则的契约理论范式转变

（一）以古典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平台惩戒规则

平台创造了新的灵活就业形态，弱化了“从属性”，突破了传统劳动法的“从属劳动”概念。 [4]

本来，劳动法下的用人单位劳动规章法律规定已经受到了诟病， 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

的民事法律原则构建的平台惩戒规则直接排除了《劳动合同法》的适用，并将其排除适用条款明

文写入契约中，从而脱离了劳动法规制，实现了规则的任意制定。平台以居间合同、承揽合同等

民事合同形式实现了契约自由化，减少了用工的限制和成本，这成为平台商业模式的一大优势。

古典契约法以抽象的平等主体为假定，强调国家做好“守夜人”的角色而不介入私人生活，

所以合同法规则更多被设定为缺省性规范。在主体平等的假定下，法律强调“法官不得为当事人

缔约”，认为“理性人自由设定的协议应当予以尊重”，对于契约的内容遵守“要约—承诺”的

合意自治逻辑，将具体内容交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而不多加干涉。所以，平台惩戒规则目

前亦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尊重双方的契约自由，对规则制定的程序、规则的具体内容等并无

外部干涉，只要其被用户所允诺认可（这种认可在平台上通常以勾选的形式呈现），平台的惩戒

规则即具备合同上的效力。

（二）古典契约理论的局限性

从契约法发展史的维度上看，近代法上的契约自由已经异化，演变成为一方当事人滥用优势

地位的自由， [5] 对弱势者的权利造成了损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出现了对合同自由

的规制趋势，如雇佣合同普遍从一般合同法中脱离成为劳动合同，修正和限制意思自治的法律原

则相继出现。在契约自由的规制实践以及卡多佐和科宾等社会法学派观点的冲击下，霍姆斯式的

古典契约理论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吉尔莫疾呼 “契约死亡”，内田贵则将吉尔莫“契约死亡”的

含义进一步阐释为“支持古典契约的原理的死亡”， 他认为“促使约因理论崩溃的现象也侵蚀了

以约因理论作为前提的最基本的契约法原理本身，即设定契约义务、规定契约责任范围并且赋予

契约拘束力的允诺理论”。 [6]

 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法》最大的‘失衡’就是对劳动规章制度的放任自流和惩戒权的立法规制缺失。” 参见：问清泓 .共
享经济下劳动规章制度异变及规制 [J]. 社会科学研究 , 2018(3):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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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古典契约理论适用于平台惩戒规则时，平等假设下的双方自由博弈；实际上，“合意”

却异化为平台事实上的单方面意志。可以说，平台惩戒规则的“契约合意”在契约法的“形式平等”

的放纵下死亡了。平台惩戒所出现的“失控”乱象，正是新经济之“合同自由”对劳动者基本权

利肆意侵害的一个缩影。保障劳动者权益是劳动惩戒权立法之根本意义，古典契约理论需要经过

改造或者通过其他方面的法律手段，弥补劳资之间的地位差异，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7] 在平台经

济视野下更是如此。

（三）契约理论的“再生”：关系契约理论

平台惩戒规则中的“合意死亡”与内田贵所言的“契约死亡”有相似的内涵，都表明了古典

契约理论的局限性，而关系契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以关系与合作为分析向

度的关系契约论对于平台惩戒规则的理解与纠偏指明了方向。

在矫正契约自由的时代背景下，麦克尼尔提出了“关系契约理论”：“所谓契约，不过是有

关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8]4“而‘关系’，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通过

社会的或其他相互的连接而发生作用的处境，或通过情景、感情等的关联。”[9] 麦克尼尔将过去

被人们忽略的“关系”概念纳入契约的核心范畴，将之作为契约约束力的来源，这开辟了研究契

约的全新视野。Eisenberg 认为，麦克尼尔成功揭示了古典契约理论的两大缺陷：一是静态的特点，

二是隐含的经验主义假设。 [10] 在这方面，麦克尼尔的贡献不可否认。

尽管建构一部关系契约法的任务被认为没有完成，但是关系契约理论为矫正古典契约理论的

缺陷提供了指引，正如季卫东所言：“契约法的再生仅仅意味着在作为契约的基础的选择中注入

反思理性，使契约行为在自由选择方面排除恣意性，在实践承诺方面排除无力性。” [8]X 关系契约

理论对传统契约理论的改造在于，契约的订立主体从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走向具象的“不完全

理性的社会人”，契约的核心范畴从“合意”走向“关系”，为古典契约法理论的矫正提供了分

析工具。事实上，麦克尼尔（Macneil）后来也将自己的关系契约理论称为“基本契约理论”，原

因是“该理论捕捉到了交换关系的根本方面，其分析对于理解契约具有根本性”。 [11] 关系契约理

论并不必然建立一部普适的“关系契约法”，相反，对普适的、抽象的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批判正

是关系契约理论发展的起点，借此对古典契约法的补充和纠正也是关系契约法发展的路径之一。

如刘承韪所言，关系契约理论提供了处理一般合同法与特殊合同法关系的平衡范式，可以兼顾合

同法的共通原理和特殊类型的合同关系的结合应用。 [12]793 在平台惩戒规则基于古典契约理论的“合

意死亡”的现实背景下，以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对平台惩戒规则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构和矫正具

有合理性。

三、关系契约理论视角下的平台惩戒规则

（一）平台惩戒规则的持续性特征

首先，从关系契约的长期性特征思考，平台惩戒规则具有面向未来的特点。尽管平台用工模

式以按需的任务化劳务为典型特征，但是从平台惩戒规则的条款和精神看，双方都存在着持续性

合作的期待。惩戒规则中会存在“未来变更条款”——正因为持续性契约本身具有不完全性，所

以需要在未来依据现实需要进行更新和调整，这种调整的必要性产生于双方契约关系的持续性。

其次，从平台的用工模式上看，平台的扩张性使其倾向于鼓励网约工与之持续性合作，因而平台

会制定针对多次拒绝指派任务的网约工的惩戒条款，平台用工中的“零工专职化”趋势体现出这

是一种持续性、关系性的而非离散性、偶然性的契约关系。

（二）平台惩戒规则中的关系要素

麦克尼尔认为，每一个契约必然地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关系契约，[8]11 交易必然嵌入于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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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之中，将关系和交易背景结合进行分析，这样所得的研究结果更加完整可靠。平台惩戒规则

嵌入到平台与网约工之间的关系之中，理解平台惩戒规则的“失控”需要关注背后双方的角色、

交易背景、社会关系，反思“合意的死亡”为何发生及其所产生的后果，进而思考法律应当如何

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1. 数据上的依赖关系

在数据要素上，平台惩戒规则体现出网约工对平台的依赖性。尽管有形的生产工具由网约工

自行准备，但是平台用工模式中最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却由平台所牢牢掌握。借助这种数据生产要素，

平台掌握了利益分配的权力，可以借助数据降权、拒绝接入等方式实现对网约工的惩戒。对网约

工而言，数据就代表着出租劳动力的机会，失去平台的订单池意味着失去经济收入来源；而对平

台而言，网约工具有较大的可替代性，“驱逐”行为不会招致太大的损失，而网约工在平台垄断

的背景下选择空间有限。在这一层面上，平台的数据优势使得网约工在契约中处于弱势的、依赖

性的地位。

2. 专用性投资关系

在契约履行上双方都存在交易专用性投资，但当平台成长到一定规模而具备网络效应后，其

专用性投资呈现边际成本递减的趋势，而网约工的专用性投资是不变的，甚至呈现递增的趋势：

网约工需要自行准备生产工具，如购买电动车等。同时，网约工通过积极参加任务来维持等级积分，

避免系统内等级地位的下滑，这种行为所积累的积分由于其与经济利益的绑定性而具备了经济价

值和投资属性。平台通过解除关系的做法，使网约工遭受专用性投资的损失——他们在平台上所

积累的积分以及所购置的工具显然不具备通用性。这种差距使平台在退出契约时更加自由，助长

了平台类解雇惩戒的滥用。

3. 算法管理关系

平台是以算法为基础的。道格林等认为平台的算法是一种“隐形发动机”：平台利用算法协

调和安排工作，降低了在企业之外完成工作的交易成本，借此平台实现了廉价扩张。[13]128 首先，

算法管理使网约工被平台“碎片化”，在空间上从团体分离出来，这弱化了网约工的组织能力。其次，

网约工的身体和劳作都被嵌入到极不稳定的数字互联和算法分配中，这种状况所形成的状态被学

者称作“平台黏性”。[14] 平台通过算法实现对网约工的工作心理引导，使其自动地按照平台的要

求行动，Adams-Prasll 认为这形成了一种“通过助推实施的控制”——人工智能创造选择集或者选

择环境，对网约工的行为发生影响，这种机制替代了传统劳动环境下的“指令”，且控制力不减

反增。 [15] 麦克尼尔认为权力出现持续命令和等级结构，以及相关的持续性依赖，是现代契约关系

的一个支配性特征， [8]32 平台的算法权力实现了动态管理和主体依赖，符合这一特质。

（三）关系要素在契约层面的影响

1. 缔约上的“向心型”模式

在缔约模式上，原子化的网约工与平台形成一种“向心型”缔约模式，即作为“自雇者”的

网约工各自与平台达成契约，网约工内部表现出高度的“原子化”，而契约群的中心是平台。斯

莫尔托研究发现，平台相对于其用户，信息不对称、缔约能力不对等，且具有算法管理不透明、

市场结构反竞争等特点，因此不能认为平台经济中议价能力不平等的风险已降低或消弭。 [16] 正因

为网约工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平台所提供的“数据”和“算法”，平台同时掌握算法和数据两大权力，

并由于网络效应而不断扩张，而网约工在工作形态上又呈现分散化的特征，技能低的、孤立化的

个体网约工对平台缺乏平等的缔约能力，所以惩戒规则的制定权和修改权都被平台所支配，规则

以平台利益为重心，缺乏对网约工基本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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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履约上的“剥夺型”模式

科学管理理论认为科学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平台惩戒作为用工管理

的手段其目的亦然。所以体现在履约上，平台制定了劳动标准，并以算法为基础实现劳动定额标

准的优化。为保证这种标准得到网约工的遵守，平台制定规则对未能符合标准的网约工进行惩戒。

由于网约工无法参与平台惩戒规则的制定，相应的劳动定额标准缺乏控制，故不合理的标准也可

以被执行。同时，为保障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平台力图延长网约工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和工作

期限，为避免被平台降级，网约工的超限工作被“自主化”和“合理化”了。平台借助惩戒规则

挤压网约工的单位劳动产出，但是网约工的生命健康权、休息权等则不属于平台考虑的范畴，因

为平台缺乏外部规制和内部压力去实施这样的限制。

四、对平台惩戒规则的纠偏

（一）纠偏的必要性

麦克尼尔认为基于同意的权力转移应当是有限的，否则选择制度将被摧毁。 [8]52 这是关系契约

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平台以惩戒规则的契约化，实现了惩戒权的合意授权，但是如前文所述，

这种理想化的“合意”流于古典契约论的形式平等假设——古典缔约理论是以双方对等关系为前

提的，正因为双方具备平等的缔约能力，可以自由选择且协商达成合意，这种缔约模式在双方关

系不平等的前提下是很难起作用的，很可能导致权利和利益分配的不正义。面对合同自由的局限性，

关系契约理论不只是基于实质正义原则对契约已有的安排进行调整，还着眼于长期的关系动态变

化，并鼓励缔约当事人的契约团结，从而体现出一种共同体主义的思潮取向，这与我国传统社会

和衷共济的理念相似。从经济角度考察，网约工与平台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劳动力租赁关系，

不可避免地具备部分从属性因素，为保障弱势者的权益不受到剥夺，法律对这些基于部分从属性

关系所产生的契约进行干预和调整，是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二）纠偏的具体路径

1. 合意机制的矫正

关系契约理论并非要否定合意在契约中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合意模式僵化带来的弊端，以及

运用关系性规则进行矫正的必要性。网约工分散、弱势的状况使其缔约行为无法体现出真实意思，

他们甚至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对契约全然不知情。因此有必要对合同合意机制进行调整，国外对此

已经有相应的尝试：

（1）平台对话模式：在纽约市，通过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作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与 Uber 达成的协议，独立司机协会（Independent 
Drivers Guild）赢得了平台上的“议席”，使其成员能够在咨询性对话论坛中与当地 Uber 管理层

进行互动。他们通过工作委员会实现双方意思的沟通，工作委员会由包括司机和 IDG 员工在内的

12 名司机方代表以及纽约 Uber 管理层的 4 名代表共同组成，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问题对话”，

其中司机提出集体选择的特定问题，并与管理层交流意见。 [17]平台受制于社会舆论压力和监管压力，

又将网约工的意见纳入平台的议程中，部分矫正了契约机制存在的缺陷，有利于提高平台与网约

工之间的“相互性”，这正是关系性规则的治理作用的体现。

（2）集体谈判模式：这种模式属于集体劳动权在平台经济领域的扩张。班小辉认为集体劳动

权具有基本人权的属性，向非劳动关系领域扩张具有正当性。 [18] 西班牙巴伦西亚的“户户送”平

台骑手们创立了 RidersXDerechos 平台，这一平台通过公众宣传活动、投诉、诉讼等方式对“户户

送”平台施压，“户户送”平台因此改善了骑手的个人工作条件，不过由于该组织平台的工会性

质在法律上存疑，“户户送”并不承认其工会代表地位。 [13]161-162 这种模式利用平台技术部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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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平台用工模式下网约工原子化引发的集体行动难题，不过由于网约工身份不明，其组织协同存

在反垄断法律上的风险：美国最高法院第九巡回法庭 2018 年就否定了西雅图市一项关于网约工集

体谈判行为豁免适用反垄断法的法案。

（3）平台合作社模式：平台合作社诞生于平台合作主义运动，平台合作社是由网约工、用户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共同享有的、民主治理的平台，它被视为传统的由资本控制的平台的替代选择。

例如，美国丹佛市的网约车驾驶员共同组建了 Green Taxi Cooperative，以缴纳入会费的方式成为

平台的一员，在平台上自主营业。 [19] 网约工通过自行组建工作平台，直接选择了放弃现有的平台，

来摆脱平台的剥削，实现劳动者自治。这是对平台资本最为激进的一种反抗，不过其在何种程度

上能够与现有平台竞争则存在较大的疑问。

上述模式是对合同合意局限性的矫正，表现为对网约工分散意志的一种重新“聚合”，通过

集体组织的方式来弥补其与平台之间的不平等地位。第一种模式体现了共同体主义的思想，通过

对话方式协调双方的利益，有助于减少劳资对抗，但是缺点在于对平台的约束力不足，平台惩戒

规则的制定权基本上仍然保留在平台方；第二种模式属于传统集体劳动权的延伸，通过社会动员

表达意志，对成员的组织能力要求较高，且需要对反垄断法进行修订；第三种模式超越合意，但

是难以挑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可行性较低。因此，笔者认为，就目前平台惩戒规则中合意缺

失的问题，我国可以参照平台对话模式，由地方工会和劳动保障部门主导，建立网约工利益代理

人机制，通过组成较为稳定的委员会集中表达意见，并按期与平台展开对话，就平台惩戒规则问

题及其他问题向平台反馈意见，及时化解矛盾和风险，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督促平台对委员会反映

的问题进行答复。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避免监管过度介入平台的商业运营，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

契约团结和共同体的建设，化解平台的社会风险，且有利于解决网约工碎片化所引发的行动难题，

比较符合我国目前解决平台惩戒规则侵犯网约工权益问题的需要，可以弥补合同缔约规则的缺陷。

2. 平台关系性契约义务的实体化

麦克尼尔认为，契约中的相互性规范的渊源之一是契约团结，相互性规范要求某种公正：在

契约中如果有一方认为对方从交易中持续地获得过多的利益，那么契约团结就不可能存在。[8]44-45

关系契约论是以利他性为基础的，它强调契约团结和权力相互性，这种理念为个体合作、社会团

结和社会规范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12]789在具有支配属性的平台惩戒规则中，为促进有机团结的生成，

有必要将契约公正的理念实体化，使其成为平台对于网约工承担相应的关系性契约义务，促进平

台的利他主义合作，这是平台惩戒规则关系契约性质的应有之义。

（1）遵守公序良俗义务

曹燕在《合意在劳动法中的命运》中提出了劳动关系的善良风俗论，她认为雇佣劳动关系

“非正义”秩序导致善良风俗需要制度性的建构与矫正。  [20] 这是基于劳资非对等关系的状况

而对双方的契约进行调整，使社会建构相应的矫正机制，使强势方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即便

在非对等关系下，平台的自利倾向也不得使其惩戒规则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这种公序良俗具

体而言，要求平台惩戒规则的执行不得侵犯网约工的基本社会和经济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

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规定了工作权的基本内容，第 7 条则将工作权的含义进一步扩大为“体

面工作的权利”，具体包括：公正的报酬权；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平等升职的权利；休息权。

这些权利在我国《宪法》上亦可以寻找到相应的法律渊源，因其权利的基本性已经成为社会公共

秩序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平台不得借助财产惩戒变相侵犯网约工公正的报酬权利，不得借助惩

戒规则对网约工施加超过正常水准的劳动定额标准，并且不得诱导网约工以不安全的方式完成其

工作，这是基于网约工工作的人身性质，以及平台惩戒规则的支配属性所施加的要求。

 参见：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SA v. City of Seattle. Case Numbers: 890F. 3d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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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得滥用权力

平台惩戒规则的执行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对于平台惩戒权的行使，可引入行政法领域之抽象

行政行为审查原则进行判断和控制。而事实上在劳动法领域，比例原则，特别是必要性原则的应

用已有不少先例，故应以“正当目的原则”检验平台制定惩戒规则的基础来限制平台控制的过度

扩张，以“比例原则”对平台过度惩罚进行矫正，并结合英国已经演进成熟的合理性原则之内涵、

比例原则之三要件，借助相关法律条文与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21] 具体而言：平台采取类解雇惩戒的，

应当基于与主给付义务履行有关联的重大事由，网约工的言论、私生活等一般不宜被纳入惩戒事

由之中，且须以网约工对此存在过错为限；平台实施财产惩戒的，须具有正当的事由——如网约

工严重违反平台规则造成平台损失的，且以必要程度为限。

（3）诚信义务

“诚信原则”被称作民事法的帝王条款，它授予裁判官自由裁量权去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进

行协调，这一社会道德原则被纳入合同法体现了契约法社会化的一种趋势。在平台惩戒规则中，

诚信原则对平台提出了要求：

第一，平台有保护程序公正的义务。平台的惩戒规则应当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要求，其算法

机制不得“重惩罚而轻抗辩”，应当建立完善的抗辩机制，提高网约工抗辩渠道的便利性，给予

其足够的提出抗辩期限，并在期限内不得实施惩戒、不得对网约工的惩戒抗辩设置人为障碍。

第二，平台有保证程序公开的义务。诚实信用天然地要求一种透明性，故《合同法》第 60 条

第 2 款（《民法典》第 5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当事人的通知、协助义务。具体而言，平台惩戒规

则应当具有统一的载体，不得以零碎化的规则影响网约工的知情权；平台惩戒规则应当履行足够

的公开程序，主动向网约工告知，对加重其义务的规则应当向网约工承担明确说明义务。

3. 关系性契约义务的实体化模式

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中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提供普遍的稳定；为合作的完成提供

条件；相互依赖关系的后盾；对社会中最重要的惯例和习俗的指示。他认为最后一点对于社会有

机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 [8]85-86 法律的引导、助推作用能够对契约的达成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意

思自治，当事人的意志、情感、价值观以及外在环境也影响着契约的履行效果及其变化。[22] 对平

台惩戒规则的治理，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构建。

但是，鉴于平台用工模式的创新性和发展性，为平台立法带来较大的困难和潜在的负面影响，

建议以灵活的“软法”率先对平台惩戒进行规制。首先，“软法”具有宣示作用，向社会表明国

家的意志；其次，“软法”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更新和补充，这符合关系

契约的弹性需求；最后，“软法”的实践为“硬法”开辟道路，具有立法上的探索作用，可以尽

量避免立法能力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就前文所提出的关系契约义务规则，笔者建议以党

和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为载体率先推出，确立政策的指导性思想，规定相应的实施原则以及措施，

对平台提出具体而又留有自治余地的要求，并以激励机制和不具有法律责任约束力的柔性惩戒为

辅助，以助推型规制推动平台惩戒规则的良善治理。

五、结语

纵观历史，劳动法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其发展史也是一部劳工抗争史，是在劳资双方的博

弈以及体制关切的动态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就平台惩戒问题而言，承认平台与网约工的结构性不

平等状况，摆脱全有全无的劳动关系进路，对平台以公共政策方式进行引导、干预，促进网约工

的整合，给予其合理权益保障，调整权力平衡，推动双方形成团结共同体，有助于发挥平台经济

对我国就业及经济转型的正面促进作用，并为未来平台用工立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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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oss Control and Correction of Employment Disciplinary Rules 
on Digital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CHEN Lin
( School of Economic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

Abstract: The digital platform has created a new type of fl exible employment model,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labor legal system. As a result, the online workers who make a living under the platform have lost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Platform 

discipline rules, as a documented manifestation of Digital Taylorism, are an important tool for platforms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control the labor 

of gig workers. However, this kind of rule eliminat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gig workers in the formal equality of civil contracts, and the resulting 

issues of oppression 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There exist limitations in constructing platform punishment rules based on classical contract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contract theory should be employed to deconstruct and correct current platform punishment rules, 

promote consensual correction, and to implement soft law to promote platforms to assume due obligations.

Key words: platform disciplinary rules; gig workers;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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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排斥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情绪智力

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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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场排斥不利于高校毕业生的角色适应和绩效提升。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职场排斥现

阶段研究较少的同事角度入手，探讨同事排斥、情绪智力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

事排斥负向影响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关系绩效）；（2）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关系绩效）；（3）

情绪智力负向调节同事排斥与任务绩效的关系，即情绪智力会弱化同事排斥对新入职员工任务绩效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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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提升组织员工工作绩效，一直是组织管理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更是企业管理中的

一个重要现实问题。然而，职场排斥作为一种隐蔽的职场破坏性行为，在无形中影响着员工及组

织的绩效。[1] 所谓职场排斥指的是“个体在工作场所中主观感知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 如忽略、

排挤和拒绝” [2]1349。它影响员工人际关系，使得员工工作投入降低 [2]1360，工作奉献减少 [3]23，工作

绩效降低 [4]。

目前有关职场排斥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维度。然而在实际工作场所中，员工感知到的职场排

斥可能来自领导，也可能来自同事。较少研究者考虑到不同排斥源对员工心态 和行为的影响可能

有所差异。[5-6] Hofstede 认为，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社会存在着更大的权力距离。[7] 在中国的组

织情境中，员工与领导之间的尊卑和地位等级划分更加明显。这意味 着组织中上下级与同事关系

互动方式有所不同：上下级之间权力距离大，关系不对等，员工对领导多表现出顺从、追随；而

作为横向关系的同事之间由于差距较小，互动更为平等、开放。越来越多的研究 [8] 证实同事作为

工作场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当员工在寻求帮助或者与工作

相关的信息时，同事和领导都可以提供有意义的线索，然而员工与横向关系的同事接触更直接且

频繁，所以同事成为其信息线索的持续来源。同时，同事可以成为员工处理信息和在工作中学习

［职工队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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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9]289 另一方面，随着组织结构越来越扁平化，工作任务相互依赖性更强，员工更需要来自

横向关系的同事的信息、资源和支持来满足工作要求，提高其任务执行的效能。[10]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将职场排斥聚焦于同事维度，探讨同事排斥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人员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面临着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角色转变。能

否很好地适应新环境并促进职业社会化 , 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 , 还会影响组织的绩效。[11] 新

入职毕业生初入职场，最先与之互动的往往是主管。但由于垂直关系中领导权力距离和时间限制，

领导无法将资源平均分配给所有员工，因此仅有少部分与领导有高质量交换关系的“圈内”员工

才能获得更多资源或机会，而“圈外”员工与领导只能保持职责内工作交换关系，与领导发展关

系的机会甚少。[12] 相比较而言，新员工与处于横向关系的同事日常互动、工作交流更为频繁。随

着互动、交流的增加，同事关系便建立起来。[13] 但是这种关系只是一种介于陌生人和家人之间的

熟人关系，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害关系。[14] 以下因素可能令同事对还在发

展职场关系的新员工更容易产生排斥行为：第一，新员工刚进入组织，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圈，是

备受关注的可能会遭受排斥的“圈外人”，如果加入某个相似程度高的同事圈，又可能会受到来

自圈外的同事的排斥。第二，新员工与同事之间除了合作，还存在竞争关系。在社会比较视角下，

老员工可能会认为领导给予新员工更多的关怀和资源，怀疑分配结果的公平性，继而产生对职业

发展机会的担忧和对新员工的妒忌，[15] 导致同事在内心深处将新员工视为竞争对手而加以排斥。

第三，新入职毕业生作为新生代员工，其中部分人需求清晰而能力与岗位不匹配，但又自以为是、“眼

高手低”。[16]452 在任务相互依赖的工作中，新员工“眼高手低”、特立独行易造成同事工作负担

增加，引起同事排斥该员工。此外，少数新员工刻意讨好的逢迎行为，会引发同事反感和排斥。[17]

鉴于此，本研究将新入职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开同事排斥影响其工作绩效的“黑箱”。

此外，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员工的心理、行为和工作绩效会被个人情绪所影响。[18-19] 新员

工若感知到同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排斥行为，将唤醒其消极情感，产生情绪反应。而不同特质的

员工在面对职场排斥时，情绪及行为反应存在差异。[20] 个体的情绪智力是一种与情绪情感相关的

能力和个性特质，它指个体能够知觉、评估、识别和理解人们包括自己在内的情绪状态，并通过

这些状态信息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动的能力。[21]225 个体间情绪智力存在差异，有研究显示

个体情绪智力越高，其采取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越积极。[22] 基于此，本研究把情绪智力这一个体

特质纳入研究框架中，探讨其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及在同事排斥与工作绩效间的

调节效应。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同事排斥与工作绩效

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职场排斥不仅包括人际忽视、蓄意抵触，还表现为资源隔绝、价值诋毁

等情况。[23] Borman 和 Motowidlo 认为工作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两个方面。[24] 其中，任务

绩效界定为在个体工作职责范围内、与量化的工作成果有直接关系的这部分行为；而关系绩效指

员工愿意承担本不属于自己工作任务的事务，如主动加班工作、协助他人完成工 作等自愿的积极

行为。这部分绩效并没有在工作职责范围内明确列出，但是这些行为为员工的心理环境和组织环

境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有助于组织达成目标。

Hackman 认为同事可以改变员工的学习模式和对工作、组织的态度及行为。[9]290 基于这一观点，

本研究推断来自同事的排斥会影响新入职毕业生的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首先，在一个组织内部，

工作任务的执行往往需要同事的配合和支持，新员工若遭受到同事的排斥，即同事在工作中出现

诸如故意向对方隐瞒工作信息、不愿提供资源支持或漠视对方工作需求等行为，不仅将使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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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低水平的交换关系，而且由于无法及时获得有效的信息和资源支持，还需要被迫进行耗时

的信息和资源搜索。显然，这不利于新员工高效率地完成工作目标。[25]

其次，随着新入职员工感知到的同事排斥的增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26]，被排斥员工宝贵的

心理资源将被损耗，这会给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引起消极的情感反应。[27] 进一步地，被排斥

员工因此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同事关系，且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以缓解同事的排斥所带来

的压力。如此，留给处理核心工作任务上的心理资源自然就会变少，这将导致被排斥员工的任务

绩效下降。而在职责内的工作都无法完成的情况下，个体更难以产生主动加班、协助他人完成工

作等自愿的积极行为。

最后，同事之间关系越融洽，越容易产生支持同事工作的行为。相反，新员工若感知到同事

对其存在排斥行为，感受到自己不被他人接纳，这将影响新员工对组织、团队的心理归属感。[28] 

基于互惠原则，被排斥员工由于归属感的缺失，不想回报组织，不愿配合同事工作，工作投入降低。[29]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同事排斥负向影响工作绩效。

H1a：同事排斥负向影响任务绩效。

H1b：同事排斥负向影响关系绩效。

（二）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

情绪智力是个体感受和表现情绪、促进情绪思维、理解和分析情绪，以及调节个人和他人情

绪的能力。[21]224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情绪智力作为一种个体特质资源 [30]，个体可以通过调节某些

情绪资源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加强或促进工作中资源的获取，使自己更加有效地投入到工作中，

以保持良好的工作绩效。[31] 具体来说，相对于情绪智力低者，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具有更强的情绪

认知能力 , 使得个体能从他人言行中感知到情绪信息并分析其情绪，给予他人情感需求帮助，如某

人在工作中失意出现消沉情绪状态时，他们能及时给予鼓励和安慰；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具有更好

的合作能力，[32] 在团队合作中，他们能够调动自身积极状态认真完成任务，并在工作中分享资源、

共享信息，促进团队工作中资源和信息的交换。这些特质使得员工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与认可，

反过来又增强了员工在工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其完成工作绩效。而情绪智力低的个体在

工作中可能一意孤行，对他人情绪变化感知不到或漠不关心，与他人没有太多交流，不利于资源

获取，这将影响绩效目标的实现。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工作绩效。

H2a：情绪智力正向影响任务绩效。

H2b：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关系绩效。

（三）情绪智力的调 节作用

作为职场负性事件，同事排斥破坏了员工与同事间的正常交往 , 不仅给被排斥员工带来巨大的

心理压力，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员工的绩效表现。本研究认为，情绪智力作为个体“驾驭自己和他

人的情感情绪 , 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 , 并能使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21]225，能调

节同事排斥与工作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首先，情绪智力可以影响个体根据外界情况调节自身压

力的能力。高情绪智力的个体善于转化对压力源的认知角度，缓解感知到的压力，从而减少情绪

资源消耗，[33]67 或者通过情绪调整策略弱化某些负面情绪，强化某些积极情绪，[34] 以此来改变自

身的情绪状态，以保证工作稳定。而低情绪智力的个体在调节情绪、对抗压力方面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对绩效的影响较大。

其次，与高情绪智力的个体相比，低情绪智力的个体在面对同事的排挤、忽视或拒绝时具有

更高水平的负面情感，在工作场所中更容易自我孤立、不信任且不与身边同事合作，更不愿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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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做出对同事、组织有利的行为，而这种自我切断来自同事的信息、资源的行为也影响了其任

务目标的达成。与此相反，情绪智力高的个体不会自我封闭，他们具有更强的压力承受能力，更

善于调节自我情绪并且通过自我激励来积极应对压力事件。[35] 在面对同事的排斥时，他们更容易

从外界获得资源，比如寻求领导或朋友的帮助，通过沟通或其他途径了解遭受同事排斥的真实原因，

思考如何改变同事对自己的排挤、忽视等负面情况或改变同事对自己的片面认知，自发地做出职

责以外积极的行为等。[36-37] 在这种情况下，同事排斥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将被减弱。据此，

提出以下假设：

H3a: 情绪智力在同事排斥与员工任务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员工的情绪智力

越高，同事排斥对其任务绩效的负向影响关系就越弱。

H3b: 情绪智力在同事排斥与员工关系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员工的情绪智力

越高，同事排斥对其关系绩效的负向影响关系就越弱。

三、研究设计

（一）调查过程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以工作时间不满两年的新入职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研究法对同一研究对象

进行问卷追踪调查。通过线上发放问卷，第一次调查共回收 48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收到

有效问卷 435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0.6%。第二次调查对有效的同一批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剔

除信息数据匹配有误、作答时间过短、选项答案单一的无效问卷后，收到有效问卷 305 份，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 70.1%。在参与两次问卷调查的新入职毕业生员工样本中，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 47.9%、

52.1%；样本年龄主要集中在“21—23 岁”（占比 64.6%），“24—26 岁”次之（占比 31.1%）；样

本文化程度为专科、本科、硕士的人数分别占比 24.9%、74.4% 和 0.7%；在工作年限方面，第二次

调查时（3 个月后）低于两年的调查对象占比 85.6%，超过两年的调查对象占比 14.4%。

（二）测量工具

1. 同事排斥量表。借鉴蒋奖等区分了不同排斥源（领导和同事）的职场排斥量表，[38] 本研究

选用了其中的同事排斥维度。相比于 Ferris 等开发的量表的题项（如“在闲暇时间，大家没叫上我，

也不问你需不需要帮你带些东西”），本量表的相关陈述（如“聚餐、K 歌、吃午饭时在一起”）

更为具体且更符合我国的组织情境。本研究中，量表的 Cranach's α 系数为 0.928。
2. 情绪智力量表。情绪智力量表选用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开发的自陈式 WLEIS 量表，[39] 该量表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anach's α 系数为 0.907，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3. 工作绩效量表。工作绩效量表选用刘庆洲等在 Campbell 编制的量表基础上所修订的中文版

量表，[40] 包含两个维度：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其中任务绩效 6 个题项 , 关系绩效 5 个题项，量

表信度良好。本研究中，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 Cran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6 和 0.792。
（三） 控制变量

将员工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对测量工具及调查过程进行了控制：（1）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填

写问卷，基本信息部分涉及隐私信息采用区间范围作选项，避免调查对象产生抵触心理；（2）隐

匿研究变量标题，以减少调查对象的顾虑；（3）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分开，分两个时点（相



肖林生，林家娴： 同事排斥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 71 ·

隔 3 个月）收集数据，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

对四个变量的题项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数据显示第一个公因子解释力为 27.734%，未占

到总变异的 40%，说明在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 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数据显示，同事排斥与

任务绩效、关系绩效显著负相关（r=-0.289，p ＜ 0.01； r=-0.188， p ＜ 0.01）；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

关系绩效显著正相关（r=0.619，p ＜ 0.01；r=0.474，p ＜ 0.01），假设 H1、H2 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表 1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文化程度 1.76 0.444 1

2. 工作年限 2.35 0.962 -0.346** 1

3. 同事排斥 1.81 0.591 0.023 -0.056 1

4. 情绪智力 5.28 0.690 -0.046 0.151** -0.133* 1

5. 任务绩效 3.93 0.489 -0.080 0.188** -0.289** 0.619** 1

6. 关系绩效 3.87 0.508 -0.168** 0.199** -0.188** 0.474** 0.595** 1

注：*p ＜ 0.05，**p ＜ 0.01。

（三）假设检验

采用分层回归法对假设进行验证。如表 2，在控制了文化程度和工作年限之后，同事排斥对任

务绩效（β=-0.280，p ＜ 0.001，M2）和关系绩效（β=-0.184，p ＜ 0.01，M7）均具有负向作用，

因此假设 H1a、H1b 得到支持。另外，情绪智力对任务绩效（β=0.605，p ＜ 0.001，M3）和关系

绩效（β=0.456，p ＜ 0.001，M8）均具有正向作用，假设 H2a、H2b 得以验证。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任务绩效 关系绩效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控制变量

  文化程度 -0.017 -0.015 -0.021 -0.017 -0.030 -0.112 -0.102 -0.116* -0.115* -0.123*

  工作年限 0.182** 0.167* 0.089 0.182** 0.080 0.160** 0.164* 0.090 0.086 0.084

自变量

  同事排斥 -0.280*** -0.207*** -0.218*** -0.184** -0.122* -0.130*

调节变量

  情绪智力 0.605*** 0.578*** 0.580*** 0.456*** 0.440*** 0.442***

交互项

  同事排斥×情绪智力 0.099* 0.074

    R2 0.036 0.115 0.393 0.435 0.436 0.051 0.082 0.253 0.268 0.273

△R2 0.078*** 0.357*** 0.400*** 0.010* 0.031** 0.203*** 0.217 0.005

  F 5.572* 12.848*** 64. 979*** 57.799*** 47.911*** 8.051** 8.938*** 34.064*** 27.463*** 22.491***

△F 26.461*** 177.288*** 106.145*** 5.156** 10.220** 81.782*** 44.552*** 2.17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调节效应检验。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同事排斥、情绪智力、同事排斥与情绪智力中心化后

的交互项。结果发现，任务绩效对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著（β=0.099， p ＜ 0.05，M5），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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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a 得到证实。而关系绩效对交互项的回归结

果不显著（β=0.074，n.s.，M10），假设 H3b
不成立。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情绪智力对同事排斥与

任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了调节

效应图（如图 1 所示）。分析结果显示：对情

绪智力低的个体而言，同事排斥对其任务绩效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88，SE=0.055，t=-
3.538，p ＜ 0.001）；对情绪智力高的个体而言，

同事排斥对任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076，
SE=0.093，t=-0.816，p=0.410）。假设 H3a 再

次得到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职场排斥现阶段研究较少的同事角度入手，采用两阶段的匹

配数据，以情绪智力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同事排斥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同事排斥对新入职毕业生的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此前的研究结论类

似。[3]23[33]71 所不同的是，本研究以新入职毕业生作为探讨对象，并证实了同事排斥对其工作绩效

的负向作用。

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新入职毕业生的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情绪智力

作为一种特质资源，个体可以通过激活某些情绪资源来管理自己的情绪，进而加强或促进工作中

资源的获取，使自己更加有效地投入到工作中。对于高情绪智力的员工而言，他们更善于通过情

绪调节和自我管控高效地完成职责内的工作任务，也更善于察觉他人情绪并帮助他人，建立彼此

间的协作关系，因而表现出较高的关系绩效。

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在同事排斥与任务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新员工的情绪智力越高，

同事排斥对其任务绩效的影响越弱。该结果证实了高情绪智力者在面对职场排斥这一阻碍性压力

源时，更能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激励等方式以缓解压力，保证其职责内的任务绩效；相反，低情

绪智力者在面对同事排斥时，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并受之影响，其工作任务也无法正常完成。

研究还发现，情绪智力对同事排斥与关系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与本研

究研究对象的特点有关。作为 90 后新生代员工，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更强，

无偿或主 动帮助他人的意识比较淡薄；这一代人的个性也更加突出，他们更自主和独立，喜欢按

自己的意愿行事。[16]451 此外，不同于以往的熟人社会，目前开放的社会、职业分化和生活商品化

也使得个体不需要和他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就可以维持正常生活。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保持人际交往的安全距离，同时也不妨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的感知。[41]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研究对象以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新员工为主，代表性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调查区域，选择各地高校毕业生新员工作为研究对象。（2）本研究仅探

究了同事这一排斥源及其影响，未能将领导排斥也纳入研究框架中。虽然对同事在工作中的地位

和作用，以及对新入职员工而言更容易遭遇同事排斥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同样值得注意

的是，领导作为新入职毕业生的职场领路人，其一言一行（包括排斥行为）对新员工的影响也不

图 1 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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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视。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考虑分析和比较不同的排斥源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3）
本研究未对同事排斥与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分析同

事排斥（及领导排斥）影响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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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worker Ostracism on the Job Performance of Newly 
Recruited Gradu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XIAO Linsheng 1 , LIN Jiaxian 2

( 1.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Zhuhai, Guangdong 519088;
2. Shenzhen Nanmu Industrial 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

Abstract: Workplace ostracism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ole adaptation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agues less researched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workplace ostracis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worker ostracism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the job performance of new graduat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1) while 

coworker ostracism negatively affects the task performance and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of new graduates, 2)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ositively 

affects their task performance and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and 3)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worker 

ostracism and their task performance, i.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aken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oworker ostracism on the task performance of 

recruits.

Key words: resource protection theory; coworker ostracis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ob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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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不仅对提高组织绩效至关重要，更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从

依恋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视角，构建并验证了真实型领导影响员工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模型，具体包括：自我

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

作用，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研究发现：真实型领

导正向影响员工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自

我效能感分别与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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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工幸福感既是了解企业内部管理情况的“晴雨表”，也是企业高效率与高绩效的重要源泉。[1]

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不仅对提高组织绩效至关重要，更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 在移动

互联时代，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如何提高员工的幸福感，营造更为健康的工作环境，

确保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商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关键问题。[3]

员工的幸福感不仅受到物理工作环境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心理工作环境的影响。管理风格是

21 世纪工作场所中影响员工幸福感和职业健康的四种社会心理环境之一。[4] 管理者是主要的角色

参与者，他们显著影响员工的工作需求、工作控制及社会支持，进而对员工的生活产生重要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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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或者消极影响。[5] 真实型领导是结合领导理论、积极心理学、积极组织行为学和道德伦理学提

出来的新型领导风格，强调领导者正直、诚信、可靠的品质，对提高员工的创造力，减少偏离行

为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6] 鉴于中国文化背景下鲜有研究探讨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的

现状，本研究首先以依恋理论为视角，探讨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工作和家庭真

实性是 Wayne 等结合真实性理论、工作家庭问题和人与环境匹配理论提出的新构念，[7]1-20 其研究

发现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对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并指出真实型领导可能对员工的工

作和家庭真实性产生积极影响，呼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

是试图验证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以往的研究发现，

真实型领导会提高员工的自我概念和自尊，而自我效能感属于自我概念的范畴，本研究推测，真

实型领导对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有积极影响，并可能会通过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而提高其幸福感。

因此，检验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是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最后，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检验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真实性，以及自我效

能感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机制，以期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及员工的心理健康实践提供参考。

二、理论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

真实性这一概念首先由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指要做真实的自己。20 世纪中期，真实性的概念

吸引了人本主义哲学家罗杰斯和马斯洛等的注意，罗杰斯将真实性看作是个体能够发展成为功能

完全的人的关键因素，马斯洛将真实性看成是自我实现的标志。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

兴起，真实性的概念被学者们所关注。[8] Ilies 等研究发现，真实性不仅对维持领导者的幸福感起

重要作用，对下属的幸福感及自我概念的提升也有积极影响。[9]373-394 真实型领导是伴随着对真实

性的研究而提出的领导风格，很多学者一致认为真实型领导是魅力型、变革型及伦理型等积极领

导取向的根源概念。[10]773-783 Walumbwa 等将真实型领导界定为：“领导者通过整合积极的心理能

力和营造积极的道德氛围，培养自己和下属更强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能力，并最终促进领导

者本身与下属的积极自我发展的过程。”[11]89-126 真实型领导者能够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他们自信、真诚、可靠、值得信赖，并且积极凝聚下属的力量，拓宽下属的思维，创造积极和有

吸引力的组织氛围。[10]773-783 根据依恋理论，真实型领导过程影响领导者和下属员工的自我意识和

积极行为，不断激励领导者和员工的积极成长与自我发展，下属对领导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使得他

们对真实型领导产生安全依恋，这种依恋关系不仅影响领导者的幸福感，对下属的幸福感与自我

概念水平也有积极影响。[9]313-394 Luthans 和 Avolio 指出，真实型领导者对自己是真实的，他们自信、

对未来充满希望、有韧性、道德感强，并且积极培养员工成为领导者，鼓励员工进行自我决定与

心理参与，对员工的公民行为、绩效及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12]241-258 Gardner 等研究发现，真实型

领导通过提高员工的内部调节能力提高其幸福感、工作参与和绩效水平。[13] Leroy 等研究发现，真

实型领导能够造就真实的追随者。[14] 还有学者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真实

性可算是员工的资源，资源缺失会导致员工产生工作压力与健康问题，而领导的真实性能够提高

员工的真实性，从而降低工作压力。[15] Neff 和 Harter 研究发现，那些感到自己不真实的员工具有

较低的自尊心和较强的抑郁倾向。[16] Lopez 和 Rice 研究发现，真实型领导能够提高员工满意度，

并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人们感觉自己在不同角色之间的变化程度与他们的幸福感高低

有关，角色变化越少，幸福感越高，而真实型领导的优秀品质能够给员工带来安全感，减少不确

定性，降低员工的角色转变频率，从而提高幸福感。[17] 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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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真实型领导不仅关注自己积极心理能力的提升，也关心下属积极心理能力的构建，他们不仅

能够在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等积极心理资本方面为员工树立榜样，更能够致力于激励员工在学

习及效仿他们的过程中成为真正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个体，真实型领导对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有很大帮助。[12]241-258 Avolio 和 Gardner 指出，真实型领导过程对真实型领导者及下属的自主性、

控制力、胜任力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可以激励并促进他们积极的发展与自我成长。[18] 郭风满研究

发现，真实型领导可以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与团队自省，进而促进团队内的知识分享与谏言行

为。[19] 由此可见，真实型领导对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影响已获得初步证实。而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

自我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Bandura 指出，自我效能感比较高的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要对自己的

命运负责，意识到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自信心和自尊心强并富有心理韧性，能够顺

利达成高绩效。[20]191-215 Markman 等指出，高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个体获得掌控感，从而增强面对工

作生活中压力的力量，以很好地应对工作生活中即将到来的挑战，因此自我效能感贯穿个体的整

个专业决策过程，是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关键驱动力。[21] 相关研究也发现高自我效能感对幸福感有

积极影响，[22] 而低自我效能感则会产生较高水平的焦虑、抑郁和低幸福感。[23] Cakar 研究发现，

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时比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有更高的控制和应对能力，

高自我效能感能够提高个体的工作幸福感。[24] 以往的研究也证实，通常自我效能感是就业状况、

社会融合、身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等的最佳单一预测因子。[25] 高自我效能感带来高效率的工作投

入与高质量的生活满意度，能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26] 由此推测，真实型领导可以

通过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而提高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真实型领导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3：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包括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两个方面：工作真实性指个体投入到工作中

的时间、精力和关注与自己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家庭真实性指个体投入到家庭中的时间、精

力和关注与自己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7]1-20 Deci 和 Ryan 指出，领导风格作为典型的情境因素，

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员工满足自主性、胜任力及某些关系需求。[27]226-268 Wang 和 Walumbwa 指出，

领导风格是工作场所中引发员工感知及工作参与度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众多领导风格类型

中，真实型领导强调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深层价值观和信念保持一致，鼓励员工提出不同的观点，

通过与下属建立合作性的伙伴关系以赢得下属的尊重及信任，以一种被员工认为真实的方式开展

领导工作。[28] 真实型领导对自己和下属都是真实的，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乐观、自信，能得到

下属的高度信任。在这种领导风格的引导下，真实型领导的真实、自信、积极的表现已经积淀成

一种企业文化氛围。Hannah 等研究发现，领导的真实性会引发员工的真实性，如在军事行动小组

中，团队领导真实性与团队真实性、团队工作行为及团队生产率显著相关。[29]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

下的涓滴效应可以解释领导认知或者领导行为逐层传递的过程，即就下属而言，其认知或者行为

可能受到直接领导的影响。[30] 真实型领导通过榜样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观察者的认知与行为，

因此，员工通常会模仿真实型领导的行为方式。Dirik 和 Intepeler Seren 研究发现，真实型领导对

员工安全工作氛围感知有积极影响。[31] 真实型领导能够让员工有足够的安全感做自己认为值得的

事情，员工将对工作和家庭投入的时间、精力及关注程度与自己的价值观一致看作是独立人格的

体现，这同样会受到真实型领导的认可，因为领导也在“做自己”。此外，真实型领导不仅重视

组织绩效发展，更关注团队氛围及下属的心理健康，尊重员工内心的真实想法，鼓励下属表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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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自己，提高工作满意度，激发员工更多的创新行为与公民行为。从情绪感染的角度，真实型

领导往往高度自信、积极乐观，经常把自己的积极情绪和价值观传递给下属。因此，其领导的员

工更可能有相似的价值观，工作上会更加真实。[32] 并且，员工从领导者身上感受到的积极情绪与

真实感会溢出到家庭中，增强个体在家庭中的主观感受，使其在家庭中也表现得更好。因此，真

实型领导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那么真实型领导是如何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

和家庭真实性而影响员工幸福感的提高的？人与环境优化匹配模型指出，个体倾向于寻求能最大

程度地发挥自己特长的环境，当个体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精力及关注程度与自己的价值观一致

时，他们就能花费更少的资源，而更加容易地参与到角色中。反之，如果投入到特定角色中的时间、

精力与关注程度与自己的价值观不一致，个体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适应角色，从而可能

导致资源的浪费。Edwards 等指出，优化感知能产生积极的角色结果，而不匹配感知会产生消极的

角色结果，[33]个体真实地参与到工作与家庭角色中能产生积极的态度与行为。Robinson等研究发现，

真实性能极大提高个体的幸福感与身心健康。[34] 因此，如果个体对工作和家庭所投入的时间、精

力及关注度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匹配，即体验到较高的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他们就能在角色

参与中产生较高的幸福感。Emmerich 和 Rigotti 指出，真实的行为来自真实的自我，如果员工的行

为是自愿性的，并且感觉这对自己非常有意义，那么他们的行为动机就会增强，幸福感也会提高。[35] 

Deci 和 Ryan 指出，如果个体投入到工作与家庭中的时间、精力与自己的价值观高度一致，他们应

该会更高效地参与到角色中，更容易产生心流体验，从而提高健康水平与幸福感。[27]226-268 如“幸

福的工作狂”就恰恰说明个体对角色的投入与自己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重要性，虽然工作负荷较重，

但他们仍能从工作中体验到成就感和幸福感，所谓累并幸福着。Fleeson 和 Wilt 指出，做真实的自己

对健康是有利的，而脱离真实的自己非常不利于人际关系的维护及身心健康，更不会产生幸福感。[36] 

Thomaes 等研究认为，真实性是驱使个体做出积极行为强有力的动机因素，对幸福感的提升有重要

影响。[37]Wayne 等研究发现，工作真实性与家庭真实性能够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7]1-20 结合以上

分析，研究推测工作和家庭真实性是真实型领导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中介因素，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真实型领导对工作真实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5：真实型领导对家庭真实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6：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假设 7：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四）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

经以上逻辑推理可知，真实型领导既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幸福感，也可以通

过提高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真实性提高幸福感。那么，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

导与幸福感之间是什么关系？研究初步推断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均有正向影响。Wayne
等指出，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分析，自我概念中的自我效能感能够提高个体的自主性与工作胜

任力，而自主性和胜任力恰恰对提高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真实性有重要的影响。[7]1-20 Bandura 指出，

自我效能感是人类动机产生、绩效完成及幸福感提升的基础。[20]191-215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自我效

能感比较高的个体更可能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为了使自己更幸福倾向于让自己对工作和家

庭的付出与自己的价值观一致，在工作和家庭中表现得真实也是高自我效能感的重要体现。叶素

怡等在研究中指出，能够毫无障碍地展现最为真切的自己是真实性的重要内容。[38] 自我效能感高

的员工会表现出更强的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自我效能感越高，越能够自信地做自己，越能

够在工作和家庭中展现真实的自我，因为能力、自信是自我决定的前提，越自信的人也越容易做

自己。通过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可能存在“真实型领导→自我效能感→工作 / 家庭真实性→员工幸

福感”这样的一个链条（见图 1），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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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8：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

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显著。

假设 9：自我效能感与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

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显著。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广州、菏泽、济南、泰安等

地的近 15 家企事业单位。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研究通过三个阶段收集数据。

时间点 1（2019 年 8 月）调研的变量是真实型领导和自我效能感；时间点 2（2019 年 10 月）调

研的变量为员工幸福感和工作真实性；时间点 3（2019 年 12 月）调研的变量为家庭真实性。在

这三个阶段共发放 420 份问卷，通过筛选，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76.2%。在

有效样本中女性占 75.4%，男性占 24.6%；47.5% 的工作年限在 1 年以下，24.2% 的工作年限为 1—
2 年，15.6% 的工作年限为 3—5 年，3.3% 的工作年限为 6—10 年，9.4% 的工作年限在 10 年以

上；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占 58.6%，26—30 岁的占 17.6%，31—35 岁的占 10.7%，36—40 岁的

占 10.6%，41 岁及以上的占 2.5%。

（二）变量测量

工作真实性：采用 Wayne 等编制的工作真实性问卷，包含 4 个题项，[7]1-20 如“我投入到工作

上的精力与我的价值观相符合”（1= 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工作真实性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32，CFA 载荷系数都达到 0.7 以上，总方差解释率为 66.568%。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工作真实性单因素模型的 χ2 值为 10.522，df 为 7，χ2/df 为 1.503，CFI=0.952，
IFI=0.973，NFI=0.922，TLI=0.938，RMSEA=0.066。因此，工作真实性的测量指标都达到了要求，

该问卷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家庭真实性：采用 Wayne 等编制的家庭真实性问卷，包含 6 个题项，[7]1-20 如“我奉献给家庭

的精力与我的价值观相符合”（1= 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家庭真实性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71，CFA 载荷系数都达到 0.7 以上，总方差解释率为 61.138%。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家庭真实性单因素模型的 χ2 值为 17.841，df 为 9，χ2/df 为 1.982，CFI=0.975，
IFI=0.975，NFI=0.960，TLI=0.965，RMSEA=0.072。因此，家庭真实性的测量指标都达到了要求，

该问卷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真实型领导：采用 Walumbwa 等编制的真实型领导量表（ALQ），包含 16 个题项，[11]89-126 如“我

的直系领导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真实型领

导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37，总方差解释率为 52.071%。

自我效能感：采用 Schwarzer 等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包含 10 个题项，[39]

如“我自信能有效地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自我效能感量

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10，总方差解释率为 55.722%。

员工幸福感：采用 Diener 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LSI） [40] 及 Price 编制的情绪量表

（PANAS）。[41] 其中，生活满意度问卷包含 5 个题项，如“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等。情绪

量表采用载荷值较高的和后人引用较多的 4 个积极情感题项，如“大部分的时间内，我有真正感

到快乐的时刻”；4 个消极情绪题项，如“我的情绪经常起伏不定”。回答方式采用李克特五点计

分法，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员工幸福感总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02，总

方差解释率为 66.188%。

+

+
真实型领导

自我效能感

工作真实性

家庭真实性

+

员工幸福感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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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部分，Becker 提出，研究中潜在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任职期限等。[42]

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方法验证共同方法偏差，发现单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都不理想，因

此对所有题项进行未加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第一个主成分只能解释 31.08% 的方差变异，低于

50% 的临界点，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结论基本不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1。由表 1 可知，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显著

正相关（r=0.545，p ＜ 0.01），真实型领导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r=0.552，p ＜ 0.01），真实

型领导与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均呈显著正相关（r=0.500，p ＜ 0.01；r=0.382，p ＜ 0.01），自

我效能感、工作真实性、家庭真实性与员工幸福感均显著正相关（r=0.562，p ＜ 0.01；r=0.481，p
＜0.01；r=0.395，p＜0.01）；工作真实性、家庭真实性与自我效能感均显著正相关（r=0.493，p＜0.01；
r=0.429，p ＜ 0.01）。以上相关数据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1.751 0.432 1

2. 年龄 1.813 1.144 -0.038 1

3. 工作年限 2.032 1.272 -0.100 0.776** 1

4. 真实型领导 3.499 0.625 -0.078 -0.079 -0.037 1

5. 员工幸福感 3.169 0.510 -0.125 -0.070 -0.009 0.545** 1

6. 工作真实性 3.651 0.665 0.008 -0.055 -0.068 0.500** 0.481** 1

7. 家庭真实性 5.673 0.934 -0.065 0.039 0.064 0.382** 0.395** 0.555** 1

8. 自我效能感 3.416 6.014 -0.147* -0.039 0.003 0.552** 0.562** 0.493** 0.429** 1

注：*P ＜ 0.05，**P ＜ 0.01。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如表 2 所示）。

1. 主效应

由模型 1 可知，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55，P ＜ 0.001），因此

假设 1 得到支持。

2. 中介效应

首先，验证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由模型 5 可知，自变量（真

实型领导）显著影响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β=0.327，P ＜ 0.001），假设 2 得到支持。进一步地，

由模型 2 可知，当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自变量（真实型领导）和中介变量（自

我效能感）对因变量（员工幸福感）的影响都显著（β=0.222，P ＜ 0.001；β=0.404，P ＜ 0.001）。

根据 Baron 和 Kenny 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43] 当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自变

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相对模型 1 变弱。因此，自我效

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 得到支持。其次，验证工作真实

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由模型 6 可知，自变量（真实型领导）显著影响中介

变量（工作真实性）（β=0.134，P ＜ 0.001），假设 4 得到验证。进一步地，由模型 3 可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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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自变量（真实型领导）和中介变量（工作真实性）对

因变量（员工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β=0.259，P ＜ 0.001；β=0.716，P ＜ 0.001）。同样，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相对模型1变弱，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6 得到验证。最后，验证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由模型 7 可知，

自变量（真实型领导）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家庭真实性）（β=0.143，P ＜ 0.001），假设 5 得到

验证。进一步地，由模型 4 可知，当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自变量（真实型

领导）和中介变量（家庭真实性）对因变量（员工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β=0.299，P ＜ 0.001；
β=0.386，P ＜ 0.001），自变量（真实型领导）对因变量（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相对模型 1 变弱。

因此，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7 得到支持。

表 2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员工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 工作真实性 家庭真实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别 -1.233 -0.654 -1.411 -1.137 -1.431 0.249 -0.246

年龄 -0.471 -0.418 -0.563 -0.501 -0.131 0.129 0.080

工作年限 0.340 0.279 0.473 0.275 0.150 -0.186 0.166

真实型领导 0.355*** 0.222*** 0.259*** 0.299*** 0.327*** 0.134*** 0.143***

自我效能感 0.404***

工作真实性 0.716***

家庭真实性 0.386***

R2 0.307 0.399 0.368 0.347 0.316 0.255 0.153

调整后 R2 0.295 0.386 0.355 0.333 0.305 0.243 0.139

F 26.459 31.596 27.762 25.33 27.645 20.472 10.770

注：***P ＜ 0.001。

3.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自我效能感、工作真实性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运用 SPSS 17.0 中的 process 小程序，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了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44]

如表 3 所示。首先，验证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真实型领导对

员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CI: 0.146,0.303），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

介效应也显著（CI: 0.086,0.202），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次，验证工作真

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CI: 
0.192,0.347），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CI: 0.050,0.147），

工作真实性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最后，验证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

间的中介效应。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CI: 0.232,0.380），家庭真实性在真实

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CI: 0.027,0.103），家庭真实性在两者之间亦起到部

分中介作用。由此，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假设。

表 3 稳健性检验

模拟路径 EFFECT SE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中介 1（自我效能感）
真实型领导→员工幸福感 0.224 0.040 0.146 0.303

真实型领导→自我效能感→员工幸福感 0.137 0.029 0.086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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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路径 EFFECT SE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中介 2（工作真实性）
真实型领导→员工幸福感 0.270 0.040 0.192 0.347

真实型领导→工作真实性→员工幸福感 0.092 0.025 0.050 0.147

中介 3（家庭真实性）
真实型领导→员工幸福感 0.306 0.038 0.232 0.380

真实型领导→家庭真实性→员工幸福感 0.055 0.019 0.027 0.103

4.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通过 Mplus 7.4 统计软件，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2000 次，检验自我效能感和工作

真实性、自我效能感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

（1）链式中介 1。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0.053,0.172]，置信区间不包含 0；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0.018,0.080]，置信区间不包含 0；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

工幸福感之间链式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0.009,0.050]，置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自我效

能感和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显著，假设 8 得到验证。Mplus 7.4
统计的链式中介输出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

（2）链式中介 2。自我效能感在

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中介效

应的 Bootstrap 95% CI=[0.062,0.180]，
置信区间不包含 0；家庭真实性在真

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

的 Bootstrap 95% CI= [0.004,0.050]，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自我效能感和

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

福感之间链式中介的 Bootstrap 95% 
CI=[0.003,0.038]，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因此，自我效能感和家庭真实性在真

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

介效应显著，假设 9 得到验证。Mplus 
7.4 统计的链式中介输出路径系数如图

3 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而关于真实型领导对

于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少有研究。本研究借鉴儿童心理学领域的依恋理论，发现真实型领导对员工

幸福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揭示了真实型领导这一情境因素在提升员工幸福感过程中的重要性。

真实型领导作为新型的领导风格，不仅能够使领导者自身体验到幸福感，还能够提高下属的心理

资本，减少员工工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减少心理损耗，提高幸福感。本研究的结论与 Malik 等

续表

图 2 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图 3 自我效能感和家庭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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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一致：真实型领导能够提高员工对领导者的关系认同度，能够增强员工的积极情绪，

因而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45]

2. 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均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研究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发现，真实型领导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真实性，而工作和

家庭真实性又对员工的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同时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

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中国企业常受到“修身齐家”“家风传承”等“家文化”独特元素的影响。

在员工心目中，领导者不仅是领导者，还是“长者”，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常常被视为企业文化的

一部分。真实型领导允许并鼓励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中做真实的自己，员工会以领导为参照，自然

而然地将领导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工作和家庭真实性。而 Wayne 等

最开始对工作和家庭真实性的研究发现，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对员工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7]1-20

本研究基本上也得出一致的结论。

3. 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真实型领导是伴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提出的领导风格，特别强调对领导者自己和下属的积极

心理资本和积极心理能力的构建与提升。在真实型领导风格下工作的员工能够减少由于不确定性

而带来的心理消耗，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高效地投入到工作中，进而提升员工完成任务的能

力和信心，实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员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能够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地掌握和

利用信息，从而更加高效地处理好工作中的问题，幸福感随之提高。

4. 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显著

自我效能感与真实性关系的研究零星可见，如 Satici 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个体的

真实性。[46] 由于工作和家庭真实性是新构念，目前国内尚未见相关研究。本研究从自我决定理论

的视角分析认为，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具有更强的控制感，不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庭中，他们都

能够很好地处理相关事务，也能顺利达到工作绩效和家庭目标。因此自我效能感越高，他们在工

作和家庭中越能做自己，对工作和家庭的投入越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这也是一种成功的表现。因此，

研究构建了“真实型领导→自我效能感→工作和家庭真实性→幸福感”的传导机制，得出的结论

也支持了研究假设，表明了真实型领导到员工幸福感提升过程中链式发生机制的重要性。

（二）理论与实践价值

1. 理论贡献方面

（1）以往虽有关于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幸福感的研究，但关于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

研究还不成熟。本研究探讨了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拓宽了对领导风格与幸福感

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

（2）工作和家庭真实性是结合真实性理论、工作家庭问题及人与环境优化匹配模型提出的，

反映个体对工作或者家庭的投入是否与自身价值观一致的新构念。本研究探讨了工作和家庭真实

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工作和家庭真实性这一崭新的组织构念提供了

新的研究视角。

（3）研究构建了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以及自我效能感

和家庭真实性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对真实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幸福

感这一过程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

（4）依恋理论广泛被应用于儿童心理学领域，而在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却

很少见。[47] 本研究以依恋理论为视角探讨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确定了该

理论在组织行为领域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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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启示方面

（1）塑造真实型领导风格。真实型领导可以将自己最为真实的价值观传达给员工，也鼓励员

工在工作和家庭中体验真实的自己，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

（2）提高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真实性，需要管理者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从“如何减少工作与

家庭的冲突”变成“如何帮助员工将他们对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参与与其价值观相结合”，因为工

作和家庭真实性对于想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幸福的个人和家庭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评价，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工作和

家庭真实性有积极影响，对自身幸福感的提高也有重要的帮助。因此，组织需要加强对员工自我

效能感的监测，通过提供相应的培训措施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实现员工幸福感的提升。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探讨了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但员工幸福

感包含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等多个维度，本文对员工消极情绪的影响没有分开探讨，

今后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二是研究虽然分阶段收集数据，但总体上还是属于横截面数据，不能

精准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今后可以尝试采用追踪研究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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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uthentic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Happiness
——Based on the Chained Mediational Role between Self-effi cacy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Work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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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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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ees' job well-being is not only essential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ttachment theory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has constructed 

and verifi ed the chained mediational model in which authentic leadership’s impacts on employee happiness. The model, specifi cally, includ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 cacy between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well-being, and that of work and family authenticity between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happiness, as well as the chained mediational role of self-effi cacy and work and family authenticity between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happ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uthentic leadership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 happiness; self-effi cacy, work and family 

authenticity have signifi cant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happiness; the chained mediational role of self-effi cacy 

respectively related to work and family authenticity between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happiness is signifi cant.

Key words: work and family authenticity; authentic leadership; employees happiness; chained mediation; self-effi 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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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会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培养一

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离不开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研究认为，工会干部培训课

程体系的建设，应从构建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出发，针对能力素质指标，对应设计课程，进而形成完整的工会

干部培训课程体系。为保证课程的持续运行，研究建议：提高组织部门重视程度，根据课程体系制定工会干部培

训规划；深化工会干部能力素质研究，明确不同群体的培训需求；精准设计工会干部培训项目，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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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逐渐清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景光明。而实现梦想和蓝图的关键，在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换句话说，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干部，而干部的问题，关键在教育。

工会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党的工会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要实现工会事

业的改革创新，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而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会干部

队伍，离不开一套科学合理的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

现有相关学术成果，有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群体的工会干部的能力模型构建，这为我们的研

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徐明将国企工会干部胜任能力归为职业道德、基础知识、通用能力和专

业能力 4 个维度 [1]，赵仲杰和孔东梅从个人特质、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战略管理能力、服

务关怀意识、学习创新能力 6 个维度构建工会主席胜任力模型 [2]，陈万思等也对工会主席胜任力

进行了研究 [3]。但学术界还没有针对整体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构建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以能力

素质模型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建设的扩展研究，目前也并没有系统研究“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

或“工会干部课程体系”的文章，这证明了工会干部课程体系建设的开创性意义。

［工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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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课程体系是落实中央关于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的具体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中共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从培训目标、培训管理、培训内容、培训方式

等方面对新时期干部培训工作作出了具体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更是在《2016—2020 年全国工会

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完善工会干部教育培训课程开发和更新机制，构建富

有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务实管用的工会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这些文件对新时期加强工会

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建设、改进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二）建立课程体系是推动新时代工会改革发展的基础动力

当前，中国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会迫切需要作出改革以适应这种变局和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对北京市工会来说，当前正在全面深化发展，全市约 1.3 万专职工会干部以

及 13 万兼职工会干部是推动改革取得实效的主要依靠力量，而针对他们的传统培训模式基本是学

员“凭喜好”提需求，组织者“拍脑门”定课程，并没有将培训的内在客观需要充分发掘和体现

出来。而要改变传统培训模式，实施精准培训的前提，就是要基于工会干部的能力素质模型，建

立培训课程体系。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会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对于加强工会组织自身建设，

推动工会改革发展，进而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课程体系是实现培训专业化、体系化的基础和前提

干部培训，是国家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正规的教育教学活动，必

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掌握教学的基本方法。干部培训必须着重研究探索教育培训相关理论及

实践内容，做好学科建设顶层设计，构建科学严谨的课程体系。在这一基础上，围绕课程体系，

打造专业师资队伍，建立教学基地、教材、案例等配套资源库，规范管理服务流程，研究干部培

养模式，评估培养效果等，最终形成完整的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二、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的构建

（一）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指标的预设

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指标是确立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的基础，而工会干部培训目标，又是确

定能力素质指标的前提。结合前期北京工会与职工发展形势调查，课题组 、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

门与各级工会组织负责人座谈，明确了当前北京工会干部培训的总目标，那就是将工会干部培养

成为讲政治的“明白人”、有能力的“职业人”、懂专业的“工会人”。基于此目标方向，课题

组研讨确定了维度和指标预设的四个原则：

1. 立足群团特色，突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中央和北京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强三性，去四化”。

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指标也应考虑并侧重忠诚于党和追求进步的方面，尤其是心系职工群众的情怀

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能够发挥工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乐于投身群众工作，具

有较好的与群众沟通和交往的能力，也是工会干部能力的特色所在。

2. 立足首都特色，定位职业综合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的讲话中指出，北京的战略定位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因此，首都工会干部的能力素质中，应当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于 2017 年成立“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历时两年进行“能

力素质模型——课程体系——培训体系”的一揽子应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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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识、看齐意识，具备人文素养和创新思维，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放观念。

3. 立足多层级多专业特色，强化工会特性

从层级上来看，北京市工会干部包括北京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楼宇，以及集团公司、二级公司、

三级公司等的工会干部；从专业来看，有专门从事财务、经审、建会、权益维护、职工服务、劳动保护、

经济技术创新等专业工作的工会干部；从来源来看，有来自公务员编制的国家机关干部，有来自事

业编制的事业单位干部，有合同制的国企干部、基层工会社会工作者，以及私营和外资的企业工作

人员。因此，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指标体系中，要有覆盖所有工会干部的工会专业能力共性因素，如《工

会法》和《工会章程》规定的工会四大基本职责，即维护、参与、建设和教育；更要在强度或权重方面，

针对不同层级、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工会干部，体现工会特性的要求。

4. 立足培训特色，选取可塑性指标

尽管研究表明，性格、情商、智商等因素会影响个人的岗位胜任能力，但是由于本研究建模

的目的在于通过改进教育培训的内容与形式，设计科学合理的培训课程体系，从而提升工会干部

的各项能力素质指标。所以，无法或者难以通过培训改变的先天因素应当较少地涉及，维度和指

标中，应更多选取可塑可变的因素。

课题组通过文献分析，全面总结能力素质模型构建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出与“干部教育”“工

会培训”“胜任力”高度相关的指标，结合北京市工会干部培训的目标和原则，筛选总结出调查

问卷及访谈提纲的题项，确保题项能够覆盖全部预设指标。

（二）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指标的修正

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行性的前提在于，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验证

和调整工会干部的能力素质指标，以此作为课程目标的源头。

1. 研究工具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立足工会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经验，采用德尔菲法进行问卷设计，课

题组邀请高校相关学科的多位专家经多轮意见反馈后，编制完成《北京市工会干部能力素质调查

问卷》。最终的问卷内容包含基本情况、服务能力、人格特征三个主要维度，共计 115 个题项。

此外，课题组研讨确定的访谈提纲涉及工会干部基本情况、重要工作经历、素质能力认知、

能力提升需求等方面，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着重对个人的工作事迹以及被访者认为这些事迹中所

蕴含的工会干部素质能力、精神品质等进行挖掘和提炼，作为质性研究的材料。

2. 研究实施

研究开展了“北京市工会干部能力素质”问卷调查。根据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承接各系统工

会干部培训工作的现实情况，本课题具体的实施方式为：

（1）针对工会干部培训的各大运行班次开展问卷调查，在每个培训班中发放纸质问卷现场填

答、检查与回收，最大限度地保障填答率；

（2）根据各系统培训班次的学员详细名单，有计划地按照性别、年龄、所属系统、单位性质、

职称、工会职务等人口统计学信息筛选深度访谈的样本范围，结合个人被访意愿最终确定 33 名访

谈对象，访谈对象覆盖市、区、街道不同级别，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不同性质，国有、民营、

外资等不同所有制单位专兼职工会干部，并灵活安排访谈时间，“请进来”或“走出去”。

3. 研究结果

课题组共计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有效填答问卷 724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0.5%。

（1）问卷调研样本概况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工会干部中：性别分布为男性 296 人（40.9%），女性 428 人（59.1%）；年龄

分布为 60 岁以上 15 人（2.1%），50—60 岁 184 人（25.4%），40—50 岁 221 人（30.5%），30—4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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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人（34.5%），30 岁以下 54 人（7.5%）；政治成分分布为党员 710 人（98%），其他党派和无党

派人士 14 人（2%）；专业技术职称分布为无职称 128 人（17.7%），初级职称 369 人（51.9%），中

级职称 190 人（26.2%），高级职称 37 人（5.1%）；从工会工作隶属上划分，市级工会 50 人（6.9%），

区级工会 262 人（36.2%），基层工会 337 人（46.5%），教育工会 6 人（0.8%），工业（国防）工会

2 人（0.3%），建筑工会 2 人（0.3%），政法卫文工会 30 人（4.1%），市直机关工会 35 人（4.8%）；

按照职级划分，领导班子成员 27 人（3.7%），中层干部 388 人（53.6%），普通干部 309 人（42.7%）。

（2）能力素质模型的推导

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的推导经历了以下步骤：

第一步，对适用的题项进行初步筛选，初筛的标准需符合：题项的选择项符合李克特五点计

分法；选项之间有逻辑递进关系，得分高低有别；题项的主旨围绕“素质”“能力”等展开。经

过筛选，共计 48 个题项进入素质能力模型的基础数据，即 B3 的 15 道题（B31—B315）、B7 的

20 道题（B71—B720）、C1 的 6 道题（C11—C16）、C2 的 7 道题（C21—C27）。

第二步，数据整理：首先，将 724 份数据对半均分，形成样本一和样本二，拟分别用样本

一和样本二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次，在样本一中，找到反向计分的题目

B34、B35、B310、B312 并进行分数转换；再次，计算每个人的总得分并按照总分排序；最后，

筛选总分最高（最低）的前（后）15% 各 55 人，分别作为优秀组和一般组。

第三步，胜任特征筛选。根据定义，胜任特征是指能够将绩效优秀者和绩效一般者区分开来

的个体行为特征。基于调查数据，如果发现优秀组在某一行为指标上的得分明显高于一般组，就

说明该指标符合胜任特征的界定，可以保留；反之，则说明该指标不符合胜任特征的界定，应予删除。

在样本一中，对优秀组和一般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优秀组和一般组在这 48 个题项

上的得分差异显著（P<0.001），但在 B34、B35、B310、B312 这 4 个题项上，优秀组的得分均值

明显低于一般组，因此需要剔除。在其余 44 个有显著差异的题项上，优秀组的得分均值远高于一

般组，这说明这些题项所反映的指标特征能有效将优秀组和一般组区分开来，可以作为工会干部

胜任特征的表现指标。

第四步，探索性因素分析。用 SPSS 17.0 对鉴别出的 44 个胜任特征指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运算，先后剔除了 B33、B73、B72、B71、B38、B36、B37 等 7 个题项，具体分析过程为：

数据的 KMO 值为 0.942，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值为 14920.149（df=666），达到显著的水平（P<0.001），

因此这些数据非常适合作因素分析。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提

取 3 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69.636%（见表 1）。再用最大方差法求得最终的旋转成分矩阵，

获得因子负荷。

表 1 解释的总方差（部分）

成分 特征值 方差解释率 累计方差解释率

1 14.822 40.060 40.060

2 9.406 25.422 65.482

3 1.537 4.154 69.636

结果显示，因子 1 包含 17 个行为指标，与工会工作特性有关，命名为“工会特性”；因子 2
包含 13 个行为指标，与工会干部的人格特征有关，命名为“人格特征”；因子 3 包含 7 个行为指标，

与工会干部的一般特征有关，命名为“干部共性”。

第五步，能力素质模型信度分析。对提取出的 3 个因子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3 个因子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02、0.981、0.964，信度符合测量学要求，表明现有各个因子的题项指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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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好反映因子主题。自此，经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探索性因素分析，课题组构建出了由 3 个因

子 37 个行为指标构成的北京市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

第六步，能力素质模型的验证。为检验新构建模型结构的稳定性，基于新构建的 3 因子工会

干部能力素质模型，对样本二进行数据筛选，用以实施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胜任力领域著名专

家时勘教授的主张，用行为事件访谈法（构念效度、专家效度）去进行模型验证。其中，构念效

度具体操作过程如下：根据第五步得出的能力素质模型，来评价样本二在上述能力素质模型中的

关键胜任特征，考查优秀者和一般者在评价结果上是否有显著差异。因此，对样本二的 362 个数

据的总分排前 15% 的优秀组和后 15% 的一般组进行胜任特征的显著性检验，优秀组和一般组在 3
个因子上的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据此，模型在构念效度上得以验证（见表 2）。另外，有的研究会

采取“专家效度”对模型有效性进一步地验证，课题组也采取了这个方式，如联系一些工会领域

的专家或经验丰富的工会领导，对现有模型因子进行讨论，课题组再对讨论结果进行梳理，调整、

优化现有模型。

表 2 优秀组与一般组在三因子上的独立样本 T检验（样本二）

因子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T（Sig.）

1
优秀组 55 27.87 0.579

23.06***

一般组 55 18.38 2.997

2
优秀组 55 68 0

26.68***

一般组 55 42.73 7.025

3
优秀组 55 50.6 1.64

29.513***

一般组 55 27.49 5.571

注：***P ＜ 0.001。

（3）深度访谈结果

北京市工会干部能力素质访谈共选取了 33 名访谈对象，课题组在梳理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寻找

标记工会干部关键要素点，结合已构建出的北京市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指标体系，记录各指标

要素出现的频次，并达到验证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的辅助作用。

（三）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的架构

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结论，北京市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得以最终确定（见表 3）。

表 3 工会干部能力素质三级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工会特性 

工会管理

适应能力

决策能力

协调能力

执行能力

动员能力

财务管理

问题解决

职工发展

激励能力

大局观念

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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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维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工会特性

服务意识

责任意识

帮助职工

群众认知

维护能力
维权意识

权益保障

保障能力
生活保障

劳模服务

人格特征

心理资本

坚韧特质

成就特质

细节特质

创新特质

职业适宜

专业锚定

专业愿景

路径特质

利他行为

服务动机

助人意愿

助人技巧

包容心态

多元倾向

宽容特质

包容特质

干部共性

开拓能力

困难克服

外联能力

工作创新

办公能力
写作能力

高效办公

危机管理
冲突管理

情绪管理

政治属性

政治意识

奉献意识

服从意识

理想信念

政治立场

政治能力

守规能力

政治廉洁

政治观察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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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能力素质模型的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建设

（一）能力素质模型与课程体系的逻辑关系

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的构建植根于工会干部能力素质模型的科学建立，将“所需能力”与“所

设课程”建立起逻辑联系。

课程类目与模块是课程体系构建的枢纽和桥链。能力素质模型 4 个一级指标对应课程体系 4
个课程类目，下设 18 个课程模块，实现了由能力素质模型向课程菜单的跨越和延伸（见表 4）。

表 4 能力素质指标与课程对应关系

能力素质模型 课程体系

主要内容 二级指标 一级维度 课程类目 课程模块（271门课） 主要内容

政治立场、理想信念、
服从奉献等

政治观察、政治廉洁、
守规能力等

政治意识

政治能力

理想信念（13） 党的理论、党史、国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等

道德品行（18） 政治品质、核心价值观、优
秀传统文化等

形势政策（23） 国情世情、宏观背景、公共
政策分析等

现代办公、写作表达、
沟通能力等

危机冲突、情绪管理及
团队管理等

工作创新、困难克服、
外联能力等

办公能力

危机管理

开拓能力

职业规范（6） 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礼仪
规范等

职业技能（12）
写作表达、沟通调研、信息

技术等职业基础技能

管理能力（10）
计划组织、协调团队、时间

管理能力等

领导艺术（14）
领导激励、战略创新、宏观

政策能力等

创新、细节、成就、坚
韧等

路径特质、专业愿景、
专业锚定等

包容、宽容、多元
倾向等

助人技巧、助人意愿、
服务动机等

心理资本

职业适宜

包容心态

利他行为

积极心理（10）
积极的关系、情绪、应对和

自我等

自我成长（10） 自我认知与个人心理成长

心理减压（10） 心理问题机制和表达性艺术
治疗

心理咨询（15） 助人工作中可使用的心理咨
询技术和技巧

 EAP 服务（10） 结合个体生命过程中普遍问
题提供心理服务

责任意识、帮助职工、
群众认知等

维权意识、权益保障问
题解决等

生活保障、劳模服务等

决策、协调、执行、动员、
财务管理等

民主管理、大局观念、
激励能力等

服务意识

维护能力

保障能力

工会管理

职工发展

基础理论（11）

组织建设（29）

民主管理（12）

劳动关系（33）

工会财务（19）

职工发展（16）

工运史、工运理论、工会基
础理论等

工会组建实务、新闻宣传、
人事管理、信息统计等

民主管理理论与实务、职工
代表履职等

和谐劳动关系、劳动法律、
集体协商、劳动保护等

工会财务、资产管理、经费
代收与审查等

经济技术创新、职工服务、
职工发展等

政治素养政治属性

干部共性 职业基础
素养

人格特征
职业心理

能力

工会特性
工会专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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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体系建设成果

课程体系最终呈现 18 个模块、271 门具体课程。通过能力——能力模块——课程模块——课

程的对应关系，实现每一门课程与能力目标的联系呼应，另外加载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形式、

师资信息等培训主要信息，并根据培训需求不断更新，形成动态发展的课程体系，指导“十三五”

和“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工会干部培训工作（见表 5）。

表 5 课程体系示例

课程大类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形式

政治素养

理想信念
R101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
工会工作方
法

提升政治素养，
坚定理想信念

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全面讲授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专题讲座

R102—R113 — — — —

道德品行
R201 劳模精神与

工匠精神
培养奉献意识和
激励能力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通过讲述劳模和工匠先进事
迹，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

专题讲座、
现场教学 

R202—R218 — — — —

形势政策
R301

新时期产业
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方案
解读

培养大局观念和
政治观察力

综合性讲授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方案，阐释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的意义、目标、任务和具
体举措 

专题讲座、
研讨教学

R302—R323 — — — —

职业基础
素养

职业规范
G101

日常接待礼
仪和工会干
部沟通技巧

提升适应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协调能力和外联
能力

讲授基本职业道德、日常接待礼
仪和工会干部沟通技巧

情景教学、
实训模拟

G102—106 — — — —

职业技能
G201 调研能力培

养与实践

提升外联能力、
工作创新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

讲授选择调研主题、设计调研方
案、选取调查方法、设计调查问
卷、进行数据分析以及撰写调研
报告

项目教学、
任务驱动、
实训模拟

G202—212 — — — —

管理能力
G301

高效能工作
与项目管理
工具

提升决策能力、
工作创新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

讲授高效工作技能、多重任务管
理及项目管理方法

案例教学、
实训模拟

G302—G310 — — — —

领导艺术
G401 领导力与领

导艺术

提升激励能力、
协调能力、冲突
管理能力

对中国化的领导力与领导艺术的
主要观点和研究趋势进行阐释、
梳理和展望

专题讲座、
案例教学、
研讨教学

G402—G414 — — — —

职业心理              
能力

积极心理
B101 幸福和幸福

测量

培养坚韧特质、
成就特质和包容
特质

讲授如何运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包
含美德与优势、积极情绪、积极
关系、积极应对、积极自我等

现场教学、
角色扮演、
心理游戏

B102—B1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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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类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形式

职业心理              
能力

自我成长
B201 自我认知与

觉察

培养专业愿景、
细节特质和创新
特质

讲授如何在自我认知层面，通过
心理测评（如DISC、九型人格等）、
心理游戏、现场体验等诸多方式
使自己深入自知，自助助人

角色扮演、
视频赏析、
文学朗诵

B202—B210 — — — —

心理咨询
B301 心理问题的

分类与诊断

培养服务动机和
包容特质，提升
问题解决能力

讲授、演示并实践家庭治疗、格
式塔、意象对话、沙盘治疗等心
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

模拟实训、
心理测评、
心理游戏

B302-B315 — — — —

心理减压
B401 正念减压工

作坊

培养多元倾向、
助人意愿和宽容
特质

通过正念冥想、表达性艺术治疗、
心理游戏等体验，提供轻松、愉
悦、平和的氛围，将心理学原理
应用于压力管理和调适中

角色扮演、
心理游戏、
音乐赏析

B402—B410 — — — —

 EAP 服务
B501 和谐团队建

设

提升冲突管理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
力

讲解应对各种困境和问题的方
法，如婚恋情感、亲子教育、职
业规划与发展等，包含临终关怀、
外派、新员工发展、裁员与调岗、
企业安全生产等特殊专题

研讨教学、
现场教学、
角色扮演

B502—510 — — — —

工会专业              
能力

基础理论
Y101 中国工运史

提升激励能力和
群众认知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

分专题讲授中国工人阶级发展
史、中国劳动关系史、中国工会
发展史、中国工人运动史

专题讲座、
现场教学 

Y102—Y111 — — — —

组织建设
Y201 工会组建实

务

提升工会管理能
力、职工发展能
力和服务意识

解读相关政策文件，结合工会建
会工作实例，为基层工会工作者
讲授工会组建的流程、方法和目
标

案例教学、
模拟实训 

Y202—Y229 — — — —

民主管理
Y301 职代会操作

实务

提升工会管理能
力、职工发展能
力和服务意识

结合相关政策讲授职代会建制、
职工代表选举、职代会流程、职
代会职权、职代会提案撰写等职
代会规范召开的各个环节

案例教学、
融合实训

Y302—Y312 — — — —

劳动关系
Y401

创新工会维
权机制，构
建和谐劳动
关系

提升工会管理能
力、保障能力和
维权意识

结合相关政策、法律讲解工会常
用法律知识、劳动争议调处程序
以及工会维权体制机制建设情况

案例教学、
模拟实训 

Y402—Y433 — — — —

工会财务
Y501 工会经费收

管用

培养政治廉洁和
责任意识，提升
工会干部财务管
理能力

围绕新工会会计制度中有关收
入、支出、资产等会计科目的新
变化，阐释合理合规管理工会经
费、管好工会资产、做好工会财
务工作的过程

情景教学、
案例教学

Y502—Y519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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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类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形式

工会专业              
能力

职工发展
Y601

经济技术创
新工程与员
工创造素质
培养

培养职工发展能
力、保障能力和
服务意识

讲授经济技术创新工程的由来和
工人先锋号的内涵；通过合理化
建议活动、创建工人先锋号活动
以及建设职工创新工作室培养职
工创造力

研讨教学、
现场教学

Y602—Y616 — — — —

四、工会干部培训课程体系的实践应用

（一）课程体系应用的成效

1. 为建设宏观的教育培训体系打下基础

课程体系确立之后，课题组不断开发新课程、完善旧课程、创新教学形式，逐渐丰富课程总

菜单，编成教学手册在工会系统发布，并围绕课程体系进行师资库、教学基地库、案例库、教材库、

管理规范库等配套资源建设，结合整个工会干部培训规划，形成了系统全面且易于操作的工会干

部教育培训体系。

2. 为运行微观的培训班次提供指导

依托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每一期培训班次，尤其是中长期的主体班次的设计，基本都要涵

盖政治素养、职业基础素养、职业心理能力、工会专业能力四类课程模块，形成定制式培训项目

课程菜单，大大提高了培训班次运行的效率、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课程体系应用的不足

课程体系应用的主要问题：对突发性、临时性培训的指导作用不大，对短期专题应用类的培

训帮助成效不突出，持续性的师资、场地、课程配套供给不足。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支撑

课程体系的整个工会干部培训体系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三）课程体系持续运行的建议

1. 提高组织部门重视程度，根据课程体系制定工会干部培训规划

科学合理的培训课程体系一旦建立，就应当具有刚性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可以考虑将培训课

程体系建设和完善纳入工会干部教育五年规划，将课程菜单纳入年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主办单

位和承办单位参照执行。接下来，在组织部门的指导下，结合工会干部培训实际，细化培训课程

的选课原则和标准，以便更好地落实课程体系，实现培训目标。

2. 深化工会干部能力素质研究，明确不同群体的培养需求

在顶层设计方面，持续开展工会干部队伍状况调查，分群体构建干部胜任力模型，根据不同

类型干部不同发展阶段的胜任力要求和成长需求，制定以教育、培训、锻炼为核心的职业发展规

划或职业成长计划，建立分层分类的定制课程菜单和培训项目。

3. 精准设计工会干部培训项目，提高教学效果

培训项目是运行课程体系的载体，要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级、不同资历的干部群体，打造

精品化、精准化培训项目。首先要革新培训内容。一方面，以政治素养为先，在中长期培训班次

中安排政治理论和理想信念教育必修课，加强工运史等工会领域的初心和使命教育，激活工会干

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在所有培训班次中要覆盖不同素养和不同模块的课程，并予以科

学配比，给予学员全方位、有重点的立体式培训，提升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其次要丰富

教学形式。采用课堂讲授、素质拓展、现场观摩、模拟实训、实践体验、座谈讨论、总结交流、

读书自学、工作坊等教学方式相结合，提高课程的吸引力，进而增强课程体系的活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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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of Trade Union 
Cadres Based on the Ability Quality Model

LIU Guangyu, CUI Jinlin, XU Chaofan
( Institute of Trade Union Theory and Employee Education, Beijing Trade Union Cadre College, Beijing 100054 )

Abstract: The trade union cadre tea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arty's cadre team and an essential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party's mass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training of a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rade union cadre team is inseparable from a set of scientifi c 

and reasonable training course system for union cad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for union cadr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of competence and quality of union cadres, and design cour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mpetence and quality indicators, 

and then set up a complete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for union cadr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fi rstly, we should raise the level of atten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s, formulating a training plan for union cadres according 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Secondly, we should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competence and quality of union cadres to clarify the training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Thirdly, we should accurately design the training program for union cadre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 ciency.

Key words:  model of competence and quality; training of union cadres;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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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代会提案工作研究
*

—— 基于北京师范大学教代会提案工作的实践

刘建武，付增梅，周静敏

(北京师范大学 工会，北京 100875)

［摘  要］教代会提案工作是教代会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环节，是教代会制度最核心、最有特色的部

分之一。通过梳理 2006—2019 年间北师大教代会提案工作，研究发现：年度征集提案数和立案提案数总体上均

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代表非常关注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直接相关的后勤保障问题。研究认

为，为更好地提高教代会提案工作水平，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优化流程、强化细节，激发代表爱校履职的积极

性；多点发力、全程联动，积极引导教职工通过提案表达意见和建议；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培养代表履职能力，

提高代表履职成效。

［关键词］高校教代会；提案分析；改进思路

［中图分类号］G674.1; 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1）02-0098-09

*［收稿日期］2020-09-30
［作者简介］刘建武（1968—），男，山西应县人，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研究方向为
高校党群工作；付增梅（1983—），女，山东青岛人，工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干部，研究方向为数
据库与数据挖掘；周静敏（1977—），女，山西定襄人，管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副主席，研究方
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一、引言

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 [1]，

是促进学校依法治校，提高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民主治校中

占有重要地位。教代会工作是学校依法办学，切实提高教职工履职尽责程度，加强学校制度合法

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渠道；是学校深化综合改革，进一步促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民主治校，充分听取教职工意见，实现下情上达，汇集民意、凝聚人

心，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学校凝聚力和向心力，营造和谐校园环境，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途径 [2-4][5]12-18。教代会提案是教代会代表在 广泛征集教职工意见、深入细致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及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按照规定程序向教代会提出，

经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审查立案后，由学校职能部门承办的书面意见和建议，是教代会代表依

法参与民主治校，行使民主权利，有效履职尽责的重要载体。

教代会提案质量如何，数量多少，不同类型提案分布状态怎样？教代会提案承办单位答复情

况如何，是否真正落到实处？这些问题既关乎学校事业建设发展和教代会制度的权威，也关乎教

职工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积极性，更体现广大教职工对学校发展建设中重点问题和最希望学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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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实际问题的关注。所以，提高教代会提案质量、改进教代会工作是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对教代会提案工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分析和归纳影响提案质量的因素、提高提案质量

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众多研究从教代会代表角度入手。部分研究从宏观角度分析，如：林红和

刘有军提出，从提高提案工作认识、健全提案工作制度、强化提案办理落实方面优化提案工作质

量 [5]12-18；武慧姣针对提案数量少、质量低、透明度差等问题，从制度、方法、技术等层面分析了

原因，梳理了提案工作流程 [6]。还有部分研究引入了量化方法，如：王晗和许迈进参考《数字解

读政协提案》的提案量化指标，结合教代会提案工作实际情况，选用“广度、效度、评价和关注”

四个维度对教代会提案工作质量进行了评价 [7]；于海棠研究了教代会代表构成对提案质量数量的

影响 [8]；康旭东等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教代会提案内容中的特征词进行抽取，并结合知识图

谱方法对教职工利益诉求进行可视化描述，展示了高校教职工的利益诉求特征，探究了提案内容

的类型分布、演进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9]。尽管不同研究者关注重点、研究方法可能不尽相同，

但是对教代会提案工作的重要性认识高度一致，对教代会提案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愿望

高度一致。

基于此，研究回溯了 2006 年以来北师大教代会提案工作的总体情况，梳理了 14 年间的教代

会提案，解剖麻雀、探微知著，探寻教代会工作规律，总结教代会工作经验，查找教代会工作不足，

思考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期做准、做实、做好教代会工作，进而推动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

二、北京师范大学教代会提案工作概述

北京师范大学历来高度重视教代会提案工作，将提案的立案、交流、答复与落实作为刚性制

度来建设，并将其具体化为长效工作机制，使提案工作成为推动学校改革和发展、解决师生实际

问题的有力抓手。

（一）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代会工作

教代会年会前，校领导会认真听取教代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确定大会主题。在教代会年会上，

学校党政领导除了参加大会作相关报告外，还会深入各代表团，面对面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各职

能部处负责人会在专门的答询会上现场解答代表咨询的问题。教代会年会后，学校党委召开常委

会会议，专门听取校工会负责人详细汇报提案情况，并研究提案答复与落实方案。对广大教职工

普遍关心的问题，与学校改革和发展有关的重点、难点问题，学校党委坚持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策，

统一部署安排，分管领导按照分工，亲自把关保证质量，亲自督办落地落实。

（二）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认真履职尽责

在教代会前夕，提案工作委员会充分利用工会教代会宣传平台或者召开专门会议，大力度宣

传教代会年会主要议题，并布置提案工作，推动教代会代表围绕学校体制机制、改革发展、人才培养、

教学科研及其他教代会中心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广大教职工意见，积极探索认真

思考，形成征集提案，提交提案委员会审议。教代会代表提交提案后，教代会秘书处会进行形式

审查，不符合教代会提案要求的征集提案需要补充材料、明确诉求，达到提案要求后，才能提交

提案工作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认真研读每一份征集提案，对部分专业性较强的提案，还要与

提案人沟通，与可能的承办单位沟通，向教代会其他专门委员会咨询，甚至召开专门立案前沟通

会议，让提案人和职能部处面对面交流，进一步提高提案的精准度和完备性，完成立案前的准备

工作。立案前细致扎实的准备让提案质量更高，更有针对性，也更有利于提高提案落实的可能性

和教代会代表的满意度。最后，提案工作委员会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对所有合规提案进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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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合理分类后形成立案建议上报学校党委常委会。

（三）学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认真倾听提案工作委员会立案的理由和办案的建议

学校党委常委会一方面按照分工将提案落实到各职能部处，并由分管校领导监督，保证提案

答复和落实的质量和进度；另一方面会就本年度提案质量数量进行分析，摸清广大教职工关注的

热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回应教职工的关切，同时也会对下一年度工会教代会工作，尤其是提案

工作提出指导性建议。

（四）党委常委会后，提案工作进入答复和落实环节

校领导、校工会和教代会代表会按照既定时间节点从不同角度督促、评价和沟通提案承办单位，

以保证提案落地落实。

（五）校工会作为教代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会全程组织和跟进教代会提案工作，保障教代会工作

顺利高效开展

具体工作有：宣传学校大政方针，参与学校规章制度制定，收集整理广大教职工建议意见，

组织教代会代表交流培训、教代会年会、教职工和机关部处交流沟通、教代会代表巡视，投入足

够人力物力财力完善提案信息化系统的策划制作，日常维护运营和升级换代等。

正是这环环相扣的管理流程和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保证了教代会提案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北京师范大学 2006—2019 年提案数量分布及简析

2006—2019 年，教代会代表提交提案共 757 件，参与提案代表约 2500 人次。提案重点突出、

内容广泛，既有全局性、前瞻性的宏观建议，也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具体建议，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总体质量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本研究从年度提案 数量、年度立案提

案数量和 14 年来所有立案提案类型的分布情况三个角度对提案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一）提案数量及立案提案数量 

从图 1 可  以看出，年度征集提案 数呈稳中有升的趋势，又呈现周期性特点，即在换届年（2006
年、2012 年和 2018 年）征集提案数明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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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9 年年度征集提案数

年度征集提案数总体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职工对学校建设发展的关注度

不断增加，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充满期待。

同时，也表明教职工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教代会提案工作，把提案工作作为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发

挥民主监督的有效渠道之一。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学校积极推进民主建设，营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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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民主氛围，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教职工责任感、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二是长期坚持对

教代会代表进行培训，教代会代表的大局意识、宏观理念、履职积极性和能力稳步提高；三是提

案的不断落实和教职工关注学校发展积极性的提高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提案成为教职工建

言献策的主要渠道之一。

换届年征集提案数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代会代表中新任代表多，引入了新的视角，

带来了新的关注。二是新任代表更容易关注身边的具体问题，或曾经提出但当时不具有落实可能

性的问题。前者多数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落实，后者则需要承办单位与提案人具体沟通。不管

是否落实，只要沟通清楚，代表了解了具体情况，对学校的处理结果表示理解，大多不会针对同

一个问题反复提出。三是按惯例，只有换届年才安排教代会代表专题培训，客观上可能更容易激

发更多的教代会代表提交提案。

从图2可以看到，年度立案提案数仍然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但是，和征集提案数的上升趋势相比，

立案提案数的上升趋势缓和一些。和届间立案提案数相比，换届年（2012 年和 2018 年）立案提案

数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遗憾的是由于 2006—2011 年提案立案情况只找到了一个统计结果，对趋

势的分析也许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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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19 年年度立案提案数

立案提案数和征集提案数逐年变化趋势一致，一方面说明提案质量、立案标准相对稳定，另

一方面也说明提案工作得到了学校党政工的重视，得到了广大教职工的认可。立案提案数上升趋

势放缓是否和当年提案质量有关，是否和提案委员会立案标准把控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立案提案分类情况

图 3 为 2006—2019 年立案提案分类情况。从图 3 可以看到，代表非常关注条件保障问题，涉

及生活福利、人事制度两方面的提案也较多。

结果如此分布的原因可能有：一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作为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大

学责任重大，机遇和挑战并存，各大学主动谋划、勇挑重担、快速发展，大学间的竞争与日俱增，

体制机制改革、学科规划与调整、人才引进与培养、科研平台规划与建设、后勤保障能力与水平

等影响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必然成为教职工关心关注的主要问题，势必导致人事制度、条件保障

方面意见建议较多；二是公平、公正、公开是大学民主治理的基石，发展权是教师关注的热点，

学科规划与调整、人事制度调整、科研平台规划与建设等体制机制改革，与每个人的长远发展和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且影响深远，必然导致人事制度、条件保障方面的意见建议较多；三是生存

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远都不会止步，美好生活的标准又可能因人而异、

充满个性，这也是生活福利、条件保障提案数量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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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提案数量、年度立案提案数量和 14 年来所有立案提案类型的分布情况在兄弟高校的调研

中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和分布规律。[10] 研究认为这种趋势可能将长期存在，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说

明教代会工作的重要性，也为教代会工作指明了需重点关注和努力的领域。

四、教代会提案工作成效及不足

在长达 14 年的时间段里，年度提案数量、年度立案提案数量和立案提案分类情况会受到一些

偶然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偶然性。但是，其整体变化趋势和分布规律一定有必然性和规律性。这

和国家对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视有关，也和学校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关，

更和历年来教代会工作不断取得成绩得到广大教职工认可，形成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有关。

（一）教代会提案工作成效

1. 提案工作促进了学校规章制度的完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建设

学校充分吸收提案意见建议，制定并完善了若干规章制度，真正落实了提案。学校先后出台

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岗位聘用管理办法》《北京师范大学新生导师制实施意见》《关于行

政工作人员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的若干规定》《北京师范大学沙河高教园“园区安置房”

申购办法》《北京师范大学周转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北京师范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困

难补助办法》《关于取消毕业生重考的通知》《北京师范大学控制吸烟管理办法》《校园遛狗整

治方案》等政策，从制度上落实了代表提出的相关提案。

提案的高质量落实，有力地提升了代表提案的积极性，形成了有效的正反馈和良性循环；有

力地推动了学校规章制度日臻完善，促进了学校民主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形成了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依法治校的良好局面。

2. 提案工作推动了教职工普遍关心问题的有效解决

加大提案征集力度，督促提案落实，不仅提高了教代会代表的积极性和职能部处的荣誉感，

而且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学校教学科研、人事制度改革、校园环境及教职工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为学校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人事制度方面，学校认真研究 985 专家待遇问题，明确

了社保的个人分担和单位配套的相关政策；教学方面，学校认真研讨代表提案，多方调研，完成

了对部分院系的调整，改善了教学管理系统，实现了本研课程互选；科研方面，学校在综合考虑

学校建设目标、学科实力、科研任务、培养质量、生源情况、就业质量等因素的基础上，提高了

图 3 2006—2019 年立案提案分类情况

立案类型

立
案
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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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研究生的招生人数；条件保障方面，学校先后完成了校内植物分类悬挂标识牌，为教职工

提供免费流量，为满 30 年教龄的教职工免费拍摄工作照并制作纪念册，积极建设心灵驿站服务教

职工心理健康等工作；校园建设方面，学校先后完成了南院综合治理工程，校园“十大景园”建设，

科技楼外立面改造工程，消防安全检查，校园道路修缮，在主楼北广场和科技楼西侧设立停车场，

在全校范围内安装车牌识别智能道闸系统，建立共享单车推荐停车点，安装电动车充电桩，调整

学校体育场馆收费标准等工作，实现了校园环境的改善。

3. 提案工作得到了校党委和教职工的认可

提案答复率、提案落实率和提案人满意度是教职工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认可度的晴雨表，是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校党委高度重视提案工作，多次召开会议

专门研究提案工作，并由校领导牵头督促有关部门在限期内答复提案。近年来，代表提交的提案

均在规定时间内得到有关职能部处的答复，提案答复率达到 100%。

校党委对提案工作的重视，大大提高了教代会代表参与教代会工作和学校其他工作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职能部门对提案落实的重视程度，保证了落实质量。从 2014年开始，

校工会利用网络平台在代表中开展提案答复满意度调查。结果为：2014 年满意率为 84%，2015 年

满意率为 97%，2016 年满意率为 93%，2017 年满意率为 93%，2018 年满意率为 92%，2019 年满

意率 100%。较高的提案答复满意度体现出代表对学校教代会工作和职能部处提案答复工作的认可。

（二）教代会提案工作的不足

1. 代表的责任感、使命感还需进一步增强

尽管绝大多数代表都积极参加教代会各项议程，认真履行了职责，但是代表们参与的积极性、

主动性还参差不齐，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仅从成功立案的提案人和附议人来看，14 年间约 2650
人次参与提案，但是，提案人相对集中，还有相当多的代表没有成功参与任何提案。研究统计了

2015—2019 年立案提案人（仅指牵头人，不包括附议人）分布情况。5 年间，共立案 267 件（不

包括建议，部分立案提案是并案，不止 1 位牵头提案人），由 111 位提案人牵头提交。其中，成

功提交提案至少 5 件的代表有 14 人，共立案 99 件。诚然，这 5 年的前三年属于第五届，后两年

属于第六届，教代会代表总数有变化，具体的代表也有变化，不同届别、不同年份提案情况会有

差异，提案委员会的立案标准也难以保持不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立案的数量。同时，研究也没

有考虑以上年份征集提案数、建议情况、界别之间代表的重复度等。但是，仅有的初步统计结果

依然可以显示能够成功立案的牵头提案人集中度较高，代表在成功提交提案方面的积极性和履职

能力差异较大。这提醒我们应该花更大力气激发代表参与提案的积极性、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

2. 提案的总体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一方面反映在立案成功率不够高，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尽管一事一议、内容具体、写作规

范的提案占全部提案的比例逐年增加，但不少提案的内容还比较空泛，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或缺乏

实际操作性，还有相当数量的提案涉及内容庞杂，承办部门众多，给后期提案的落实带来了难度。

这提醒我们应该花更大力气提高代表撰写提案的能力和水平。

3. 提案多集中在微观、具体层面

提案多关系到教职工关注的切身利益，甚至只是部分人的利益，关注学校长远规划、宏观战

略的提案明显偏少，即使有这方面提案，绝大多数也是泛泛而谈的主观愿望，缺少实际调研，也

缺少数据支撑和实际论证。这提醒我们应该提供更多机会，让代表了解学校工作，了解广大教职

工需求，增强对解决学校建设发展大事难题和教职工普遍关注问题的韧性、耐心、信心。

4. 提案的落实和督查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虽然提案落实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是力度和效率还难以满足广大教职工的期望，难以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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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快速发展的形势。教代会与校领导和学校各职能部门之间还缺乏一套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

工作协调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各职能部门对提案答复和落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完成质量还有

较大的差距，教代会、校工会与教代会代表之间的信息沟通也不够细致、及时和顺畅等。

五、改进提案工作思路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以及学校党政对教代会工作的高度重视，

教代会提案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学校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高了各级领导和部门的责任感、荣

誉感和工作效率，切实维护了教职工的权利，提高了教职工的责任心、成就感和主人翁意识。为

进一步改进教代会提案工作，还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一）优化流程、强化细节，多措并举激发代表爱校履职的积极性

代表对提案的满意度体现了教职工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认可度和支持度，是反映学校是否

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提案承办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答复提案和建议只是表明了承办部门对提案的

重视，但代表更看重提案的真正落实。目前，有许多涉及学校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提案的落

实程度和落实速度还难以满足提案人的期望。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教代会

提案工作委员会应联合校工会多措并举推动提案落实，提高提案落实的时效性，提高代表的满意

度。可以考虑的措施有：第一，全时段接收提案，第一时间和提案人联系，了解提案人详细意图，

保护提案人积极性，保证提案质量；第二，发挥教代会教学科研委员会等专门工作委员会的作用，

预先分析论证教代会代表提出的提案，为提案工作委员会立案提供专业化的支持，为彻底落实提

案提供可行性方案和更合理的路径，为学校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专业化支撑；

第三，召开提案人和可能承办部门的立案前沟通工作会，了解提案人提案的真正意图，交流落实

提案涉及的相关政策和客观条件；第四，校领导从更高更宏观的视角指导把控提案答复质量，并

督促提案真正落实到位；第五，安排承办提案职能部处负责人与教代会代表面对面座谈，现场交流

答疑，精细化落实提案；第六，及时公布提案落实全流程和细节，通过公示的方式让广大教职工关

注提案落实的全过程，让职能部处及其主管领导，甚至分管校领导能够更加重视提案落实的质量；

第七，评选最佳提案、优秀提案人、提案落实先进单位，鼓励教职工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鼓励职

能部处为学校发展尽心尽力；第八，认真梳理和分析历年提案立案和落实情况，总结提案工作的规律，

发现提案工作的盲点、难点和关键点，制定针对性措施，为未来提案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二）多点发力、全程联动，积极引导教职工通过提案表达意见和建议

一是加强宣传通报、沟通交流，促进校情公开和提案征集与落实。应更加主动地利用多种媒

介加大对学校计划规划、目标任务和重大事件的宣传，及时宣传教代会和工会工作，宣传优秀的

教代会代表、工会干部，宣传扎扎实实落实提案的职能部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二是大

力推进校情分层次通报渠道建设，建立教代会代表与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交流沟通的常态化机制，

打通教职工了解校情、建言献策的渠道，通过交流、协商、提案、落实等环节，促进提案征集与

落实，促进学校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三是有意识地加大提案工作的宣传力度，公布提案落

实的实际情况，提高教代会代表和其他教职工对提案工作的重视和认可，引导教职工依托教代会

代表，充分利用提案，合理规范表达建议意见，使教职工建言献策成为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落

脚点，成为学校改革发展的智库和策源地。四是提高教代会代表的提案意识，充分利用各种机会、

随时发现提案线索。比如教代会召开前的教代会执委会、立案前立案后的机关部处交流会、教代

会年会机关部处答询会、每年一个主题的全校大讨论、每年学校领导班子和个人述职述廉会、学

部院系与机关部处领导和主要干部述职述廉会等，都是很好的机会，均应积极把握并加以利用。

五是创造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环境。应推动各级党政班子和领导个人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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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代会、工会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把《工会法》《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法律法

规和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等牢记心中、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和工作成绩感召广大教职工关心

学校建设发展，响应学校号召期待，理解学校困难不足，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学校大局要求，

齐心协力，团结和谐，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培养代表履职能力，提高代表履职成效

作为教代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校工会要加强对教代会代表的培训，提高代表履职尽责的能力

和水平，让代表既能提出问题，又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建议，为学校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意见；要创造条件让教代会代表了解国家和学校的改革思路、长远规划和面临的客观实际，引导

代表围绕学校改革和发展全局的大事、要事，以及广大教职工关注的重要事项提出提案，体现教

职工对学校建设发展的真切关注和理性期望，反映大多数教职工真正关心的最直接、最实际的问题，

提高提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要引导教代会代表开展调查研究，提高代表撰写提案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提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加强提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提供必要的交流和咨询机会，帮

助教代会代表撰写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学校党政同频共振，和广大教职工同

轴共焦的提案，撰写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有案由、有分析、有主张、有论证，“一事一议”

的提案。

作为教代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校工会还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教代会智慧提案系统，

用技术的手段进一步提高教代会提案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方便教职工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就提

案而言，教代会智慧提案系统可以实现全时段开放、多终端一键登录、自动提醒专人值守，方便

教代会代表及时提案，也方便学校听取民意、汇集民情、吸纳民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凝聚

共识；可以设置教代会代表交流区，方便代表交流讨论，提高提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可以提供

撰写提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优秀提案范例，方便教代会代表自主学习，助力教代会代表提高撰写

高质量提案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提供历年提案并支持智能查重，助力教代会代表提高撰写提案的

效率和质量，加强提案的精准度和针对性。就提案答复落实而言，教代会智慧提案系统可以支持

多维度统计分析和针对性实时对比，用技术的手段为进一步提高提案工作的质量提供数据支持和

决策依据。提案办理时，校领导可以直观看到各分管部门，以及其他非分管部门提案办理的进程

和质量，发挥“自上而下”的指导和督促作用。教代会代表可以看到本人提案的办案进度和办案

举措。提案公开后，全体教职工都可以看到每一件提案的答复和落实过程。系统还可以设置交流

评价区，教代会代表和非代表教职工可以按权限，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和承办单位交流，适时调整

提案答复和落实的方向，提高提案答复和落实的精准度。教代会代表和非代表教职工还可以按权限，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提案答复和落实进行评价，发挥“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此外，系统还可

以适时统计代表、代表团、承办单位发挥作用的情况，既方便督促代表、代表团、承办单位尽职

尽责，又可以向相关单位适时反馈代表、代表团、承办单位情况。

总之，北京师范大学教代会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教代会提案工作是高校教代会制度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教代会代表依法履行义务、行使代表职权，直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直

接反映自身建议和诉求，直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是广大教职工为学校改革发展建言

献策、集中智慧、凝心聚力，促进学校各项决策和管理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是高校管理

者了解民意、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同心协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有效途径。稳妥有效地推进教代会工作，提高提案和提案落实质量，对于加强教代会制度建设、

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提升学校民主治理水平、维护高校稳定和谐、推动高校快速可持续发展都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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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posal Work of University Teachers' Congress
——Based on the Proposal Work Practice of the Teachers' Congres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U Jianwu, FU Zengmei, ZHOU Jingmin
( Trade Un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

Abstract: The work of proposals for the Teachers' Congress is an important link f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eachers' Congres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it is one of the core and most distinctive parts of the Teachers' Congress system. Through combing the 2006 

— 2019 proposal work of the Teachers' Congres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roposals solicited annually and 

the number of proposals on fi le showed a steady and upward trend. Representative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logistics support jobs directly related 

to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alents training, and scientifi c research. Th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o better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Teacher's Congress 

proposal work,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1)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school representativ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by optimizing 

the process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tails; 2) actively guide the faculty and staff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hrough the proposal and suggestions 

by multi-point efforts and full linkage; and 3)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representativ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a platform and creat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Congress; proposal analysis; improvemen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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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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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研究该政策的实施对劳动力供给的影

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利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设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可能的变化方案，

并在此基础上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生育政

策是否调整，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将呈现出 2030 年前缓慢下降、2030 年后快速下降的趋势。全面二孩政策的

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2030 年后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对减缓劳动力快速下滑的势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总

趋势无法扭转。 因此，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应当更多地从人口结构、养老保障、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等

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加以考虑。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水平；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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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童玉芬（1961—），女，陕西延川人，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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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一、引言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走过了 40 多年的历程。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计划

生育政策在我国逐步确立。1980 年，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 以下简称《公开信》) 中，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倡议 。1982 年，

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虽然，在此后推出“双独二孩”和农村“一孩半”

等政策，在局部上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但总体来看，我国长期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生育政策，

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2000 年以后，中国在不同省份陆续开始实施 “双独二孩”政策（父母双

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2013 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育龄夫妇双方有一方为独生

子女可以生育二孩）；2015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可以看出，40 多年里中国的

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了 5 年多，然而政策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从近

两年出生人口数的变化来看，2016 年全年出生人口数 1786 万，比没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 2015

［劳动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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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了 131 万人。然而，到 2017 年底，出生人口规模又出现了回落，总规模 1723 万人，比 2016
年减少了 63 万人；2018 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为 1523 万人；2019 年出生人

口数则下滑到 1465 万人。按照专家的估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后，符合二孩生育的目标人群二

孩生育势能将会在 5 年内集中释放，而且在第二、三年内达到高峰。[1]3-21[2]96-103[3] 然而现实中并没

有出现这种状况，反而是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第 2 年后，出生人口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到底是

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今后出生人口走势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未来人口的变

化不仅关系到人口老龄化形势是否缓解，关系到产妇和婴幼儿照料，乃至九年义务教育资源如何

配置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也会影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对于该政策的效果评价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对劳动力市

场变化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并进行了研究。因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时间比较短，没

有办法和条件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人口学方法，利用人口预测模型，在给定生

育水平情况下，模拟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例如翟振武等的一项研究显示，若全面二孩政策立即实

施，出生人口将急剧增加，且在长期内会改善人口负增长的趋势，进而增加劳动力资源的规模。[4]3-17

龙晓君等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趋

势，减缓劳动年龄结构老年化速度。[5] 顾和军和李青的研究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

年轻劳动力的比重、降低高龄劳动力的比重，对于优化年龄结构有一定的作用。[6]8-9 王金营和戈

艳霞的一项研究也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速度，会增

加 2035 年之后的劳动力供给，减轻劳动力抚养负担。[1]3 但是，目前这些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这些研究对于近期预测的生育状况与实际生育水平差异较大，难以说明实际问题。同

时，已有研究仅仅从人口预测角度对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进行模拟，并没有对全面二孩政

策的劳动力市场效果和影响程度进行专门的评价。另一方面，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是对潜在劳动

力供给的预测，很少关注未来劳动力供给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因此很难全面反应政策对未来

劳动力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采用人口学预测模型，对我国从 2016 年之后 30 年的劳动力供给规模与结构进行

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评估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整对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产生的影响程度，为国家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近年来劳动力供给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力供给比重和绝对量均处于下降之中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接影响到赡养比和抚养比。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劳

动年龄人口比重从上升转而下降的拐点出现在 2010 年。在 2010 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如表 1 所示，2010 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开始下降，从 2010 年峰值的

74.53% 下降至 2017 年的 71.82%，与 2004 年的水平相当，总降幅达 2.71%，年均下降约 0.39%。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随着老年人口人数的增多以及寿命的延长，劳动年龄人口

规模的增长赶不上总人口的增长。同时，2014 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劳动

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意味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尽管学界对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已经

消失，或者还能延续多久尚存争议，但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养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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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990—2017 年我国劳动年龄（15—64 岁）人口比重 单位：%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1990 66.74 2004 70.92

1991 66.30 2005 72.04

1992 66.24 2006 72.32

1993 66.70 2007 72.53

1994 66.64 2008 72.80

1995 67.20 2009 73.05

1996 67.20 2010 74.53

1997 67.50 2011 74.43

1998 67.60 2012 74.15

1999 67.70 2013 73.92

2000 70.15 2014 73.45

2001 70.40 2015 73.01

2002 70.30 2016 72.51

2003 70.40 2017 71.8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数据。

从表 2 可以看出，得益于此前少儿人口规模多于老年人口规模，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

大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所形成的“顺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在 2014 年之前始终保

持着增长态势，平均每年增长约 1054 万人，并在 2013 年达到峰值 100,557 万人。此后，新进入

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开始出现“逆差”，致使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首次

呈现出下降趋势，2017 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小到 99,829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 182 万人。总

体而言，近些年增长和下降的趋势都相对比较平稳，但这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本身基数大。尽管

 表 2 1990—2017 年我国劳动年龄（15—64 岁）人口规模及增量 单位：万人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较上年增量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较上年增量

1990 76,306 — 2004 92,161 1185

1991 76,791 485 2005 94,144 1983

1992 77,614 823 2006 95,037 893

1993 79,051 1437 2007 95,794 757

1994 79,868 817 2008 96,547 753

1995 81,393 1525 2009 97,419 872

1996 82,245 852 2010 99,898 2479

1997 83,448 1203 2011 100,243 345

1998 84,338 890 2012 100,334 91

1999 85,157 819 2013 100,557 223

2000 88,847 3690 2014 100,398 -159

2001 89,849 1002 2015 100,361 -37

2002 90,302 453 2016 100,246 -115

2003 90,976 674 2017 99,829 -4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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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暂时不足以撼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基数，但是其变化的绝对规模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在未来一段时期陆续退出劳动年龄人口，

而彼时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又难以补上前者退出后的空缺。因此，可以预见到，劳动年龄人

口的下降态势将在短期内无法扭转。

这一现象本质上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考虑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对经济

发展影响的“前车之鉴”，同时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过程至少需要 15 年时间，充分考虑

现行的人口政策，结合现实趋势研究如何应对未来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必要性便显现

出来。

（二）我国劳动力总规模和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依旧比较庞大，劳动力就业压力依然存在

虽然我国在 2014 年劳动力总规模出现转折点，开始减少，但是每年减少幅度并不是很高，到

2017 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依然超过 9.9 亿人，相当于美国的 4.5 倍，日本的 13 倍。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依然很庞大。

仅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单一角度来判断劳动力供给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并非所有的劳动年龄人

口都参与了经济活动。因此需要考察有效劳动力供给的规模，即经济活动人口的规模与比重，为

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提供更为准确的视角。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公式为：

 EP=P15—64×LPR （1）
（1）式中 EP 为有效劳动力供给，即经济活动人口；P15—64 代表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LPR 为劳动参与率。

根据计算，如表 3 所示，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整体发展状况自 1990 年以来呈现出波动下降的

态势，其中在 1995 年至 1999 年、2001 年至 2002 年两个时间段出现过短暂回升，在 2011 年降至

78.36%，是近 30 年以来的最低值，此后开始逐渐回升，到 2017 年升至 80.82%。总体上来看，我

国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1990 年至 2017 年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分别出现在 1991 年和 2011 年，分别为 86.07% 和 78.36%。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数据，

我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前列，2010 年，巴西的劳动参与率为 64.73%，美国的

表 3 1990—2017 年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化

年份 有效劳动力供给（万人） 劳动参与率 (%) 年份 有效劳动力供给（万人） 劳动参与率 (%)

1990 65,323 85.61 2004 75,290 81.67

1991 66,091 86.07 2005 76,120 80.81

1992 66,782 86.04 2006 76,315 80.27

1993 67,468 85.35 2007 76,531 79.86

1994 68,135 85.31 2008 77,046 79.69

1995 68,855 84.60 2009 77,510 79.51

1996 69,765 84.83 2010 78,388 78.44

1997 70,800 84.84 2011 78,579 78.36

1998 72,087 85.47 2012 78,894 78.58

1999 72,791 85.48 2013 79,300 78.84

2000 73,992 83.22 2014 79,690 79.32

2001 73,884 82.23 2015 80,091 79.80

2002 74,492 82.49 2016 80,694 80.48

2003 74,911 82.34 2017 80,686 80.8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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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3.56%，日本的为 60.08%，印度仅有 54.21%，而我国的为 78.44%。可见，即使当时我国的劳

动参与率接近 30 年来的最低值，但不论是从其本身还是从国际上来看，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也仍然

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正是因为劳动参与率偏高的特征，使得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在劳

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时期的增长态势。

从表 3 也可以进一步看出，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比较庞大，2017 年达到 80,686 万人。同

时，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近些年也并没有显著下降 。即使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 2014 年开始下降

的情况下，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至 2016 年始终保持增长态势，从 2010 年的 78,388 万人稳步增长

至 2016 年的 80,694 万人，平均每年增长 384 万人。虽然 2017 年略有下降，但 8 万人的降幅几乎

无足轻重，有效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仍然十分可观。

（三）劳动年龄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地区差距仍然巨大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我国各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非常可观。从表 4 中可

以看到，即使是数量最少的西部地区也有近 2.7 亿的劳动年龄人口，中部地区略多于西部地区，东

部则超过 4.2 亿。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各省市地域面积较小，劳动年龄人口分布密度大；而西部地

区地广人稀，劳动年龄人口密度远不如东部、中部地区，基本只达到东部地区的 1/10、中部地区

的 1/5。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这一空间分布特征与总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空间分

布特征基本一致。

而动态地来看，在较长时期内，东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始终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

从 2002 年的 3.45 亿增长到 2013 年的 4.28 亿，其密度也从 2002 年的 325 人 / 平方千米增长至

2013 年的 403 人 / 平方千米。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相对缓慢，2002 年

至 2017 年间分别保持在 3 亿左右和 2.6 亿左右。因此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即使在 2014 年东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其规模依然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 40%

表 4  2002—2017 年我国各地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密度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密度（人 / 平方千米）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2 34,515 29,841 25,543 325 177 37

2003 34,804 30,610 25,921 328 181 38

2004 35,878 31,320 26,373 338 186 38

2005 37,317 29,620 24,563 351 175 36

2006 38,682 30,741 25,691 364 182 37

2007 39,111 31,056 25,950 368 184 38

2008 39,675 31,261 26,248 374 185 38

2009 40,080 31,412 26,477 378 186 38

2010 42,105 31,178 25,973 397 185 38

2011 42,641 31,272 26,331 402 185 38

2012 42,714 31,221 26,405 402 185 38

2013 42,790 31,333 26,445 403 186 38

2014 42,688 31,323 26,454 402 186 38

2015 42,520 31,184 26,682 400 185 39

2016 42,312 31,186 26,822 399 185 39

2017 42,206 30,810 26,798 398 183 3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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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可以预见，随着 2014 年起我国总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以及根据劳动力流动的情况来看，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将缓慢缩小，但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东部地区将仍然是我

国劳动力分布的聚集高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仍然巨大。

三、评估思路与原理

（一）评估思路

劳动力供给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所有符合劳动就业能力要求、愿意提供且能够提

供劳动能力的劳动人口数量的总和。劳动力的供给分为潜在劳动力供给和有效劳动力供给。潜在

劳动力供给也就是劳动适龄人口，是全部潜在可以利用的劳动力资源。[7] 有效劳动力供给也就是

经济活动人口，由在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两部分构成，是扣除了非经济活动以外的劳动力供给。有

效劳动力供给与在业人口的关系为：劳动力有效供给 = 劳动适龄人口 × 劳动参与率。

从生育政策调整角度来看，因为有效劳动力供给是由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参与率共同决

定的，生育政策的实施会通过影响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而影响出生人口规模。新出生

人口的规模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但 15 年之后，政策影响下的出生人

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就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

路径机制如图 1 所示：

全面二孩政策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生育水平 生育行为 生育意愿 社会、经济、科技水平 

图 1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影响的路径机制

（二）评估原理与步骤

首先，采用人口预测方法中的年龄移算预测模型设置不同生育方案，对不同生育方案下的分

年龄人口规模进行模拟，得到未来不同年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变化。其中高、中、低三种方

案代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三种不同情况，基准方案设定的是不放开二孩生育的情况，具体参数

将在方案设置中给出。

然后根据方案设置，本研究用高、中、低方案人口规模及其与基准方案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

差值，和该差值与基准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分别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

影响和相对影响，计算公式如（2）式和（3）式：

 LPG=LPi-LPb （2）
（2）式中，LPG 是指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增量，用以测算全面二孩政

策调整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影响；LPi 是指 2031 年后低、中、高三种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

LPb 则是指基准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

 LPGR=
LPi-LPb

LPb
 （3）

（3）式中，LPGR 是指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量，用以测度全面二孩

政策调整对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影响的程度。

（三）方案设置与数据来源

1. 方案设置

人口预测方法中的年龄移算预测模型，是以某一年份分年龄性别的实际人口数为基数，以一

定的存活概率逐年递推预测各年龄组的人口数。零岁组的人口规模则通过育龄妇女规模和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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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计算得出，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设定未来人口的预期寿命、人口性别比、人

口迁移水平等指标。最后，将各年龄人口加总，便可得到未来若干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规模。

本研究预测基础年是 2010 年。参考王金营和戈艳霞所提出的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年龄、性别

的漏报率、重报率以及漏报和重报的人口回填公式，[8] 本研究对 2010 年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性别

的人口数进行了修订。

（1）生育率水平及设定。研究从预测基础年将生育率水平变化假设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0—2013 年，该阶段尚未进行生育政策调整。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

育率只有 1.18，很多学者都表示总和生育率被低估，认为 2010 年较可能的总和生育率在 1.5—1.6
之间。[9-11] 本研究以 1.5 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模拟发现，输出的出生人口数明显高于这 3 年的实际出

生人口数，而取总和生育率为 1.45 时，则模拟的出生人口与实际出生人口非常吻合，因此，将此

阶段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 1.45。
第二阶段：2013—2015 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研究假定总和生育率略有提高，根据有关学

者估计的单独二孩政策对总和生育率提高的幅度，[12] 并结合对实际出生人数的拟合，设定这一阶

段的总和生育率为 1.5。
第三阶段：2016—2020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最初 5 年。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全面二

孩政策导致的生育堆积在这 5 年内将集中释放，此后生育率水平趋于回落。[1]3-21[2]96-103[4]3-17 据国

家卫健委估计，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 9000 万人。另外根据顾和军和李青 [6]8-9、杨慧 [13]

的调查与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实际有效的目标生育人群大概为 900 万人。虽然有学者认

为最初 5 年的第 3 年是生育堆积释放的高峰，但是实际出生人口数显示，生育需求释放的高峰

出现在第 1 年即 2016 年，从 2017 年起出现明显下降。因此研究将目标人群的各年比例设置为

26%、22%、19%、17% 和 16%，将有效目标人群分解到 5 年之内，并与假定不放开二孩政策下

的 2016—2020 年 5 年出生人口模拟数相加，得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最初 5 年的总出生人数。

考虑到这 5 年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分布和女性生育能力，再分别按照 15%、45%、20%、15%、5%
的权重将这 5 年的出生人数，在 20—24 岁、25—29 岁、30—34 岁、35—39 岁和 40—44 岁的 5
个年龄段内的育龄妇女中进行分配，可以计算得到 2016—2020 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为 1.66、1.63、
1.60、1.58 和 1.58。

第四阶段：2020 年之后。按照多数专家估计，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5 年之后，生育水平会逐

渐回落并趋稳。因此假设此后生育率回落至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或者略高的水平，并保持稳定。

（2）预期寿命的设定。根据预期寿命测算规律，在人口预期寿命达到 70 岁后，10 年内寿

命增长幅度应该不会超过 1 岁，到 80 岁后 10 年内的寿命增长幅度不会超过 0.5 岁，并且研究假

定在 2010—2050 年间，预期寿命呈线性的变化。参考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 关于中国

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设定 2050 年男性预期寿命达到 78.78 岁，女性预期寿命为 82.91 岁，

研究直接给出 2050 年的预期寿命，2010—2050 年各年份预期寿命的取值由预测软件采用线性

内插法得出。 
（3）出生性别比。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117.94 为基点，采取逐年下降的模拟方式，

到 2020 年下降至 107，到 2050 年下降至 105 的正常水平。中间年份取值采用线性内插法得出。 
另外，由于国际迁移人口在我国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因此在本研究的人口预测中不考

虑人口的国际迁移。

 结合上述生育率水平、预期寿命、出生性别比等参数，研究最后设定了四种方案，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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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四种方案的主要参数设置 

年份 基准方案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方案设置说明
—

假设 2013 年放
开单独二孩政
策，但 2016 年
未放开全面二
孩政策

2013 年放开单独二孩
政策，2016 年全面二
孩政策放开，生育需
求 5 年释放后迅速回
落至二孩政策放开之
前的水平

2013 年放开单独二孩
政策，2016 年全面二
孩政策放开，生育需
求 5 年集中释放，然
后回落并稳定在中等
水平

2013 年放开单独二
孩 政 策，2016 年 全
面二孩政策放开，生
育需求 5 年集中释
放，然后保持该水平
不变

总和生育率

2010—2013 1.45 1.45 1.45 1.45

2014—2015 1.50 1.50 1.50 1.50

2016—2020 1.50 1.71、1.68、1.65、
1.63 和 1.63

1.71、1.68、1.65、
1.63 和 1.63

1.71、1.68、1.65、
1.63 和 1.63

2020—2050 1.50 1.5 1.55 1.60

预期寿命 2050 年男性预期寿命为 78.78 岁，女性预期寿命为 82.91 岁，其他年份由软件线性内插法得出

出生性别比 到 2020 年降至 107，2020 至 2050 年在 105 至 107 之间，各年份由软件线性内插法得出

人口迁移 不考虑人口的国际迁移

2. 软件与数据来源

模型采用的软件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人口预测软件 PADIS-INT-V 1.6。本研究所

用到的数据包括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相关

学者的调查数据等。

四、结果与分析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未来劳动力人口总体规模的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15年内，新出生人口尚未成为劳动年龄人口，按照本研究的方案设置，

2031 年之前，高、中、低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相同，之后全面二孩政策在不同方案下的差

异会逐渐增大。从表 6 可以看出，从下降的速度来看，2030 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平均每

年下降 277 万人左右，2030 年到 205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则年均减少约 925 万人，这表明劳动

年龄人口供给规模的下降幅度较大、速度较快。虽然如此，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十分庞大。

202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 9.75 亿人，到 2030 年进一步降到 9.47 亿人；2040 年，高、中、

低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为 8.60 亿人、8.58 亿人和 8.56 亿人；到 205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

口依然在 7.50 亿以上，高、中、低方案下分别为 7.81 亿人、7.75 亿人和 7.70 亿人。

 表 6  各方案下 2015 年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单位：万人

年份 基准方案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2015 98,821.76 98,821.76 98,821.76 98,821.76 

2020 97,511.51 97,511.51 97,511.51 97,511.51 

2025 97,272.58 97,272.58 97,272.58 97,272.58 

2030 94,671.45 94,671.45 94,671.45 94,671.45 

2035 89,957.82 90,771.91 90,771.91 90,771.91 

2040 84,799.86 85,612.94 85,818.91 86,024.88 

2045 80,875.65 81,687.60 82,076.70 82,465.80 

2050 76,165.76 76,979.73 77,544.66 78,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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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劳动力规模供给的净影响分析

表 7 展示了 2030 年后高、中、低三种方案劳动年龄人口与假设二孩政策没有开放的基准方案

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差值，以反映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从三种方案与基准

方案的对比来看，由于 2016 至 2020 年期间高、中、低 三种方案的生育率设置相同，且这期间出

生人口在 2031 年才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因而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净影响要在 2031
年后才会产生：2031 年高、中、低三个方案均比基准方案高 224.79 万人，2040 年高、中、低三个

方案比基准方案分别多 1225 万人、1019 万人和 813 万人，2050 年高、中、低三个方案则比基准

方案分别多 1944 万人、1379 万人和 814 万人。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可能使得 2050 年

最多增加近 2000 万的劳动力供给，这一规模依然十分可观。

 表 7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同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增量 单位：万人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2030 — — —

2031 224.79 224.79 224.79

2035 814.09 814.09 814.89

2040 813.08 1019.05 1225.02

2045 811.95 1201.05 1590.15

2050 813.97 1378.90 1943.83

但是从相对规模来看，由于我国劳动力规模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

政策调整对 2030 年初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影响并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案下对劳动年

龄人口规模的相对影响会逐渐上升。如表 8 所示，低方案下，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

响程度由 2031年的 0.24%上升到 2050年的 1.07%，而在高方案下，该影响程度则由 2031年的 0.24%
上升到 2050 年的 2.55%。

 表 8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同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增量 单位：%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2030 — — —

2031 0.24 0.24 0.24

2035 0.91 0.91 0.91

2040 0.96 1.20 1.45

2045 1.00 1.49 1.97

2050 1.07 1.81 2.55

总的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在 2040 年为我国新增 800 万—1200 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

的供给，在 2050 年则有可能为我国新增最高 2000 万劳动年龄人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增

劳动年龄人口会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

量较小，对劳动力总量的影响并不大。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政策调整对我国人口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显现，本研究使用经典人

口预测的方法，根据政策实施后实际生育水平的变动，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水平

可能的变动趋势，重点考察了政策调整对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得到如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第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我国未来十几年内的短期劳动力供给没有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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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策的实施对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影响是存在的。第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长期劳动力供给影

响是有限的，体现在相对影响并不很大，因此生育政策放开的力度还可以继续增大。第三，全面

放开二孩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趋势。因此，应当加强科学研究，提

前做好布局，科学谋划，以应对未来劳动力快速下降过程中带来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第四，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在 2014 年开始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是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我国劳动力

供给本身在今后长时间内都将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未来生育政策的制定应该更多地从人口自身

的结构、养老保障、养老照料以及育龄夫妇本身的需要加以考虑，促进人口结构趋向合理。第五，

未来我国劳动力政策应当重点在用好规模庞大的存量劳动力上，发挥好劳动力的规模优势，尽可

能抵消劳动力供给下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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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y on the 
Scale of Labor Supply in China

TONG Yufen, ZHOU Wen, CHEN Leming, GONG Qiannan
(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is a major adjustment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on labor supply. This study uses data of population census of 2010, and sets a plan for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fertility level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across China. On this basis,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on China's future labor supply scale is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r country's future 

labor supply will show a trend of slow decline before 2030, whereas after which a trend of rapid declin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birth policy is 

adjus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increased the scale of labor supply after 2030, and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lowing down the rapid decline in labor. However, the overall trend cannot be reversed. Therefore, further adjustments to 

future fertility policie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of other socio-economic factors, e.g. population structure, old-age security, and women's willingness 

to bear children of childbearing ag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fertility level; labor supply; negative labor forc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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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危机中现代化治理的专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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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疫情危机处置是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强专业化管理。研究认为，

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现代化治理需要加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专业化建设。在治理能力方面，需要加强敏感危

情处置能力、舆情舆论引导能力、组织动员协调能力、榜样带动引领能力等的建设。在体系建设方面，需要以

人为本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危机应对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专业卫生人员队伍建设 、建立充足的物

资战备储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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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

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1]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又一个英勇壮举！ [2] 目前社会学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于其对经济的影响，如对外贸和就业的影响 [3]、对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估 [4] 等，也有研究从企

业视角谈如何应对疫情的挑战 [5]，以及从舆情视角谈如何进行公共危机管理 [6]，但公共卫生危机

治理的专业化建设角度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

公共疫情危机处置是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急管理流程一般遵循着危

机预防、危机处置、危机善后的治理逻辑。其中，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善后的体系建设方面可以主

动作为。但是相对而言，危机处置则多是被动而为的，这就需要根据当时的危机动态来适时制定

具体措施，以实时有效地解决落实，这是处理危机事件最为重要的环节。现实中，国家现代化治

理需要高级的专业化管理，应急管理中每个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置解决，都需要非常优秀的、具备

精深专业能力的人员以及专业的管理层级来化解危机，客观上要求超强的专业性 。为了全方位加

强公共危机管理，应当做好战胜危机、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准备，加强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专

业素养建设，注重专业能力培养，提升专业话语权，以指导公共卫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实现公

共卫生危机中专业治理的现代化要求，满足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从而形成有效的合力。同时，

要认真履行公共卫生危机的监测、调查、处置、预警、评价等职责，强化公共卫生事件的高效预防，

［公共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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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严谨的专业知识指导工作，提高行政管理的素养，培养整体应对公共危机的强大组织力、

动员力、行动力， 其中，要特别 重视公共卫生危机中现代化治理的专业化建设。

一、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经验

（一）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成功检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高效地常抓疫情防控、巩固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秩序，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执行效能，使党的强大领导力、执行

力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极大彰显。

战胜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是非常不易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挽救人民生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政府凝聚举国之力，火速调遣 4.2 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极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的“两

山医院”及 16 家方舱医院，实现对被感染患者的“应收尽收”及“应治尽治”，集中调配急需的

大量高成本人工肺设备（ECMO），医保报销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救治更多危症重症的患者，

解决民众就医的后顾之忧。这种为了挽救生命而不计成本的做法，真正体现了中国政府执政为民

的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 
（二）专业人员的精湛医务水平是重要保障

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得益于具有高超医疗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及社会保障体制职

业化的积累和完善。钟南山、李兰娟等一大批业务顶尖、技术精湛的医学专家临危受命、同舟共济、

迎难而上，奋战在抗疫一线进行专业指导。经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全国人民的协同配合，

新冠肺炎疫情得以被迅速控制，为全球赢得了宝贵的处置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窗口时间。在这场

疫情攻坚战中，广大医务人员精湛高超的治疗技术是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的最重要的主体条件。

（三）担当奉献是成功的精神力量

在对抗疫情的斗争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人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以“90
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挺身而出，他们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在父母眼中，90 后和 00 后新生代是一个还未长大的群体，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他们展示了

“坚强”“奉献”“担当”的优秀品格，他们经历了疫情中的“生死”，读懂了“家国”的内涵。

在 4.2 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中，就约有 1.2 万名是“90 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95 后”

甚至“00 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在成长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3 月 15 日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的回信中，给予

了他们高度评价，希望他们继续努力，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这是党和全国人民

对 90 后最充分的肯定、信任和厚望。他们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懂得牺牲和奉献，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在联合国网站推荐的，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 10 位年轻

人之一——中国 95 后“雨衣妹妹”刘仙的故事，感动武汉，激励中国，温暖世界。这位来自四川

的志愿者刘仙，以一己之力勇敢逆行投身于武汉抗疫的第一线，在短短 40 天里，她制作盒饭超过

2 万份、每天约做 500 份，为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送去了温暖与力量。这让我

们看到了年轻人有责任担当、敢于奉献社会的满满正能量，他们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二、必须克服和避免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也应看到在一些环节和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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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严防坐等汇报等形式主义

基层领导，尤其是直面危机发生的一线干部，必须要有面对危机不怕困难的实干精神和坚韧

定力，在第一时间深入实地调查，理清繁杂的危机动态，以专业素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边快

速应对，一边根据实际情形随时调整策略。危机当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少些追求表功或明哲保

身的形式主义。要锻炼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平，不管危机是大是小，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应对。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奋勇前行干实事的快递小哥汪勇，被国家邮政局和《人民日报》

点名嘉奖，并被顺丰速运公司火速提拔。网络上这样评价：是他在武汉疫情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

以舍我精神服务抗疫后勤一线，撑起了武汉的体面。之所以有汪勇这样的事迹涌现，是因为在武

汉抗击新冠肺炎前期，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从出行到吃饭等生活所需，由于物资不到位而遇到

太多的困难。一面是全国人民齐心捐款捐物，另一面是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的吃饭供应都成问题，

还得靠汪勇这样再普通不过的群众，去同政府、企业、团体等协调，组建志愿者团队去完成这些任务。

若是有关行政主管机构在疫情开始时就主动担当责任，就不会需要如汪勇一般的普通民众冲在危

机一线，这不能不说是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

（二）避免谎报瞒报无所作为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疫情，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管理预期是“安康时离开，有难时回来”。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相关政府部门都立刻行动起来，不能瞒报和拖延，更不能无作为、乱作为、反作为。

应急管理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实时动态发布，应该保持行动的独立性、连续性，不能因为担心引起

社会不稳定而隐瞒事实、中断公布、推迟发布，淡化形势的严重性。

（三）面对疫情要有责任担当 

怕担责任的心理，会使我们在处理重大危机问题时丧失责任心，进而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尤

其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对新冠病毒缺乏了解，对危机缺少认识，政府

的应对措施一度出现一些问题，如有的负责公共卫生的领导对抗疫局势过分轻视，导致对自己的

工作掉以轻心，对疫情情况一问三不知，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起责任。

（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尚需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应急管理部 2018 年 3 月成立以来应对的第一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家应急管理部在抗击疫情的实践中，做到了全国的统一指挥调动。但是，目前公布的国家应急

管理部职责分工中，明确了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灾难”，却并没有明确是否包括“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我国应急管理体系职能建设上，还需要不断完善。

总体看来，我们在危机应对的能力素质和体系建设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 迫切需要在公

共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补上短板、不断完善，以便提高危机应对能力，迎接新的更大

的挑战。

三、公共危机管理的治理能力建设

（一）敏感危情处置能力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具有突然性、复杂性、危害性、变化性等特点，相对应的应急管理则应当

具有快速启动性、探索尝试性、有效遏制性、动态博弈性等特性。应急管理人员在危机的预防、处置、

善后中，需要保持时刻警惕的危机意识，当好预警人。危机发生时，要按照组织程序在第一时间

火速上报，并依据专业知识感知到的危险态势制定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及时解决棘手问题，以

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危情时刻，应急管理人员需要临危不乱、特事特办，必须基于客观的数据和

事实作出决定，杜绝情绪的过分影响。面对严重的疫情形势，他们应当具备沉着冷静、超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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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谋划的心理素质，让群众感到踏实、信任和放心，体现新时代勇于担当的职业精神。最早感

知公共危机的警报人，应先控制自己的言行，通过组织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上反映，待组织研究后

再集体上报预测出的潜在危机，体现出职业人员对维护社会和国家稳定的专业担当与爱国情怀。

（二）舆情舆论引导能力

舆论的宣传 与辐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号召力、动员力、凝聚力，

是和平时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增强和扩大中国媒体在世界

上的话语权和宣传力度，团结一切志同道合、支持正义的资源，强力反击无端政治化、阴谋化、

污名化的栽赃陷害。这在宏观上需要领导层强大的组织力和联动力，在微观上需要基层细致可行

的协调力和执行力。各级领导要重视专业人员反映的问题，并作出及时应对；要理智面对各种质

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要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增强临危不乱的定力，

培养和提高全民明是非、辨真伪的能力，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地客观分析突发的危机事态；要学

会不仅运用传统的纸质媒介，还要运用现代的网络媒体，使用视频和音频等信息交流方式，及时

应对各种指责推诿，客观地传播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实际动态 。 
在舆情舆论的引导中要有诚实和责任担当的精神，时刻记住挽救生命比挽救面子更重要，要

充分运用线上线下媒体平台，与主流及社交网络媒体进行沟通，及时关注大众的意见，以科学专

业的素养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传播力及感召力，实现正确引导。国际上最早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开

报道的是中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先开始在政府组织下全民有序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但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起源并非在中国。大量数据表明，在中国及时公布疫情之前，新冠病毒早已经在其他

国家存在并流行，只是他国未能及时发现或刻意隐瞒不想公开承认而已，诸如国外媒体关于新冠

肺炎所谓“中国是首先的来源”的不实报道，是不负责、不公正、不准确的，是蓄意对中国的栽

赃和抹黑。以往的公共疫情暴发史显示，病例最先公开的报告地，往往不是病毒来源地，比如：

艾滋病毒的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国报告，但是有可能其起源地并非美国；西班牙的流感实际上后来

发现也并非始于西班牙。但我国在疫情发生后并未急着掩盖事态或控制舆论，而是将所有力量都

放在救治民众和抗击疫情上，这不能不说是伟大人道主义精神与高尚民族精神的体现。

（三）组织动员协调能力

危机发生时，要尽快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始终盯住危机起源这个关键点，控制事态的发展，

一定不能把小危机拖成大危机，然后再去被动应对。如果为了周全准备先去集中力量而不是立即

应对，其实是一种浪费宝贵时间的做法，最后反而会仓促应战。因为，一旦危机事态扩散并超过

某个临界点，届时集中再多的资源都将不敷使用，所以，应急管理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实际情况上报到相关应急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再据此尽快预警，将突发事件信息及

时传递给大众，同时全力处理危机、进行善后，保证危机处置的畅通无阻，促成精诚团结、共筑

长城的局面，这是抗击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选择。要运用网络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力量，以及

媒体渠道快速广泛传播的媒介力量，精准地共享疫情的动态变化，扩大面向社会公众的宣传力量。

此外，相关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需要细化到位，若是各级协调的权责不清、无法落地，任何

部门的职责都将形同虚设。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迅速有效的控制，继而抗疫常态化与复工复

产的推行，以及人民社会生活秩序的逐渐恢复，都充分展现和证明了我国政府高效的动员力、组

织力、协调力和执行力。

（四）迎难实干能力

在危机面前，人民群众需要做实事的党员干部，需要榜样的带动力量。在抗疫过程中，各级

干部要具备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决心和韧劲，迅速出手，狠抓硬干，坚定果决，严防思想与行动上

的松懈。关键时刻，必须身体力行、脚踏实地、撸起袖子真干实干，因为人民群众需要的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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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危机的实际作为。在危机处理中，只要群众提出诉求、反映情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对号入座、

自查问题，及时回应职工群众的关注，不能仅是形式主义地喊口号。要将群众反映的问题每天实

时上报上级并通报相关单位，及时抓住危机处置的关键期，唯有这样，才能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在危机发生时迅速解决危机、防止危机扩大蔓延。

同时，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

难题，有效解决群众面临的各种困难。人民群众反映问题时，也许一次实地的调查及疏导，就会

化解危机，因此，基层党员干部要主动做好深入基层、同群众相互沟通的工作。在处理危机时，

要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解释清楚，把大道理讲活、小道理讲实，把官方书面文字转化为草根百

姓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不可缺少。只有扎实推进基层工作，才能取得群众的

信任理解与配合，才能有效推进抗疫政策，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

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中遇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关键是要及时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平

时开会、发文、报告等，都只是履行日常工作职责的程序，只有亲赴一线、实干解难才是身为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服务员，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

因此要少喊口号、多做实事，发挥出身先士卒的榜样带动力量。危急关头，首先要解决急事实事，

大力发扬实干精神，多讲真话，少说套话，拒绝空话；要具备精准判断事情的洞察力、指导到位

的专业素养，以及亲临一线监督落实的执行力，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在前、冲在一线。身为领导

干部，应当敢于提出“以我为榜样”的口号，做好“领头羊”，充分发挥榜样引领和激励的作用，

提振士气，带动广大职工群众，向奋战在危机处理一线中的先进模范和英雄们学习，以实干担当

凝聚力量，万众一心战胜危机。比如，2020 年 5 月 14 日 0 时至 6 月 1 日 24 时，武汉市集中核酸

检测 9,899,828 人，武汉市政府承担总支出费用约 9 亿元，在政府与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武汉核酸检测已经做到全覆盖，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大事，对中国乃至全球疫情防控具

有重大的意义。

（五）危机心理疏导能力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其发展趋势难以预料，人们更容易被慌乱恐惧等不良情绪裹挟。

新冠肺炎疫情中，在患者突然染病、家属失去至亲、医生紧张工作、居民窝在家里、职工不上班、

学生不上课等非正常社会状态下，公众心理问题就会随之突发和显现。比如，患者家属经历生死

离别后需要安抚慰问，居家防疫中出现的不安情绪需要心理调适，应急状态下医务人员的心理状

态需要高度关注，等等。尤其在大流行的疫情下，医务人员看到太多生命的离开，他们中间出现

焦虑甚至抑郁的心理状况，进而影响睡眠、饮食，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因此对其进行心理辅导是

非常必要的。部分普通民众出现过度恐惧、易怒、抑郁、孤独、失眠等心理状况，有的人不敢出

门、盲目消毒，这些也都需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应急管理人员要善于根据对方的心理状况进行

有效的心理疏导，及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传递救助信息，直抵求助者内心，做好安抚和引导工作，

消除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阴霾，帮助大家解开心结，增强战胜公共危机的信心；同时要及时向广大

群众宣传相关科学防护知识，让群众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疏导情绪，如阅读书籍、欣赏音乐、

适度健身等，让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转移注意力，做到有规律地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从

政府到大众都需要避免偏听偏信，要理智利用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加以分析，客观地思考，避免情

绪恐慌，做到相互配合、彼此信赖，冷静地应对各种危机，作出相对精准的决定。面对危机时，

应急管理人员尤其要保持冷静，要以乐观的心情和态度，调适各种紧张的心理，积极地投入危机

处理的工作之中。



                                   第二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 4 月

· 122 ·

四、公共危机管理的治理体系建设

（一）将以人为本作为体系构建的根本出发点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条件下，要依法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的保障。

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需要凝心聚力、慎终如始。唯有保护了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才有民心稳定，才有社会稳定，最终国家才会稳定。必须强化“服务人民的初心和捍

卫国家的使命”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导向，保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要在科学抗击、全力阻击突发的公共卫生疫情中，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要用法治护航、同

舟共济，彰显规则至上的文明风尚和命运相连的文明情怀。从增强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到改革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从提高重大疫情医疗救治水平到深入开展全国卫生运动，从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

势到强化医疗科技创新，都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要总结疫情防控斗争的成功经验，丰

富爱国卫生运动内涵，推动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既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又要将健康理念融入政策之中，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的规划、建设、

管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凝聚社会合力共建健康中国、共护人民安康。 
（二）加强危机应对的体系建设

要继续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及法律法规的建设，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锻炼和提高相关

人员临危不乱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提高依法治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执行力 。真正认识、了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客观上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其危险性与突发性又要求管理部门的迅速应对。

当公共卫生危机初次出现时，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快速作出相对正确的调查与判断，并且及时回溯

总结、找到问题、查漏补缺，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工作思路，尽快找到具体传播途径，据此提出

解决办法。

各级领导者面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必须勇于担当，亲自深入疫情一线，调查和分析实际

情况。领导干部要下沉基层，亲力督导，充分利用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系统，掌握公共危机动态，

实时完善区域内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迅速把握突发紧急事件的动态，主动监测

和引导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走向。领导干部既要成为协调联动的指挥中枢，调动本地救援资源和

协调有关单位共同应对，也要具备专业素养和指挥才能，迅速地多方收集现场情报，对突发公共

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估，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在确保危机信息传递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向上

级单位上传和向下级部门下达危机蔓延趋势，向大众传递有效真实的信息。危机管理系统的责任

人非常重要，既要授权于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士，将其作为辖区内突发公共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同

时也要依法赋予其相应越级的职权，令其启动危机应对机制后有权直接越级上报危机，减少管理

层级，加快信息和命令的传递速度。

针对此次疫情危机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应当定期举行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应急应对演

练，科学准确预测危机可能出现的节点，提前常态化推演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并针对演习中出

现的不利环节和问题，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具体补救措施。常态防控彰显科学至上的求真精神，

对于此次疫情来说，遵循的程序一般依次是模拟现场防疫消毒、检测体温隔离观察、病例采样核

酸检测、转至发热门诊治疗、流行病史行踪调查、启动相关防疫措施等。通过病例和现场的流行

病学调查，将病例工作、学习、居住、用餐等所在的可能被污染的场所划定为疫点，待病例及密

切接触者转移后，开展有关场所疫点的模拟消毒。疫情预防的演练现场应成立指挥部，设置协调组、

救治组、维稳组、保卫组、保障组等，各组之间密切配合，有序展示防控工作部署、现场应急隔离、

人员疏散安置、疑似接触排查、隔离现场安排、医务关怀救治等环节，做到指挥有力、环节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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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明确、措施得当，提升疫情防控的处置能力和指挥水平，为复工复产、复学复课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

（三）专业卫生人员队伍建设 

疫情下，指挥到位的专业能力，可以转化为战胜公共卫生危机的坚定信念。首先肯定新冠肺

炎会人传人的钟南山院士、坚守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李兰娟院士、成功研制新冠疫苗的领衔人陈

薇院士，是我国抗击疫情前线的英雄代表，他们科学求实的专业精神和高超的专业技术值得大力

弘扬和学习。

中国实现超越式发展，需要大量优秀人才投身到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卫生、文体等领

域参加建设，为此我们必须营造广纳贤才的良好科研氛围。

此外，还要制定科学先进的专业应用平台与技术开发人员的激励制度，充分保证专业技术的

应用，以及开发者的技术收益，让优秀人才在得以发挥自身才能的同时得到更好的回报。

( 四）人员物资战略储备建设

防疫资源要储备充足，对内对外都应有可行的计划，以防危机再度出现。我们应当做好无疫

情时的充分储备，逐步建成常态化、高效化的战略储备模式。

要结合日常工作运行，建立顺畅流通的保障管理体系，以保证危急时刻的食品、防护、安置、

救治等物资的配置及运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即开发研制出新冠肺炎的

检测试剂，这得益于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专业技术储备。其实早在 2003 年，为应对 SARS 我国就

开始开发检测技术，再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时期的临床验证，表明其技术基本成熟。由此

证明，日常的、持之以恒的科技力量的雄厚储备，是主动应对重大危机最可靠的保障。

要树立和强化后勤跟进保障的战时意识，依靠强大的军队和人民的力量，共同战胜疫情。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平时应大力重视、保护、培养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准备好医疗条件完善

的应急医院，储备大量应对本地发生危机时所需的医疗、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筹备充足的资金，

这是应对危机的定心丸和稳定器。应根据现实解决危机的客观需要，建立对口接洽及供给部门，

以有条不紊地分类分级协调，畅通信息传递、物资流动的渠道，提高办事效率，充分保障应对危

机的一线人员的需求。

五、结语

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形势下，要按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既定规划，继续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

进一步推动复工复产，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国内要始终如一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地化危机为生机。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是

抗击危机、化危为机的根本力量。面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打响疫情阻击战，变压力为 发展动力，使新冠肺炎

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次疫情的有效防控，也印证了中国“同舟共济、互助互爱”

的强大民族凝聚力。为了战胜全球性疫情，应大力向世界介绍中国经验、阐述中国主张、提出中

国倡议、作出中国贡献，再次为全球树立战胜突发疫情的榜样。

在外防国际疫情输入时，要运筹帷幄、摆正心态、合作有度、抓住时限、变通交往、时刻防范、

互利发展，更要防止反华势力煽动人心的思想渗透，严防境外敌对力量通过表面的资金帮扶和救

助关怀来对我国年轻新生代进行渗透和分化瓦解。为了阻止“吃中国饭、砸中国锅”“赚取中国

人钱、危害中国安全”的行为，要补充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要向广大的海外同胞，尤其是海外

侨胞及时广泛地宣讲必要必知的中国法律法规，让他们了解祖国当下的危机管理相关制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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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安全。

一个国家发展目标越是高远宏大，其面临的挑战及风险也会越大。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博弈将

会长期伴随我国前进的征程，对此我们需要直面危机、不胆怯不畏惧，学会战胜危难、寻求机遇，

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化危转机地发展。中国实行以百姓利益为核心的人民民

主，西方推行以财团利益为中心的资本民主，治国理念的出发点和本质都截然不同，从而也导致

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疫情防控态度和结果。我们要有勇气、有担当地积极团结凝聚起全世界的力量，

夺取防控疫情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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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Modern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YANG Dingjia
( School of Trade Union / School of Trade Union Cadre Training,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

Abstract: Crisis handling of public epidem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current study believes that modern governance in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requires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s. As far as governance capability is concerne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sensitive and dangerous situations, the ability to guide public opinions, the ability of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lead by models, etc. In term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trong public health 

system based on people, strengthen the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crisis response,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health personnel, 

and establish a suffi cient reserve of materials for handling read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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