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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劳资关系成为现代经济中的常态，而没有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弱，很可能同劳资关系在演化中

得到长足的改进有关。对数百年来劳资关系的演化进行回顾和分析，研究发现劳工权益的争取和保障通常呈现
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研究认为，从演化视角观察，劳工权益的争取和保障以渐进方式为主，劳工组织、进步
力量和法律制度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且法律制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社会协商、劳工参与、职业安全
等一般性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劳工权益保护的重点转向劳工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残疾劳工，以及非全日制劳工
和派遣制劳工的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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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权益的争取和保障可以采取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激进方式的主要贡献是为追求劳工权
益明确了目标和方向，渐进方式的主要贡献是为追求劳工权益优化了方案和策略。从演化视角观
察，劳工权益的争取和保障以渐进方式为主，劳工组织、进步力量和法律制度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且法律制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激进式的劳工权益争取
在劳动关系理论中，劳资关系是有关劳工权益争取和保护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赖
以存在的基础。只有以激进方式摧毁这个基础，劳工才能获得应有的各种权益。劳工和革命者根
据这种认识进行了各种尝试。
（一）破坏生产的消极抗争
以机器替代手工工具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使千百万手工劳动者
落入失业行列，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变化使资方有条件以降低工资水平、延长工作时
间、增加劳动强度、雇用女工甚至童工等手段来谋求利润最大化。这个时期劳工的境遇非常糟糕，
个别劳工以破坏机器、烧毁厂房、消极怠工等手段发泄不满。这类自发的、分散的抗争使资方利
益蒙受损失，虽然劳工权益并没有得到改善，宣泄者甚至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响应的劳工很少，
但是理解和默认这种抗争方式的劳工众多。
（二）摆脱资方的劳工合作
在竞争不充分、市场规则缺失和政府管理缺位的情形下，商人可以随意抬高商品价格。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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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商人的盘剥，维护自己的利益，劳工采取了联合起来开办自营商店的行动。1769 年苏格兰额
尔郡成立了“便士资本家”合作社，1794 年奥地利维也纳成立了制表工商业合作社 [1]，1844 年英
国曼彻斯特北部罗虚代尔小镇的 28 名法兰绒制造工厂工人组建了向社员出售面粉、黄油、茶叶、
蜡烛等日用品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劳工合作没有停留在开办营销日用消费品的小商店上，
而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通过建立联合会（例如 1863 年设立的“北英合作社批发联合会”）开办
自己的工厂，生产“合作社”品牌的商品，开办合作社保险公司和合作社银行等。到 19 世纪末，
合作社的业务发展到消费、保险、信用、工人活动、社区服务等领域 [2]。从总体上看，它的量级
和成长空间不大，并未成为主流发展模式。
（三）促进劳资和谐的实践
历史上不仅有劳工合作，还有探索劳资和谐的实践，其中最著名的实践者是欧文。欧文于
1789 年在曼彻斯特创办工厂。为了在更大的工厂里推行自己的管理理念，1791 年他卖掉自己的小
工厂，应聘为一个大工厂的经理，这段时期的管理实践为他在新拉纳克的试验打下了基础。1800 年，
欧文接管了新拉纳克工厂，采用多种办法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
13—14 小时缩短到 10.5 小时；为工人修建宿舍，每个家庭均为两居室；工人住宅周围树木成荫，
花草成行；为工人建造晚间文娱中心；建立公共学校，为 2—14 岁的少年儿童提供教育，并附设
成人教育班；设立劳工食堂和工人消费合作社；创建工人医疗和养老金制度等。新拉纳克因实施
进步教育、工厂改革、人道就业、国际合作、花园式城市建设等，成为那个时期英国的模范社区，
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a。欧文还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哈莫尼和英格兰的汉普郡开展了类似
试验，但都失败了。他一贫如洗后仍作为工人一员开展了 30 年活动，组织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
社，培育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交换劳动产品的劳动力市场等。从总体上看，这类尝试很少，
各种实践持续的时间不长。
（四）消灭资方的工人革命
巴黎公社是最早获得成功的案例。1871 年 3 月 28 日，巴黎工人阶级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工人阶级的政权，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4 月 3 日，公社委员会会议先是颁布针对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的法令，对梯也尔等人的财产进行查封 [3]92 。4 月 15 日，将这个法令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到凡尔赛国民议会议员、帝制派和梯也尔政府委员的一切财产 [4]。4 月 16 日，公社委员会议通过
了把逃亡工厂主遗弃的工厂转交工人协作社的法令 [3]214。颁布该法令的主要理由是，工厂主的逃
亡造成的停产对工人生活造成威胁。法令规定将这些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由工人协作社拟
定管理生产的章程和迅速开工的措施，编制无主工厂财产清册，为付给工厂主补偿金提供依据。5
月 13 日，公社颁布了《关于定货合同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公社有权对公社以前签订的一切合
同进行审查；公社有权把承接的定货合同直接交由工人协作社来承办，并给予工人合作社以优先
权；由公社、工人协作社、需货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合同条款及承包价格等；通过在合同中注明生
产者的最低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的形式以保障工人的工资 [3]412，合同直接由公社和工人协作社签订，
剥夺了资本家对工厂的私有权和管理权；工厂由工人组织直接管理，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巴黎公社对剥夺者的剥夺是循序渐进的，从剥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剥夺大资本家、剥夺逃亡资
本家乃至更多的资本家，一步一步地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工人阶级手里，采用了从没收到支付
补偿金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为了让企业恢复生产和开展业务，巴黎公社对重要的工业企业实行了
公社监督和工人监督。其中公社监督工人协作社组织生产，工人监督使资本家的任何反抗都成为
不可能的事情 [5]。
巴黎公社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仅仅维持了几十天，维持时间很长且影响力很大的是
a 2001 年，新拉纳克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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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国家等在 20 世纪上半叶完成的“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它们的策略是先以公有制经济
体系替代私有制经济体系，再以高级公有制经济体系替代低级公有制经济体系。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这些国家相继扬弃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向公有经济与民有（或私有）经济
相结合的经济体系转型。俄罗斯等不再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基本上恢复了劳资关系；中
国等仍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大多数劳工在民有（或私有）经济就业，劳资关系得到很大程
度的恢复。

二、渐进式的劳工权益争取
劳资关系成为现代经济中的常态，而没有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弱，很可能同劳资关系在演化
中得到长足的改进有关。所以需要对数百年来劳资关系的演化进行回顾和分析。
（一）从各自博弈到群体博弈
劳工权益最初是由劳工各自追求的。劳工个体与资方谈判并签订劳动合同时普遍处于被动接
受的弱势地位，其权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极小；即使少数劳工的权益诉求得到较好满足，造
成的也是劳工之间的分化乃至分裂。
鉴于劳工各自同资方博弈不利于劳工权益的争取，不利于劳工的团结，劳工们意识到他们必
须团结起来共同商定维权方案，共同研究维权策略，共同采取维权行动，如此方能将以上“不利于”
变成“有利于”。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团体后来演变为工会。工会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劳工协商集中
劳工的权益诉求，通过同资方对话表达劳工的权益诉求，通过同资方谈判为劳工争取权益，并把
组织劳工游行和罢工等活动作为争取劳工权益的手段，这些活动有时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会
谈判能力的逐渐增强，谈判策略的逐渐改进，谈判方案的逐渐完善，劳工的权益诉求逐渐得到实现。
这些都是容易观察到的现象，也是得到充分研究的内容。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工会会员的数
量越多或占劳工总数的比例越高，争取劳工权益的力量越强，达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越大。所以，
同资方争取劳工权益的代表由企业工会拓展到行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工会会员数量的增减，工
人运动的频率和抗争程度，成为评价工会能力的主要指标。
简略地说，工会主要有以下功能和作用：
（1）争取劳工权益。这是工会的基本职能。工会以同资方谈判、组织工人游行或罢工等措施
为劳工争取权益。劳工权益包括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
（2）集中劳工诉求。劳工的诉求有很大差异，工会通过内部的磋商、协调，可以使劳工在诉
求上达成共识，使集体诉求更合理，表达更准确，理由更充分。
（3）协商谈判方案。劳工组织的规模越大，成员参与协商的权利越平等，形成的谈判方案和
策略的包容性就越好。这是集体谈判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根本原因。
（4）推动制度演进。工会最初以解决短期的具体问题为主，这个时期工会对会员人数、活动
频率和抗争程度的依赖性比较高。现在以制定和维护权益保障制度为主，最重要的是策略的有效性、
行动的协调性和知识的专业性，而不再是会员人数、活动频率和抗争程度。
其实，工会不仅是凝聚劳工力量和采取集体行动的载体，还是按多数人赞同的策略争取劳工
权益和改善劳资关系的载体。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劳工的心态是平和包容的，所以劳工们共同商
议出来的策略通常是温和的。在工人运动的初期，工会确曾被思想激进、言语鼓动性强的极少数
人操纵，随着工会运作机制的完善，工会被极少数人操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从企业工会拓展
到行业工会、全国性工会直至世界工会联盟，既具备了增强劳工力量的功能，也具备了协调劳工
权益诉求和改进斗争策略的功能。后者对于形成诉求更合理、理由更充分、策略更稳妥，进而更
容易被资方接受的谈判方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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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资方由各自同企业工会代表谈判发展到委托行业公会作为代表同行业工会进行谈判，
这既是资方增强谈判实力的重要措施，也是按多数人意见同劳工进行谈判的重要举措。
（二）从各行其是到相向而行
资方最初采取损人利己的策略，同那时处在非农就业机会的供给显著小于需求阶段有关，一
旦越过了这个阶段，这些策略就失效了，它们存在着被改进的客观必然性。个别劳工采用损人
不利己的策略，同那时视偏激行为为勇敢的认知有关，这种情形会随着劳工认知的提升而式微，
存在着逐渐消失的客观必然性。由此可见，劳资双方的策略从各行其是到相向而行，具有客观必
然性。
劳资双方在价值分配上通常有冲突。若双方只把注意力放在价值分配上，采取的博弈策略必
然各行其是：一方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方抵制资本家盘剥。劳资双方在价值创造上通常会合作。
若双方还把注意力放在价值创造上，采取的博弈策略就有可能相向而行。博弈策略的相向而行有
助于缩小分歧，化解冲突，而博弈策略的各行其是则会使双方渐行渐远。所以，在相互尊重、相
互适应的谈判过程中共同识别和扩大双方可接受的策略的交集，并在这个交集内寻求边际最优解
或最大公约数的做法，显然更适宜，更具有建设性。
其实，劳资双方在价值分配上的冲突和价值创造中的合作，都是促进劳资关系演化的不可或
缺的因素。其中，前者确立劳资关系的演化方向，后者寻求劳资关系的演化策略，它们共同推动
着劳资关系的演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劳资双方的斗争和合作既对立又统一。斗争是为了使自己在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使自
己的诉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合作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进而使双方都得到更多的收益，并形成
相互信任的关系。劳资关系实际上是双方开展斗争和合作的前提，没有劳资关系就没有斗争与合作，
就不会有劳资关系的改善。劳资关系的改善可能是合作的结果，也可能是斗争的结果。劳工的就
业机会是有限的，劳工的主要追求是升薪升职和不许资方随意裁员，而不是离职；具有特定技能
的劳工是有限的，资方的主要追求是稳定生产秩序，而不是解雇抗争者以儆效尤。
斗争既有调整分配格局，使劳工得到更多权益的一面，也有改善价值创造环境，使劳工把潜
在生产力释放出来的一面。即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否则不会有合作行为，甚至不会有合作动机），
斗争也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只是它的互利共赢有一个滞后期。这是发生劳资冲突时资方会适当让
步的重要原因。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以为劳工权益的获得是劳工和工会不断向资方施压的结果，是政府和法
律不断向劳工和工会倾斜的结果，这种认知显然过于简单。劳工权益的增加确实要资方向劳方让
渡一部分利益，由此带来的心情改善则会使劳工为资方创造更多的效益，所以劳工权益的不断改
善并不会使资方在收益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从长期看，劳工权益的增加是劳资双方利
益都得到增加的正和博弈，而不是只有劳工受益的零和博弈。劳工权益的增加既是劳工和工会努
力的成果，也是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结果。所以劳工权益研究应该从劳工行为和工会行为两个
维度入手，但不能止于这两个维度。
社会文明的发展可以采取渐进性改革和激进性革命两种方式。前者是冲突处于可调和状态时
的常规做法，后者是冲突累积到不可调和状态时的超常规做法。工会、资方和政府通常以适应和
协同的方式处理冲突，而不会任凭劳资冲突升级，直至引发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为基本任务的革命。
劳资双方能不能在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劳工权益增加和资方利益保障的统一，既是制度创新的核心
内容，也是完善有关法律的基本原则。近百年来，劳资关系主要是沿着这条逻辑主线演进的。
（三）从组织维权到制度维权
劳资双方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就改进劳资权益结构和相互关系进行协商与谈判，劳工权益的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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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劳资关系的改善均来自工会与资方谈判取得的成果。此时属于组织维权阶段。
工会内部的协商与谈判、工会和资方的协商与谈判、资方内部的协商与谈判、工会组织和资
方组织的协商与谈判，都旨在形成和扩大劳工内部、资方内部和劳资之间的共识，并把特殊性共
识拓展为一般性共识，把局部性共识拓展为全局性共识，进而把它们提升为普遍性的社会共识，
最后在政府的主导下把它们凝练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成为劳资各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
则或行为规范。随着协商谈判中达成的普遍性共识逐渐增多，法律和制度中有关劳工权益的内容
逐渐增多，劳工权益的保障水平便逐渐提高。从长期看，规则和规范体系会越来越健全，偏离规
则和规范的主张或行为会逐渐减少，劳工权益最终会由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正是这些法律和制度，
使得劳工权益的争取由循环往复的抗争与谈判跃迁到螺旋上升的协商。此时属于制度维权阶段。
制度和组织既有互补性，又有替代性。它们的互补性会促进组织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它们
的替代性会使组织失去一些活动空间。具体地说，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工会谈判策略的优化，
都有替代工人运动的效应。将劳资谈判中达成的一般性、全局性共识凝练成法律和制度，用它们
来维护劳工权益，是社会的进步。它们具有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或“搭便车”的效应，有可
能造成工会会员数量或占比的下降，但这并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
显然比劳工组织的强大更重要，劳工组织谈判策略的最优化显然比会员人数最大化更重要。一旦
工会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就会把工作重心放在制定、完善有关劳工立法和优化谈判策略上，而不
会热衷于增加会员的数量和工人运动的频率。其实，会员占比的下降和工人运动的减少恰恰是观
察或评价有关劳工的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程度和谈判策略的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进入这个阶段后，
工会及其劳工运动将由保障劳工权益的第一动力演化为保障劳工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
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两个多世纪来，劳资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政
治民主制度，以及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推动下发生了深刻变化。简略地说，劳资关系的演
化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无序化、放任化阶段（从产业革命开始到 19 世纪下半叶）。资本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财富积累主要依靠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的生存境况恶劣，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很低，
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受剥削的
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向有序化、规范化迈进阶段（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欧美各国工会活动蓬勃发展，
主要主张是缩短工时，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和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险，停止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等。
在工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这些国家相继废除了禁止劳工结社的法律，先后制定了工
会法。1871 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会法》，1875 年颁布了《企业主和工人法》，允许工
人团体与企业主签订契约，以集体交涉方式达到利益平衡。工会和资方开始以平和的方式协调劳
资关系，以克服过激的抗争对企业乃至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工人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劳动报
酬提高进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劳工消费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发展。
（3）向制度化、法制化过渡阶段（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初欧美国
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化解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批失业、经济全面萧条的负面影响，
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完善劳动立法，加强法律在解决劳资冲突中的作用；二是
健全劳动管理机构，强化劳动监察；三是实施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保
障劳工生活条件。此外，管理科学对科学管理（该理论在本质上排斥工人参与管理）的替代和行
为科学的应用，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带来了机会。
（4）三方协商制度主导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三方是指工会组织、雇
主组织和政府。三方协商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集体方式处理劳资关系；二是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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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劳动法律和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一些国家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协商处理劳资关系事务的
机构，如劳资协议会等。政府为劳资谈判提供调节、仲裁及其他服务。劳资关系的缓和促进了社
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劳资关系的改善。工会活动从经济领域的
生产经营管理拓展到政治领域的劳动立法和社会政策制定，在规范劳资职责和行为方面增强话语
权，成为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工会和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8 小时工作制，各种劳动保护
制度和失业、医疗、养老、残疾等保险制度基本形成；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得以纠正；大规模失
业得到克服。
（5）向包容、合作方向迈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劳资关系
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包括规范的劳资协议制度、
集体谈判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法律和制度成为解决劳资争端的主要途径，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善及劳工福利水平的提高，成为稳定劳资关系的新手段，为缓和劳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资关系从无序化、放任化转变成有序化、法制化，从利益冲突型转变成利益协调型，从相互争
斗转变成相互制衡 [6]。

三、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演化
或许是相关学者大多都隶属于特定组织的缘故，劳工权益研究中存在重组织贡献轻制度贡献
的倾向。现实中有很多论述工会作用的论著，都基本偏重工会联合层次提升的作用、会员总量或
会员占劳工总量比重增加的作用、工会运动的作用，制度的作用有的被一带而过，有的被归结为
工会作用的成果。工会确实是相关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以工会会员的数量或会员占劳工总数
的比重、工人运动的频率等指标度量工会推动相关制度变迁的作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便于
统计。然而，制度演进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有工人和工会的作用，还有资方、政
府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制度赋予工会的权利不仅有增强工会的作用，而且作用更
为持久，甚至更为重要。基于这种认识，下面对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变迁作一个梳理。
从产业革命开始至 19 世纪上半叶，劳工在立法上不但没有话语权，还是被法律管制的对象。
政府以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为名，制定禁止工人结社、罢工和示威的法律。例如，1799 年英国议
会制定了《禁止结社法》，禁止工人结成任何以要求提髙劳动报酬为目的的团体，禁止工人参加
工会组织和集会并对违法者给予惩罚，法院还判定工人结社构成刑法上的共谋罪。1800 年颁布的
法令规定，凡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减少工作量、妨碍他人受雇、唆使劳动者罢工而组织
的社团，均属违法，以金钱或集会助长以上行为的也属违法，应处 3 个月的监禁。雇主在行业或
地方范围内建立社团却不受该法令限制。
经过工人多年的抗争和进步人士的努力，1824 年英国国会通过《禁止结社废止法》。但 1825
年的《禁止结社废止法修正法》又规定，工人因工资和工时问题进行罢工为合法，因其他目的进行
罢工仍为非法。法院仍可以依照普通法，以工会“限制营业”的目的具有不法性而将其定为非法组织。
1871 年英国颁布了《工会法》，这是工会得到法律承认的标志。《工会法》解除了法院对
工会设置的障碍，废除了结社构成共谋罪的规定。针对法院可以依照刑法规定限制工会活动，
1875 年颁布的《共谋罪及财产保护法》废除了刑法修正法的规定。针对法院可以根据民法中的
共谋规定，以恶意干扰合同关系的民事侵权行为为由，要求工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906 年颁
布的《劳资争议法》，确定工会在侵权行为方面一般予以免责的原则。1913 年的《工会法》规定，
工会可以依照章程规定的其他合法目的，如工会章程规定可支持的政治活动而收取费用。该法的
颁布使工会活动获得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工人的行为并非没有任何瑕疵，为了避免对这些瑕疵
纠缠不休，法律又增加了不对争取权益过程中出现的瑕疵纠缠不休的规定。英国的工会法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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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工会活动所设置的种种限制，免除工会在刑事或民事方面的违法性，针对特别的问题采取
特别的立法 [7]。
针对 1964 年英国枢密院以普通法的关于恐吓的侵权行为理论，判定工会会员使用罢工或暴力
威胁构成侵权行为的判决，1965 年颁布的《劳资争议法》特别规定，任何以劳资争议为目的的违
反雇佣合同或劝诱他人违反雇佣合同的威胁，不构成侵权行为。
1971 年英国国会制定了《劳资关系法》，1972 年制定了《劳资关系法实施规则》。1984 年英
国颁布新的《工会法》，1992 年颁布《工会和劳资关系法》，1993 年颁布《工会改革与职业权利法》。
按照这些法律规定，工会享有的权利主要有：（1）在集体谈判中获取企业资料的权利。以便于双
方开展集体谈判。
（2）同雇主协商企业裁员的权利。企业裁员前必须告知工会并与其协商裁员事宜，
否则将被视为不当解雇。
（3）同雇主协商企业合并的权利。企业合并时雇主必须告知工会合并理由、
合并时间、合并后对雇员的影响及相关措施等，并与工会协商。（4）工会有合同上或民事侵权责
任上的豁免权 [8]。
简略地说，劳工权益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协商。
这三方就最低工资、工作条件、就业政策等重大问题达成一个原则性的框架文件，并有检查监督
其执行情况的一套机制。第二层次是行业内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的协商。其目的是达成不
低于国家确定的相关标准和条件的劳动标准和条件的协议，该协议同样可以覆盖没有参加工会的
职工。第三层次是企业内部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种职工维权机构同雇主之间的协商。
（2）劳工参与管理的制度。二战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德国超过 1000
人的企业的监事会必须有 1/2 的工人代表，500—1000 人的企业的监事会必须有 1/3 的工人代表，
这些代表在监事会中与资方协商解决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企业还成立职工委员会，以维护工人
的正当权益。比利时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9]。
（3）职业安全与健康保障制度。各国政府不仅制定并实施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还根据社会
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产业的出现及时更新和完善标准体系；注重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的适用性和
可操作性，使绝大多数企业能达到标准；对资方遵守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进行监督，严惩违规行
为，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的落实；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科学研究和教育训练提供必要的信息
资料。
（4）职业培训、工作休假和社会保障制度。各国政府负责对求职者提供职业培训等，使进入
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的人能更快地找到工作；工作休假制度包括 8 小时工作制度、5 天工作制度和
带薪休假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涵盖医疗、事故、失业和养老等内容；有些国家对劳动者需要购买
的有关劳保用品实行退税政策。

四、劳工权益保障的进展
一般性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劳工权益保护的重点转向劳工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残疾劳工，以
及非全日制和派遣制劳工的权益保护。
（一）最低工资制度
为了维护劳工中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很多国家实行了最低工
资制度。
1894 年，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次出现在新西兰的《劳资协调仲裁法》中 [10]。如今，世界所有发
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最低工资标准，并将其作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衡量国家贫
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其中，以最低工资与人均 GDP 的比率评价劳动力的价值，以最低工资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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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比率评价分配公平情况，以最低工资的增长率评价政府对低收入群体重视程度。各国采用
的最低工资标准有所不同，有的采用最低月工资，有的采用最低小时工资，有的同时采用最低小
时工资或日工资和最低月工资或最低周工资。最低工资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
（1）全国性最低工资。这是国家立法机关或政府特定机构，根据本国国民生存需要及经济发
展水平确立的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荷兰、新加坡和巴西等国
实行全国性最低工资。
（2）地区性最低工资。这是国内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适合于本地区的最低
工资水平。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实行地区性最低工资。
（3）行业性最低工资。这是经济比较发达、劳动力市场比较健全、集体谈判制度比较完善的
国家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工人力量分散、组织起来困难、较难进行集体谈
判的行业工人提供保护。德国、瑞典、丹麦、芬兰、意大利、奥地利、韩国等国实行行业性最低
工资 [11]。
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会作适时调整，而且覆盖面会逐渐扩大。例如美国，1938 年颁布《公平劳
动标准法》时最低工资覆盖面约占全部非管理人员工薪劳动者的 43%，20 世纪 90 年代的覆盖面
约占全部非管理人员的 88%。
有的国家不仅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还规定强制性奖金；有些国家对低工资人群给予税收减免
和多种福利，拿最低工资劳工的实际收入要高出他们的工资收入。
（二）临时性和派遣制劳工权益保障制度
为防止资方以雇用临时性劳工和派遣制劳工的方式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很多国家有专门保障
这类劳工权益的制度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享有同等的就业权益。为此有了两项限制性规定：一是临时工作最长期限限制。荷兰规定，
非全日制劳动者的试用期同全日制劳动者一样（最长期限为 2 个月），以防资方蓄意延长临时性
就业合同。二是解雇限制。德国规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和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同等适用禁止不
当解雇、随意解雇的规定。美国、荷兰、英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对于“不正当解雇”，员工可
到就业仲裁所上诉。
（2）享有工资报酬和休假权益。美国规定，12 个月内工作满 1000 小时以上或上年工作 1250
小时以上的临时工人，可享受的津贴和正规雇员相同。德国规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工资以
同类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工资为基准，按工作时间的长短计算。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可以同全日
制就业劳动者一样申请疾病津贴，获得圣诞节补助、病休慰问补助等。荷兰规定，非全日制雇员
休假日数按工作时间总量等比例计算，特殊假日与全日制雇员的待遇相同。德国、比利时、丹麦、
法国等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派遣制劳工在社会福利、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正规雇员相同；派遣
公司应建立住房保证基金，帮助派遣工人租住房屋，以及建立消费者信用贷款保证金，以便为派
遣工人提供相应贷款保证。加拿大也有类似规定，非全日制劳动者执行和全日制劳动者相同的工
作环境安全规则和工作超时补贴。
（3）享有社会保险权益。荷兰规定，非全日制劳动者依据其工作时间总量的多少获得一定比
例的健康保险、失业救济、病休补偿、残疾津贴和养老金。英国的综合型社会保险制度覆盖所有
非全日制劳动者及其他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德国的工伤保险适用于一切雇佣劳动者。
（4）享有职业培训权益。德国规定，非全日制工人可参加对职业生涯有利的所有培训。
（三）残疾人就业保障制度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不完全统计，残疾人中年龄在 15—64 岁的劳动人口达 3.86 亿人。据国际劳
工组织不完全统计，有 3 亿多残疾人实现了不同形式的就业。立法在残疾人就业权利的保障和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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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残疾人的就业保障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
（1）按比例就业。1944 年英国颁布的《残疾人就业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立法。该法律规定，超过 20 名雇员的企业必须雇用 3% 以上的残疾人。有些国家对各类机
构雇用残疾人作出不同比例的法律规定。例如：德国规定私人企业为 6%，公共机构为 10%；日本
规定私人企业为 1.5%，公共企业为 1.9%，各级政府及公共机关为 2%；韩国规定企业为 2%，国
家及地方公共机构为 3%。有些国家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程度进行调整，例如：日本规定雇用重
残者以一代二，有些国家将残疾程度一般的残疾点数定为 1，残疾程度严重的（如盲人）、50
岁以上的残疾人和新招聘的残疾人的残疾点数都大于 1，企业雇用的残疾人的点数必须合乎法
律规定。
（2）集中安置就业。国家、集体通过举办福利企业解决残疾人就业，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德国和瑞典主要以建立庇护工厂的方式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工作的残疾人提供职业培训或就
业，以及同正常人一样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保险等。
（3）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日本对自谋职业的残疾人提供贷款担保，并在开业、就业方面给
予资金援助。英国对自营就业的残疾人提供连续 52 周、每周 60 英镑的就业津贴，并免收所得税，
其间另给予 750 英镑的一次性培训补助。在瑞典，政府为自谋职业的残疾人提供数目可观的职业
安置津贴。
很多国家为维护残疾人的就业权益作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安排：
（1）设立保护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政府机构。例如：法国设立了反歧视促平等高级公署；英
国有残疾人权益委员会；德国则有联邦反歧视局；日本政府机构可以接受残疾人的求职信将它们
提供给相关企业，并对企业雇用残疾人的行为给予鼓励。
（2）设立为残疾人就业服务的机构。在建立残疾人信息登记系统和搭建雇主与雇员互惠平台
的基础上，提供职业介绍、培训、指导、咨询、评价等各项服务，以帮助残疾人就业；免费提供
就业资源和信息，分析就业形势，协助残疾人求职者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提供职业康复等服务，
使残疾人的劳动能力得到最大可能的恢复，从而使残疾人保持持续就业的状态；对残疾人求职者
进行心理、技能等方面的训练，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使其在正常的环境中工作并获得相应的报
酬和公平的晋升机会。
（3）编制残疾人权益保障计划。如美国的相关计划包括：社会保障伤残保险计划，为处于就
业阶段的重度残疾人提供保障；收入补充保障计划，对因收入过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残疾人予
以帮助；雇工补偿计划，对因工伤导致残疾的员工给予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对因工作意外导致
的暂时或永久性伤残给予一次性补偿；职业康复训练、重返工作岗位计划，促进残疾人再就业。
德国、瑞典和法国等设立了残疾人再就业基金，可以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工资和就业等方面的补助。
（4）庇护工厂保护制度。具体包括：专产、专营政策，其他企业不得随意参与竞争和生产；
原料、设备资助政策，免征所得税和产品税政策；残疾职工免交个人所得税政策。
（5）就业保护制度。荷兰和德国规定，残疾人的就业合同受到法律的自动保护，没有国家机
构同意，雇主不得解雇。美国的法律规定：任何单位不能不雇用原本合格的残疾应聘者，不得拒
绝为具备胜任资格的残疾人求职者或员工根据其身体或精神方面的残疾进行合理调整 a，除非相关
机构能证明该调整会使商业成本大幅度增加；不能在雇佣期限、晋升、辞退、培训、薪酬待遇等
方面歧视残疾人雇员。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也有类似规定。
（6）奖惩制度。西班牙规定：雇主每招聘一名残疾人，可以得到政府津贴 3906 欧元和一定
a 具体规定是：改造现有设备或者装置，使残疾人可以接近和安全操作；调整和修订工作程序和工作日程，使残疾人便于
工作；调整或修改考试、培训教材和相关政策等，使之适合残疾人；为需要的残疾员工提供合格的朗读者或者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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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减免，并可降低交纳社会保障金的比例；若达不到比例则要缴纳一定的罚款。日本规定：
对超比例雇用残疾人的单位，每多安排一名残疾人给予每月 2 万日元的奖励；对达不到规定比例
的单位，每少雇用一名残疾人每月处以 4 万日元的罚金。日本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定期公布各单
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的执行情况，通过舆论监督推动按比例雇用残疾人规定的实施。
很多国家的相关立法都兼顾了雇主利益和市场机制的要求：
（1）适格制度。为了保障雇主利益，求职的残疾人必须适格。判别残疾人适格的基本标准是：
具备岗位要求的相关条件，不会对他人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2）按劳取酬制度。根据市场机制的要求，残疾人同样实施按劳取酬原则。法国规定：在一
般企业中，残疾工人与健全工人应该同工同酬；在家庭及福利工厂中工作的残疾工人，其收入应
达到法定最低工资的 90%；在劳动援助保护中心工作的残疾工人，其收入应达到法定最低工资的
70%，如果实际工资低于该法定标准，应发给其报酬补充金，以弥补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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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Ways to Strive for and Protect Labor Rights
LI Zhou
(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
Abstract: The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 becomes a normal phenomenon in the modern economy, and it has not gradually weakened over
time. It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of the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volution.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centur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striving for labor rights and protecting them usually present
two ways of radical and gradual evolutionary proc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the current study claims that striving for labor rights
and protecting them are mainly gradual and progressive. Labor organizations, progressive forces and legal systems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whilst the role of legal system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fter general social issues, such as social consultation,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etc., having been basically resolved, the focus of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has turn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isadvantaged labor groups, especially disabled workers, part-time workers and dispatched workers.
Key words: trade unions; labor rights; labor-management harmony; system evoluti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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