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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起草及搁置分析 ∗

黄巧燕 ∗

摘要:《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及《广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这两年的立法起草过程，
充分说明要实现在法律上正视集体协商和罢工问题并不容易。广东省和广州市的立法努力过程，显示
出各种力量、各种思潮相互抗衡、时有妥协的过程。广东、广州在集体协商和“停工、怠工”问题处
理上的立法努力，仍然显得前路漫漫。
关键词: 企业民主管理 停工 怠工 集体协商

An Analysis of the Draft of Regulations on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Shelving ∗

Qiaoyan Huang

Abstract: The drafting process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Ordinance on Collective Negotiation of Labor Relation of Guangzhou city in
the last two years has fully demonstrated that it is not easy to directly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collective
negotiation and strike in the law. In this process, Guangdong province and Guangzhou city have made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a variety of forces and different trains of thoughts have contented against each
other and made concessions from time to time. Still, there seems to be a long way to go for Guangdong and
Guangzhou in legislating collective negotiation and the handling of “work stoppage and slow-down”
problems.
Key words: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work stoppage, slow-down, collective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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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广东省对停工现象的特殊处理方法和政策 81，
不少人认为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在集体协商和
罢工问题的处理上走在了全国前面，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广东甚至被寄予厚望，被期待在先行先试
的政策下，作为理性、规范处理的成功标杆被树立起来。我只能说，这方面的实践和实验，的确夺目
甚至炫目，但将其制度化的努力（立法）
，离成功还很遥远。
《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及《广州市
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82这两年的立法起草过程，充分说明要实现在法律上正视集体协商和罢工问
题并不容易。广东省和广州市的立法努力过程，显示出各种力量、各种思潮相互抗衡、时有妥协的过
程。期间，以资方为代表但不乏学者和政府机构人员发出的质疑、怀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而他们在
行动中不遗余力的反对和批评，很多时候显得卓有成效；另一方（这一方似乎更不好标签为开明派或
劳方，只是相对于前述一方而言）在这过程中的担忧、犹豫、徘徊、无奈、退让与妥协，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停止。广东、广州在集体协商和“停工、怠工”问题处理上的立法努力，仍然显得前路漫漫。

一、近期全国的集体协商及企业民主管理立法提及“停工、怠工”的情况
2007 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后，省级地区陆续出台一些新的工资集体协商规定 [3]。
《劳动合同
法》颁布后出台相关规定的省一级地区（包括河北、天津、福建、云南、山西、辽宁、贵州、新疆、
湖南等）
，均没有涉及“停工、怠工”问题；颁布前一些规定即使提及停工、怠工，也仅是重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七条内容；各地已经出台的为数不多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看，即使单列
一章规定“集体协商”问题，也没有提及“停工、怠工”问题。

二、
《广东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被搁置前的最后意见稿评论
《广东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立法进程已经被搁置，今天分析它还有意义吗？必须说明，本人关注
的是立法的过程，关注导致搁置结果出现的所反映各种力量争斗的过程。

（一）首先说明，我个人认为，从被搁置前最后稿（指 2011 年 1 月 10 日稿，下称“条例最后意
见稿”
）内容看，该条例“搁置”
，不一定是坏事。
“条例最后意见稿”不止一个条款对“停工、怠工”
现象作了回应。我不反对制定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也认为集体协商是民主管理的一种方式，但我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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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恒（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妥善处理停工事件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珠三角地区调处停
工事件的经验和启示”，2011 年 4 月 14 日，南方日报，http://gd.people.com.cn/GB/14390547.html
82
《广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后改为《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并由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通过，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批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从“集体协商条例”改为“三方
协商规定”，充分说明集体协商立法所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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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将停工、怠工问题放在这个条例中加以解决或规范。因为这样的立法选择，可能误导人们作出停
工、怠工是民主管理方式之一的理解。
据我了解，停工、怠工问题被放在该条例加以规定，与有关领导急于通过法律去规范罢工行为有
关，因为该条例当时已经走到省人大二审阶段，将停工怠工现象的处理放在民主管理条例中加以规定，
可以很快“罢工”行为规范化。据了解，被搁置的原因，主要是该条例遭到以香港商人为代表的企业、
雇主的反对。我个人认为，资方的反对并不能成立。实际上，“条例最后意见稿”规定的企业民主管
理事项，在全国性法律法规中都有所体现，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等。除了对集体协商过程中的罢工（即停工、怠工）作了一点点尝试性的新规定外，该条例最后意见
稿并没有对企业目前享有的各项经营管理自主权作出现有法律规定以外的干预和介入；对职工方而
言，也不意味着在现有法律规定外拥有了更多的、突破性的发言权。资方对该稿的一味反对，显然出
于资本的“本能”
，并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被搁置的第二个原因，恐怕就是很多人（包括我）
认为应当尽快制定独立的《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并通过该条例对“停工、怠工”行为作出规范，而
不是将其放在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中详细规定。
（
《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最后意见稿一共有六十一
条，自第二十五条开始，基本属于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条例重点实际上已经在“工资集体协商”上。
据我了解，目前的情况就是：广东省已经决定制定独立的《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二）条例最后意见稿比较创新的地方是对工会、政府两方在企业民主管理过程中及发生争议时
的角色和责任作了较为清晰的规定，避免了角色混淆，特别是对政府的协调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对企业方和职工方的利益之争，政府更多地站在中间人立场上，在双方利益之争出现僵局时协调处理，
除非某一方有违法行为。这样的规定，是对利益相关方自行、自主处理各自利益纷争权利的尊重，也
是建立自主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对避免政府因过分介入利益纷争的决策阶段而成为众矢之的也有积
极的影响。

（三）条例最后意见稿没有就职工自行组织起来直接表态，而是规定“企业未建立工会或者企业
工会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
，职工“可以向行业、区域工会或者地方总工会提出”。（意见稿第二十六
条）
这样暧昧的规定是否含有企业未建立工会时，职工不能自行组织起来向企业提出工资集体协商要
求的意思呢？如果职工有能力自行组织起来并实际上已经自行向企业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求，企业能
否以职工没有通过工会提出协商要求而拒绝展开协商呢？条例新意见稿在职工自行组织起来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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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问题上的闪烁其词，反映了起草者希望通过各级工会掌控日趋多见的职工工资集体协商要求，不
希望出现没有工会介入、没有“组织性”的、无法把握的劳动者自发行动。

（四）从条例最后意见稿可以看出：在以地方性立法正式承认劳动者的“罢工权”并不适宜的背
景下，起草者力图通过规范企业、职工和政府三方在“停工、怠工”过程中的行为，使“停工、怠工”
在有序、可控的状态下进行，将“停工、怠工”表达诉求的举动，纳入制度化表达方式之一。下面就
“停工、怠工”规范化的努力表现作具体分析及评论：

1． 对职工和工会提出要求
条例最后意见稿也和《工会法》持同样态度，直面“停工、怠工”现象的发生，并要求工会在出
现“停工、怠工”时积极介入，代表职工与企业协商。但“条例最后意见稿”明确反对职工在不提出
协商要求或不清楚表达诉求情况下“停工、怠工” ；并明确表明对“停工、怠工”过程中出现过激
行为的否定态度，明确规定“停工、怠工”过程中不得作出“损毁企业设备、工具；堵塞、阻碍或者
封锁企业出入通道；以恫吓、暴力行为迫使其他企业员工离开工作岗位；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妨害社会
管理”等的行为，否则就视为违法 的“停工、怠工”。
对职工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能否以停工、怠工方式迫使企业接受职工方的工资调整方案。条例
旧意见稿第五十条明确说明“不允许” 。条例最后意见稿没有了这样的规定。但条例最后意见稿通
过对企业的规定，对职工协商期间停工、怠工还是作出了限制。

2． 对企业提出的要求
条例最后意见稿没有就企业在职工方“停工、怠工”后如何处理直接作出规定，但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七条等条款中规定了企业不可为的行为，实际上可以视为职工“停工、怠工”时，对企业提出
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不能有激化矛盾的行为等。
另外，条例最后意见稿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企业超过规定时间未答复协商要求或者无正当理
由拒绝协商，导致职工“依法集体停工、怠工的”
，不得以职工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合同 。
该款规定实际上包含很多可以被放大以及可能产生不同分析或解读结论的信息。
①该款关于“停工、怠工”的表述非常特别，
“依法集体停工、怠工”一说，给人一个强烈印象：
停工、怠工已经被法律承认，是一种可以依法进行的行为。我尚不清楚起草人的本意。从条例全文分
析，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里的“依法集体停工、怠工”并不是对停工、怠工的正式承认，表达的
仅是停工、怠工过程中不能有过激行为，否则将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态度。
103

②这个规定是否意味着如果企业已经同意协商甚至已经在协商过程中，职工在协商期间停工、怠
工的，可以被企业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该款行文结果让人不得不得出“肯定”的结论。条例最后
意见稿似乎在表达这样的观点：法律不直接阻止停工、怠工行动，政府部门不就没有过激行为的“停
工、怠工”作出禁止性规定或直接给予处罚；只要企业及时回应工资集体协商要求并实际展开协商，
如果职工还是以停工、怠工表达诉求（包括协商过程中以停工、怠工迫使企业接受职工方的工资调整
方案）
，企业可以采取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罚措施。
③本人认为，条例最后意见稿撤走了旧意见稿第五十条的直接禁止协商期间停工、怠工举动的规
定，但又允许甚至暗示企业可以就协商期间的停工、怠工行为选择性采取纪律处罚措施。我认为，这
是立法者聪明的选择，即：官方禁止属于官方自找麻烦，给予企业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或处罚权，就能
够实现“协商期间不允许罢工”的目的。
④该款规定将“停工、怠工”与“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联系起来。实际上，对于用人单位能
否将职工组织或参与停工、怠工活动列为违反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一直存在争议。该款至
少表明：职工“依法集体停工、怠工”的，不属于“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不能将职工
组织或参加依法进行的集体停工、怠工当然列为违反或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而只有依法进行的、
集体性的停工和怠工才可以获得一定保护，个人因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而作出的滞工、怠工不在
此列。该款如果成为法律规定，可以预见，将对企业在规章制度中表明对停工、怠工的态度起到指引
作用，也使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中禁止“违法停工、怠工”有了依据。
关键问题是：条例最后意见稿实际上没有对何谓“依法”和“违法”作出清晰的规定，将来必然
会在实践中就何谓“依法”和“违法”停工、怠工产生极大争议。这显示条例意见稿还不能驾驭停工、
怠工问题。
⑤条例最后意见稿对现实中出现停工、怠工后企业的某些做法也没有直接回应。如有的企业已经
向他们的法律顾问询问能否在职工停工、怠工时使用替代劳动力以维持所谓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还试
图让参与停工、怠工的员工离开工作场所等，甚至闭厂等。本人认为，如果要对停工、怠工现象作出
规范，对企业的要求不能过分笼统和模棱两可。应当直接将使用替代劳动力和要求停工、怠工的员工
离开工作场所等做法列为过激行为，因为这些举动会使得职工理性停工、怠工去表达诉求的举动变得
毫无意义，对企业没有任何影响和震慑。这样的话，心有诉求无人聆听或无人回应的职工只会采取更
为激烈、更有危害性的举动去表达，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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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政府提出的要求
条例最后意见稿强调政府劳动行政部门须在“停工、怠工”发生后履行“协调”职责。本人期待
这个规定是对政府不应将“停工、怠工”作为维稳事件处理的明确的法律上表态。
条例最后意见稿第四十七至四十九条的规定，反映了起草人已经将争议分为权利之争与利益之
争。条例最后意见稿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是：“对因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争议，属违反劳动
法律法规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属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具有管理权
限的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
但条例最后意见稿第四十七条规定：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报当地人民政府：
（一）堵塞、阻碍或者封锁企业出入通道的；
（二）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妨害社会
管理的；
（五）存在其他导致协商无法正常进行的过激行为的。”这说明起草人认为，一旦“停工、怠
工”超越其划定的界限，其他政府部门将介入，而其他政府部门一旦介入，其工作则不仅仅是协调、
居间调解了。
（五）条例最后意见稿将公安机关列为企业民主管理的主管部门之一，令人担忧（如果以后被规
定为工资集体协商的主管部门之一，同样令人担忧）
。因为将公安部门列为实施条例的主管部门，很
难让人有正面的想象。如果条例的目的是“促进企业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所谓实施条例的职责，应
当指为实现企业民主管理目标、实现这一立法目的而需要政府部门履行的常规性职责，如公布、提供
有效实行企业民主管理的信息等。该条例最后意见稿与公安部门有关的条款是第五十五条、五十七条，
该两条有关公安部门责任的规定，其实都只是重申公安部门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应当履行的职责，而公
安部门相应权利并不来源于省级立法，而是全国性法律，其职责指向和维护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并不
是企业民主管理秩序。在条例中将公安部门列为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常规实施机构，并无必要，也不
符合立法规则。
综上，
《广东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制定过程及其遭遇到的被搁置的命运以及《广东省工资集体协
商条例》迟迟不能出台，实际上反映了广东省希望在集体协商立法议题上直接回应“停工、怠工”问
题，这种立法努力值得赞赏。我本人并不愿意看到广东省通过一份回避矛盾、回避“停工、怠工”处
理责任的条例或规定，如果集体协商规定不对停工、怠工作正面的回应，只是重复《工会法》第二十
七条的规定，这样的集体协商规定，不要也罢。简单而言，解决“停工、怠工”规范化问题的任何处
理方案，都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尝试。直接的、斩钉截铁的规定，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目前只是
还缺一点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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