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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体谈判：工人内生力量的转型与生长 

 

石秀印 ∗ 

 

摘要：中国历史上所启动的前三轮集体谈判都未能成功，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工人的行为模式未能

转型，“主体-理性”模式未能形成和成型。无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 20世纪 90年代的集体谈判，

都基本限于一统制的高层运作，立法者从西方移植法律条文，政府的劳动部门和工会部门“拉郎配”

地组织集体谈判会场，整个过程几乎不见真正工人的身影。正是因为“忍耐-爆发”和“示弱-恃强”

模式未能转型，在市场体制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导致了劳动关系的紧张，不仅工人的权益受损，而且

雇主和政府都不得安宁。无论雇主还是政府，都担忧和惧怕于工人在突然之间的罢工，担忧和惧怕于

爆发之后难于遏制的汹涌澎湃的工潮。要推动中国的集体谈判，必须促进劳方内生力量的转型与生长。 

关键词：集体谈判 内生力量  罢工 

 
China’s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Endogenous Worker Power 

 

Xiuyin Shi 

 

Abstract:  In China’s history, the three past cycle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at started were not 

successful; one reason being that the behavior model of workers has not been able to transform, the 

“subject-rationality” model has failed to form and take shape.  No matter whether it wa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eriod based in Nanjing 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90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it has basically been limited to a modus operandi of elite domination. Legislators 

transplanted laws from the West, government labor departments “played matchmaker,” organizing spaces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bu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ne barely sees a shadow of a worker.  Under 

conditions of a rapidly proliferating market system, it is exactly because the models of “patience-explosion” 

and “show weakness-strong arming” have not transformed that have led to tense labor relations.  Not only 

are worker rights being ravaged, but employer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unable to attain peace.  Whether it 

is employers or the government, they all worry and fear sudden worker strikes, and after a strike, they worry  

                                                             
∗石秀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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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how to contain a tidal wave surge of strikes from ensuing.  In order to drive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the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endogenous worker power must be nurtured. 

Key words: collective bargaining, endogenous power, strike  

 

在市场体制下，集体谈判是调节劳动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与雇主进行交

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不相同。只拥有劳动力而缺乏其他获得资源和手段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和生活迫

切追求受雇，而拥有充分资本的雇主一般并无生存迫切性的压力，只是为了发展而雇佣劳动者进一步

获利。劳动者不能等待，雇主可以待价而沽，导致了劳动力市场议价的几乎是必然性的不平衡。“强

资本、弱劳工”成为劳动者基本人权、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结构性根源。集体谈判则是劳动者借助于

所构建的集体力量进行集体议价，改变弱势地位，从而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劳动者群体在

法律规定、政府执法之外合理争取更多利益、实现对企业发展成果分享的重要方式。在实行市场体制

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集体谈判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平衡和劳动关系积极调节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中国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无论国家还是工会都认识到了集体谈判的积极作用和必要角色，并主

动推行；另一方面，集体谈判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也没有真正出

现并发挥作用。 

 

一 中国历史上发起过四轮集体谈判，但在总体上均未成功 

在近百年的工业关系历史上，中国已经四次启动集体谈判。然后其结局是，前三次已经无疾而终，

现在的第四次也前途未卜。 

第一轮集体谈判的启动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于 1930年通过《团体协约法》，

规定于 1932 年 11 月 1日正式实施。《团体协约法》规定，有行为能力的雇主或其因体与有法人资格

的工人团体，可以经过集体谈判、基于合意签订团体协约，规定劳动关系。雇主团体或雇工团体须得

到主管署的认可，并经本团体会员的同意或委托。在此前 1929 年发布并当即实施的《工会法》中，

也规定了工会具有团体契约权。然而，这一法律并未得到切实的实施。一是因为工会的力量薄弱，集

体谈判的力量不对等，团体协约不能发挥协约作用；二是仅 5年后就因日本入侵而进入了战时状态，

团体协约的签订和履行都由此夭折。 

第二轮集体谈判的启动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此时共产党已经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了原来由国

民党执掌的全国政权，共产党决定进入城市后的方针是依靠工人阶级。无论工会还是工人都受到执政

党和政府的支持，工人阶级变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强助下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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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1949年 9月 29日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列明，“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

方订立集体合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1949年 11月 22日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私营工商企业

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国家劳动部于 1950年 4月 29日公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

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 1950 年 6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其

第五条规定：“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并与行

政方面缔结集体合同之权”；第六条规定：“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与资方进

行交涉、谈判、参加劳资协商会议并与资方缔结集体合同之权”。这些密集颁布的文件对集体谈判的

目的和内容范围都做出了相当具体的规定。其中，集体谈判的宗旨是既要照顾资方的正当利益，又鼓

励劳方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集体合同的内容包括雇佣与解雇手续、厂规、铺规的手续及内

容，工资、工作时间及假期、女工童工问题，有关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问题等。可是，这一轮集体谈

判也很快就结束了，一是工会和工人具有了强大力量，往往提出一些过高要求迫使资方签约，资方则

以关厂、歇业相对应，双方难于达成合理的妥协；二是仅过了几年国家就决定对私营工商企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已经无需和无可能进行集体谈

判。 

第三轮集体谈判启动于改革开放之后的 1992 年。此时国家正式通过决议，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

经济。当年颁布的《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代表职工签订集体合同。1994 年通过的《劳动法》提

出，可以通过集体协商、集体合同规范劳动关系。同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工会必须突出维护职能，

推进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是工会工作的重点。1995年，国家劳动部发布了《集体合同规定》，对

集体合同制度作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1998 年的中国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所有企业

都要毫无例外地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1999 年的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第二次执委会又一次

把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工会工作的重点。2001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

试行办法》。以这些文件或决议为标志，第三轮集体谈判逐渐开展起来，一些企业的工会和管理方签

订了集体合同。然而，这些合同在程序上大多并未通过实质性的协商，在内容上多属于对法律法规条

文的复制，在效果上也少带来工人利益的增加。所以，集体谈判被认为走了形式，耍花架子。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0 年的文件公布，此期间的集体谈判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工作进展不平

衡、一些地区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不够广、协商机制不完善以及实效性不够强等问题。 

第四轮集体谈判实际上是第三轮的延续。鉴于第三轮集体谈判的成果不佳， 2009年基本度过世

界金融危机后劳动关系趋于紧张，工人集体上访和罢工停工频繁发生，全国总工会以及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重新提出启动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2009 年，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积极开展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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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重要意义，抓紧

建立和完善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2010 年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集体

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通知》，提出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

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为此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搭建企业与职工沟

通协调的虹桥。全国总工会于 2011年制定了《2011-2013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提出

将从 2011年起，用 3年时间，全面推进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努力实现 2011年年底全国已建

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 60%，2012年年底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

制率达到 70%，2013年年底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 80%，其中世界 500强在华

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目标。至于这一轮集体谈判能否取得效果，实际上是否取得了效果，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效果，目前评判还为时过早。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成功

迹象。 

 

二 中国的集体谈判受到了“一统体制”的强烈排斥 

一些研究报告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夭折和推进迟缓归结为全国总工会以及各级地方工会、企业工

会的不作为，斥责其为官办工会和资方工会，严重脱离工人，还有就是中国的法律没有开放工人的结

社权和罢工权，以致集体谈判“被去势”。其实，这些都属于表面原因和中间原因，其实质原因在于

缺乏劳动者的内生力量，劳动者并未作为一个主动性和能力性的主体介入到集体谈判之中。如果劳动

者本身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各级工会就不可能不作为，否则工人们会自行组织工会或者自

行选举工会负责人。同样，如果劳动者本身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他们就会以实际行动和强

烈诉求来获得结社权和罢工权。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工人群体内生力量缺位和相当不足，并未在集体

谈判中担当实质性的角色，所以历史上的集体谈判都仅有表面形式，甚至连表面形式也没有，仅仅停

留在法律和文件的条文上。 

中国工人的内生力量不仅仅是量上的缺位和不足，而更为重要的是“质”上或“型”上的缺陷。

工人群体的思维和行动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化传统中走来，根深蒂固地受到传统的影响，不同程

度地停留在传统的“品质”和“型号”下，而并未清醒地成为市场体制下的行动主体。形象地说，中

国工人与欧美工人即使都在操作注塑机，其内心的精神世界和行为逻辑却有明显不同，这基本来源于

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的塑造。归结起来，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造成了工人群体的内生力量缺陷和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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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一统制”在体制上排斥集体谈判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属于“一统体制”，这与西方的“契约制”有显著不同。 

一统制的核心特征是权威主义或强权主义。中国原始社会解体时直接从氏族过渡到了国家，与此

不同的是欧洲氏族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体，然后由个体之间相互联合成为国

家。中国国家的建立规则和政权更替规则是族群或社群之间武装征服。甲族群（家族）征服了乙族群，

建立起对乙族群的统治；甲族群征服了一个广大的地域，分封族群成员去各地统治；这些成员又进行

二次、三次分封，形成族群集团对国民的自上而下统治和中央集权。政权既是统治之权又是占有之权。

夺取了权力的族群力求牢牢掌握政权，严密监视和防范其他族群夺取政权。他们独享权力，总揽权力，

单向性行使权力，强制性行使权力，刚硬性行使权力。 

统治族群运用权力将民众紧箍在一起，编户齐民，形成被称为集体的整体，在道德伦理和意识形

态上灌输集体主义。这样，一统制形式上具有集体主义特征。一个国家被作为一个集体，一个地区、

一个族群、一个家庭都被作为集体。集体进行整体运作，获取资源，内部分配。集体是整体，个人是

分子；集体是目的，个人是工具；集体是主体，个人是依附者。 

统治族群也运用权力、基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将各类资源汇集在一起，由统治群体特别是最高领

导人实际占有和掌控，实行资源的集中主义。其手段包括收税、收费、征地和“直接拿走”。在统治

群体看来，其统治范围内即权力范围内的各类资源，都既是集体的又是统治群体的。所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并无西方的“物权”、“私权”概念。 

族群或集体所汇集起来的资源，由权力执掌者操刀进行分配。权力者得到最多的分配，其他人根

据权力、等级、亲缘、贡献等得到不同数量的分配。 

一统制中的核心人物是精英群体。主要有三类精英，即富于领导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治精英，富

于智慧和知识的知识精英，富于武力和战术的武力精英。在历史上的典型人物是三国时期的刘备、诸

葛亮和关羽、张飞。统治族群采用精英人物治理国家或集体。精英执掌权力，谋划指挥，带领群众，

获取资源。如果族群内部精英不足，则选择外部精英进入统治群体，例如自隋朝开始的科举选士。 

一统制的内部结构和治理方式是等级主义。借助于身份、地位、礼仪等规则，在任何两个人之间

区分出上下、尊卑等级，下位者必须服从上位者。与下位者相比，上位者属于精英。在传统话语中，

精英是君子，非精英是小人，唯上智下愚不移。 

集体谈判是市场体制的产物。市场体制与一统体制的属性不同。一统制是强权的强箍，市场制属

于契约的结合。一统制实行集体主义，市场制实行个体主义。一统制是借助于权力进行资源集中，市

场制借助于交易进行资源组合。一统制由唯一权力操刀进行分配，市场制实行各市场主体之间的讨价

还价。一统制建立身份等级关系，市场制的各个市场主体之间权利平等。这些都决定了，一统制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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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分离、地位平等、彼此议价的集体谈判。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尽管移植了西方市场制下的“团体契

约法”，但是政府并无真正的意图去推行。政府要求工会服从国家或地区目标，促进政治统一、经济

发展，不能伤害政府的税源和政府统治的资本家基础。解放后的新政府尽管制定了劳资协商、集体合

同的文件，但是在内心里依然是一统制思维，将劳资协商作为缓解劳资冲突的权宜之计，在机会成熟

之后立即消灭了资本家阶级，将工人群体紧紧纳入一统体制之内，工会也成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会必须首先服务于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然后才适当地担负分工的任务，维护职工权益。工人不能因

为讨价还价、组织罢工而影响整体的发展。 

（二）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不同的“一统制”在体制上排斥集体谈判 

在各个国家，企业层面的体制与国家层面、家庭层面的体制都具有同构性，彼此相互复制。中国

企业被国家、民族的传统所侵润，同样具有“一统制”特质。 

权威主义。企业老板和高管将企业作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和权力范围，利用单一权力对企业进行管

理和治理。企业的管理体系同时也是权力统治体系，其科层制形式中包含了浓厚的纵向性权力统治内

核。老板和高管都不允许代表工人的工会成立，工会视为对统治和管理权力的严重威胁，可形容为“眼

里揉不下沙子”。工会即使成立也不许独立，必须在雇主的控制之下，成为雇主的帮手。工会和工人

必须服从行政指令，不可以搞相对平行的集体谈判，甚至不能进行相对平等的对话。老板和高管享有

权力自由，只要不愿意集体谈判就不谈。老板和高管拒绝对工人的谈判条件作出妥协。 

集体主义。企业老板和高管宣传企业是个集体，企业老板和高官是集体的代表者，工人是集体的

成员。工人只是企业大厦中的“一块砖”，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没有主体地位，必须服从

于集体这个整体。企业老板和高官宣传自己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厂荣我荣，厂衰我衰”；“只有

企业发展了，工人才能发展”；作为“零件”的工人不能与“整体”讨价还价，集体谈判是分化集体，

制造对立，必须拒绝，进行打击。  

集中主义。企业老板和高管将企业范围内的各种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独立掌控。这包括人力资

源、资产和货币资源、销售和营业收入、无形资产等等。在企业老板和高管看来，这些资源都是自己

的，属于自己所掌控的唯一性权力。 

权力切瓜。企业老板和高管单方面决定企业资源的分配，制定雇佣条件和工资标准，决定工作条

件和职业伤害处置，不允许工人参与，不接受集体协商。 

精英主义。企业老板和高管是精英，老板是财富精英，高管是行政和管理精英，工人是小民和愚

氓。宣传老板养活了工人，工人依附于老板，集体谈判搞垮了老板，工人更遭殃；老板是精英，理应

得到很多利润；工人只有劳动力，只能挣有限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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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主义。雇主在金字塔尖上居高临下，认为工人根本不与自己处在同样的等级，否认雇工有与

上位者谈判的资格。 

总之，在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根本上源于传统社会体制。西方国家集体协商初期遭遇的阻力主

要来自基于市场契约的法律及其理念，认为工人结社、集体协商违反了契约自由。中国集体协商的阻

力主要来自传统社会体制，认为集体协商威胁政治权力和社会组合形式。 

 

三 中国工人的“从属-极性”行为模式造成了集体谈判内生力量的缺位 

工人群体的行为模式是社会体制的产物。中国工人在一统制中处于“从属位置”：权威群体的统

治对象，集体内部的边缘性成员，资源集中的来源和对象，权力切刀的被动接受者，精英群体所蔑视

的愚盲，身份等级体系的低端。这一从属地位造就了其行为的两极性特征，型塑了工人的“从属-极

性”行为模式。而“从属-极性”行为模式导致了工人集体谈判内生力量的缺位和根本缺陷。 

 （一）中国工人的“从属-极性”行为模式表现之一：忍耐-爆发 

工人群体的忍耐-爆发行模表现为行为的两极性，其中的一极是处于一统制低层时的忍耐，另一

极则是一统制金字塔压力过大而忍耐不住时的爆发。 

1. 工人日常性的忍耐行为 

对于工人群体的“忍耐”，可以想象一个十分普通的农民工。他家有年迈体弱的父母，还有嗷嗷

待哺儿女，必须每天受雇而拿到工钱。而一旦违抗雇主的权力，挑战雇主的集体主义价值，闹着要和

雇主谈判，这点工钱就可能“泡汤”。他为了自己的活路和家庭的幸福，即使内心感到痛苦、卑屈、

屈辱，也不得不忍耐。一位农民工跟笔者说：“打工真的是很苦很苦，说是当牛做马一点也不过分。

可是，家里太穷，没有别的活路，只好强忍着”。1 

所谓忍耐，是一个由下列成分组合而成的“行为丛”： 

胆怯。全世界的劳工几乎都害怕老板，一统制金字塔下的劳工更加害怕老板。原因其实很简单，

老板手里把着他们的饭碗。受雇生活处处都存在风险，大大小小的风险都生死攸关，都关系到个人生

存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中国工人在社会和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权威人格”，面对雇主时更显得

胆怯、惧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抗争和挑战；同时也不敢出头，带头抗争和挑战。“工会干部的命

运都是经理决定的，谁敢去谈？”“得罪了经理，难免被穿小鞋、炒鱿鱼”。由此，他们凡事能忍就忍，

一忍再忍，能忍且韧。 

 

                                                             
1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工人李勇奇的一段唱词是：三十年作牛马天日不见，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我

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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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从。屈从是对一统制纵向体系的屈服和顺从。当个人力量微不足道而一统制力量强大并沉重之

时，为了避免更严重、更令人痛苦的境遇，工人们的一个几乎是必然性的选择就是屈服和顺从。他们

崇尚权威，敬畏老板，臣服权力。他们听从资方的话语，以资方的话语为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独立

的价值体系和权利标准。他们接受雇主的灌输，相信自己是被雇主养活，不敢理直气壮地要工钱，甚

至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不敢集体协商。他们为自己的奴性寻找合理性的理由，内

修、自抑，无争、无欲、无我，从知足到麻木，不存非分之想。而一味地、习惯性屈从的结果即是奴

性。在不少劳工那里，老板给多少工资就是多少，并且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得到多少。 

依附。当一统制权力不能被违抗，作为一堵坚硬的墙壁不能被穿破，工人不能通过抗争实现自身

主张、利益增加之时，一个取得哪怕是稍微多一点好处的选择即是寻机钻营，依附权力，投靠强者。

工人们依附、投靠老板，巴结高管和顶头上司，借以获得个人性、私人性的特殊好处，例如较为稳定

的雇佣，较多的重视和重用，较多一些的奖金，而不是以群体性的共同行动去争取群体的利益。他们

频繁流动、四处寻找好老板，而不去通过集体谈判塑造好老板。他们等待力量强大、道德高尚的救星

来解救自己
2
，期待着政府发布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等待上级工会到企业来组织工会，等待工会的维

权，而缺乏争取、争得的内在动力。他们很少主动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开展集体谈判，进行

集体维权。一些人表现为机会主义和献媚取向，当工友罢工的时候却响应雇主的召唤，为在雇主面前

显示忠诚而上班或复工。因为依附和被愚化，他们缺乏进行集体谈判的能力和智力，如果没有精英人

物的领导和主导，他们不大会协商和谈判。 

自保。一统制低层的工人能保住自己的十分有限的利益、能够集中精力争取到一点特殊好处已经

不错，几乎没有余力去关注同类的处境，相对缺少群体关怀和公共情怀。在生存紧迫性的压抑下，工

人们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尽量不惹事”，遇事先打个人的小算盘，不愿意牺牲个人来为工友群体争取

好处。他们出门时，家长一再叮咛的往往也是“不招惹是非”，“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样，他们往往

显得自私、狭隘、冷漠、麻木，在集体行动时搭便车，遇到个人获益的机会时抛弃既有的群体团结甚

至哥们义气。 

2. 工人非日常的爆发行为 

工人们的“爆发”是一个“忍无可忍”时的“行为丛”。设想长江被堤坝所拦截、阻挡，水位越

来越高，内蓄的力量越来越大时，最终冲垮堤坝、奔涌而下、漫卷一切的“壮观”情景，这就是工人

个人以及群体的“爆发”。 工人“爆发”的“行为丛”一般具有下列特征： 

                                                             
2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工人李勇奇的另一段唱词是：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土匪、

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

芽竟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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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性。“爆发”是情绪性能量的发泄、奔涌，工人们显得情绪激烈、激动、激昂，一改平时的

胆怯而变得相当英勇、气势汹汹、不可抑制、摧枯拉朽。所谓“群众激怒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就是如此。 

冲动性。爆发的工人可能失去理性的自我控制，不大顾及对社会甚至对家人的责任，“忘记”法

律后果和惨痛代价，而以强烈的爆发力量采取暴力行动，例如砸坏机器，刀杀老板，绑架老板儿子，

放火烧厂，还有就是野猫罢工，围堵政府，冲到高速公路上阻断交通以及卧轨。 

激进性。工人们平时被强权紧箍而不能伸张，一旦爆发而冲破束缚，显示出了令雇主惧怕的强大

力量，就会出现“解放效应”，自由意志充分伸张，变得激进、不可遏制，提出过高的要求（例如提

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降低要求被认为是“软蛋”、“孬种”、“没面

子”，所以行为刚性、拒不让步。一旦雇主表示可以谈判，就强令雇主屈服，雇主必须接受全部条款。

当一些劳工觉得已经达到目的的时候，另一些更为激进者则继续强硬坚持。即使中立方介入斡旋、调

和，也往往不能成功。到最后，往往是以激进者遭遇更强大力量的镇压而收场。 

对抗性。在爆发阶段，工人们往往“吃软不吃硬”，资方与之和气商量、适当示弱或许能化解爆

发行动，而如果同样强硬、进行威胁和打击，则劳工的暴力性往往升级，激进性往往增强。以 2010

年 5月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为例，本田厂于 5月 17日罢工，不久基本复工。然而，厂方 22日以鼓动

罢工、严重违法公司规章制度为名宣布将两名罢工带头者开除，“杀鸡给猴看”。然而，工人们非但并

未接受压力、“恢复秩序”，相反整个工厂的工人，包括后勤工人在内都进行罢工。到 5月 28日，工

人们的情绪发泄进入强弩之末，不少工人表示出了愿意复工的迹象，厂方此时又向工人发放“承诺书”，

要求他们承诺绝不领导、组织和参与罢工等集体行动，还要求他们保证自愿接受公司的处理，这导致

了工人对抗性的又一次反弹。工人们表示：“本来想和解，现在谁怕谁？没有生产，公司每天亏钱，

比我们多！” 

无政府性。工人们平时滋生的不满积累起来，个人之间相互作用、循环刺激而发酵，有可能转化

为怨恨，引发泄愤和宣泄的集体行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往往具有破坏性。爆发状态的工人有时会进入

无政府主义，否定合理权威，否定合理管理，冲击纪律和法律，冲击政府和政治秩序。由此，政府将

其视为异端和威胁。工人的爆发还可能帮派化，甚至黑帮化，危害社会秩序。 

工人的“忍耐-爆发”也可以表述为“憋气-出气”的行为循环。处于一统制金字塔下，权力压迫、

集体束缚、随意使唤、丧失尊严，都让他们感到“受气”。工人们常说，“今天生了一肚子气”。“受气”

没有正常的流出管道，就逐渐“憋气”。这些气积累到一定限度，憋而不住，就会“出气”，或称“撒

气”、“斗气”。这也就是“爆发”。爆发经过了一段时间，所憋的气出的差不多了，其内心相对平静，

工厂也就恢复了秩序。这样一来，工人的野猫罢工常常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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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平时积攒起来的“气”很有可能被雇主的某些不大的举动刺破“包皮”而爆发。例如，某

高管骂了工人一句“蠢猪”，却引起了全厂工人的罢工。这样的现象往往令老板和高管们难于理解，

误认为工人小题大做，不能理喻。 

工人们平时积攒起来的“气”有可能被其他企业的工人行为所引发。2010 年的南海本田事件之

后，广东乃至全国诸多企业相继出现了罢工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接二连三爆发，其原因之一是工人

们平时已经憋了不少的气，听到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的消息之后，“包皮”受到刺激而爆破。所以，就

同样罢起工来。工人们觉察到罢工是一个出气的途径和方式，“出出憋得鼓鼓的气”，顺便让老板“尝

尝我们工人的厉害”。当这些憋气较多的工厂的工人出了气之后，2010 年的罢工潮也就相对平静了。

“憋气”和“出气”的循环带来了罢工的潮起潮落。 

另外，“憋气”的工人比较容易被煽动。假如此时有某种政治力量进行引导，让他们认识到“受

气”是某种政治制度使然，他们的气就可能发泄到这种政治制度上。换句话说，憋气的工人有可能被

操纵、被裹挟、被利用。工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工资，期盼着多拿回几个工钱，几乎从来没有做过“皇

帝”、当“县长”的梦，本身并无政治目的。他们参与了政治活动，只是被利用作了政治力量的工具，

也只是借此放出已经憋了很久的气。工人如果内心“无气”，其实谁也发动、动员不了他们。然而不

幸的是，一统制下的工人几乎必然性地受气、憋气。 

 （二）中国工人的“从属-极性”行为模式表现之二：示弱-恃强 

一统制的金字塔也塑造了工人群体的“示弱-恃强”行模。“示弱”是在雇主面前表示懦弱、柔弱，

老实、服从，没有意见、没有诉求；“恃强”是在雇主面前显示强大，对雇主进行斗争和专政，以强

制、强硬的力量迫使雇主屈服。“示弱”发生在工人自身力量弱于雇主，没有外力相助的条件之下；

“恃强”发生在工人自身力量强于雇主特别是有强大力量相助的条件下（此称为“强助”）。或者说，

当工人们发觉自己的力量弱于雇主时就示弱，当感到自身力量很强时就恃强，示弱-恃强二者之间较

少中间地带，也就较少出现集体协商或集体谈判。 

“示弱”是日常条件下的工人们的行为常态。在为生存、生活而受雇，必须在雇主那里挣到钱的

压力下，他们一般都示弱，充其量有所谓斯科特意义上的“日常性抗争”。“恃强”则一般出现在特殊

条件下，这包括众多工人共同“爆发”而形成了强大的力量，组织起了工人组织并相当团结、雄壮，

以及得到了政府和军队的“强助”。 

 1. 工人“恃强”的行为表现 

历史上工人群体恃强的一个例子是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此后武汉国民政府期间的武汉工人

行为。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摧毁了旧的军阀政府，工人们由此得到了“解放”，组织起 300 多个工

会。在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下，工会成立了武装纠察队，拥有两千多条枪。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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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体的恃强行为得以显现，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雇主进行斗争和专政的运动。这一“恃强”行

为表现为下列形式： 

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强制。一是组织化的武力，强令企业停产，封闭厂店，抓绑老板，施加殴打，

戴高帽游行，投入监狱，进行审判，甚至宣告老板的死刑，目的是强迫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工会变

成了“第二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二是罢工和集会，只要老板不服从工人，

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就举行罢工。 

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强取。有的工会没收雇主的工厂、店铺和其他财产归工人分配，强取企业和雇

主的物品，随便拿走企业的产品。一些企业“生意萧条，本钱全亏”，工人则命令必须发放工资，否

则进行监视，扣押物资，不许关门，令老板和家人乞讨度日。有的车夫一定要和主人同桌吃饭。 

夺取雇主的管理权力。有的工人和工会随意干涉企业管理，对资方使用惩罚手段。
3
一些企业不

缺工人，一些小企业家里的人已经够用，但是工会强制其雇用失业工人。4有的工会接管经营，截流

资金，发放工资。“截留现估贷款，共管店东资产”，“买卖进支，店东无权过问。”（虞晓波，2000） 

拒不服从资方的正当管理。不守厂规店规，无病乱请假，随意停工去参加聚会游行，干活时怠工。

“每月工人之工作，不过十四五日而己。” 

强求过高的工资福利。一些工会不顾企业实际生产情况，提出很高的经济待遇要求，例如增加工

资二倍以上，资方不答应便罢工。5码头工人苟索五至十倍以上的运费或车费。工人们不仅要求增加

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6  

工人们诸如此类的恃强行为使得“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7雇主们关闭商铺厂店纷纷逃

亡，8大大小小的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 9，结果是数十万工人失业。“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

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企业越不敢重新开张。”10 

当时工人和工会的恃强行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盲目行动，目光短近，缺失理性。工人和工会不能正确分析形势与全局，不能正确预测事

件的演变，不能预测恃强行动的结局，包括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影响，甚至根本就不估计将来

                                                             
3黄艺农：“一战”时期工人运动中“左”的倾向，《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一战”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4据当时武汉中央商民部的调查报告说:“某织袜厂有机器数部，即由家中父子及寡嫂等每日织袜维持生活

，有时尚须借印子帐(即高利贷)买纱，现在放印子帐自知重利盘剥，已经离汉他往，而工会以此厂织袜须

用工会工人，于是厂主家人不能再作工，而工人薪金反增一层负担，以致负债累累，痛苦不堪。 
5 “一战”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6腾讯网：转型中国 1864-1949——1926 年。 
7腾讯网：转型中国 1864-1949——1926 年。 
8腾讯网：转型中国 1864-1949——1926 年。 
9 1926 年武汉的工运。引自梁启超家书，1927 年 1 月 2 日。 
10腾讯网：转型中国 1864-1949——19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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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途。他们往往分不清哪些是可能达到的斗争目标，哪些则是不现实的，以致以强大力量打击企业

之后，自己也大量失业，反而吃了亏。 

（2）随心所欲，任意行动，不守法纪。工人和工会受自发的革命热情所左右，不讲政策和策略，

满足于“盲目的痛快干一下”11；一旦意识到自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即想挣脱一切锁链。（陈芳

国，1991）当时武汉市有 300 多个工会，大家各自为政，独立行动，工运呈现出一派自发状态。中共 

的《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提出“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谨镇，非十分重大政治示

威，决不下令停工”；“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可是，这些命令下达后工人们并不执行。 

（3）难于自制，难于控制，容易失控。当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

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

硬要盲目前进”。到 1927 年，“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

将我苦闷欲死。”“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

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错误。”12 

工人们的这类恃强行为在当时不仅伤害了雇主，而且伤害了农民、市民、军人和知识分子群体，

也不能为政府所容忍。结果，很快遭到了为社会舆论所同意的军人的镇压。 

中国工人的如此恃强行为似乎是西方工人所没有的，或者表现不明显的。刘少奇说，“这件事对

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

“白劳德 13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

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

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

复。” 

 2.  恃强行为的历史性持续和稳定 

 工人群体的恃强行为在共产党于 1949年夺取政权，宣布在城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之后

再一次大面积出现。共产党进城接管政权的初期，诸多城市政府对劳资关系采取放任政策，工人由此

获得了形成和使用强力的空间，恃强行为逐渐兴起和加强。一般是，每个城市解放以后，工人同资方

斗争的浪潮即之而起。1952 年，共产党发动工人参加对于资本家的“五反运动”，14工人们的恃强行

为在政权的支持下更加“有恃无恐”，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政府规定的限度。 

                                                             
11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12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13白劳德（一八九一至一九七三），美国人。一九二一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三○年当选为美国共

产党中央行政书记，后任总书记。因宣传取消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开除出党。 
14 “五反”是：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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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间过去了二十余年，环境条件有很大变化，但是工人们的恃强行为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并

无本质差别。其行为表现依然是： 

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强制。（1）“革命专制”。具体手段有对老板和高管颐指气使、训斥斥责，抓人、

打人、捆绑，刑讯、脱衣帽，罚站、罚跪，打耳光、抓头发、压低头，拳打脚踢、棍棒交加，以及关

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中紧闭。例如，上海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们将老板扭送去公安局。汇森

理发店老板停工停伙停薪，被工会基层会员连同店员将其双手反绑，拖到街边，令其跪在长凳边缘上，

并在其腿上再踩上两个人，引人围观。（2）“群众斗争”。主要是举行大会、小会，揪斗资本家，呼口

号进行控诉、诉苦、声讨、复仇（剥削、压迫），情绪激昂地检举、揭发（资本家的腐化生活），用暴

力逼迫其坦白交代，低头长跪、戴高帽子游行等。例如，上海大可颜料厂副理盛某身体衰弱，且有吐

血旧疾，工人由晚上 7 点直“斗”到夜里 11 点，盛某支撑不住昏死过去，被弄醒后接着斗。天津市

在解放最初的一个月内曾发生过 53 次清算斗争。（3）包围与饿饭。上海冠生园食品厂的工人因资方

发不出工资，将资方围在楼上连续开会两天，找不出办法不许散会。明星电珠厂工人逼迫资方发放积

欠工资，四天四夜不许资方睡觉。其他方式还有疲轰炸、车轮战等。（4）训话、训斥、胁迫。上海大

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说:“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

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有的工人谴责资本家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虫，逼迫其

降低生活水准，住地下室。有工人对老板颐指气使，扣发其工资，不许在柜上拿钱，出门必须向工人

请假。荣德生等人的工资被工人停发，理由是不见他们来厂工作。（5）驱逐。北京某工厂的工人驱逐

了素日打骂虐待工人的经理。（6）罢工、抗议。工人们相信，和和气气地搞不出钱来，过去长期被剥

削，现在总该出出气。 

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分取。（1）强掠资方财产。据上海市长陈毅报告, 1950年三四月份,上海市面

曾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以及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2）强分资方财

产。一些工人要求像农村土改分土地给农民那样把资本家的财产、机器分给工人。一些工人认为，“穷

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农村分地，工人分红”，“反正还有资金，吃光分光再说”，“谁有钱就斗

谁”。有的工人变卖资方财产，作为胜利果实分配。（3）报复清算。许多工厂的工人向资本家算以往

的剥削账，逼迫资本家吐出前几十年的剥削所得。（4）随便支取柜上的钱买东西。 

强占雇主的管理权力。（1）夺取行政权。例如，天津寿丰面粉厂经理担保另一工厂向银行贷款、

一家染厂买一桶染料，这些事情必须事先请示工会。一些企业工会不让资本家参加经营管理，盖章的

事情都掌握在工会主席的手里。（2）夺取用人权。资方为了工作的需要而调动人事，必须写信给工会，

工会盖章后才算数。（3）夺取财务权。有的企业工会通知银行：“凡是厂内一切支票的开出，一定要

劳方盖章，否则不得取钱”。有的工会则把资方的图章、银行支票都控制在自己手里。（4）夺取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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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一些地方，资方赔垮关门解雇须经四道手续，即工人小组讨论，户籍室登记，区工会通过，市

工会批准。（5）接管企业。有的工会实际上把资本家的厂店拿过来，掌握全部经营管理权力，要资本

家同样劳动，按劳评资。上海大华五金号店内建立了民主管理小组，劳方任组长，资方任副组长，账

务、经营、制度、人事等问题都得通过管理组，实际上实行了买卖共管。另外，工人和工会还协助政

府监督资本家，告发、制止资本家非法经营、偷漏税收、行贿官员，成立护税小组。 

拒不服从资方的正当管理。（1）一些工人自由散漫，劳动纪律废弛，随便请假、旷工。上海市在

1949-1953 年期间，企业的缺勤率一般达到 20%，个别达到 50%。（2）迟到早退，缩减工时。如当时

上海美丰厂工人迟到早退者占 40%，达丰厂工人“老早就沐好浴，穿好衣服，站在车旁等候回家”。（3）

生产时间不专心工作。“不少工人因在夜里赌博跳舞”而“在生产时间打瞌睡,休息吸烟”。还有“店

员开会、经理摆摊，店员看戏、经理做饭”等现象。资方人员指挥不了工人，也不敢指挥。一些职员

管理工人正常生产，工人们便骂其是“资本家的走狗”。 

强求过高的工资奖金福利。（1）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部分工人要求成倍增加工资，有的则先自

动提高工资然后再通知资方。当时，北京市纺织业中 85%的工人自发地增加了工资，其中有的涨额超

过原工资的 4倍。（2）要求超高的奖金。某些行业中生产定额偏低，奖金高得惊人，超过了基本工资

数倍。（3）要求诸多的福利。上海印染业工人的生活福利和变相工资项目有 42 项，衣食住行无所不

包。据上海市委对 108 家厂的调查，有变相工资的 89 家，其中变相工资相当于工资收入 20%至 50%

的占了一半。（4）一些工人腐化堕落，“赌博、嫖妓、讨小老婆”（ 霍新宾，2009）。1953年 5月 25

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给毛泽东有关上海等市劳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说：“工人要什么给什么”。

这是“五反”后的普遍情况。 

工人的恃强行为同样导致了企业歇业倒闭、工人失业的结果。资方歇业、关张，一是因为经济效

率低下，入不敷出；二是报复和对抗工人，一些老板故意让工厂垮台，制造停工、停薪、停伙。有的

老板扔下企业自己逃跑，让工人陷于生活困境。 

工人的行为同样表现出缺失理性、随心所欲、容易失控等特征。当时共产党和政府对工人不能不

进行思想教育，说明道理，提高觉悟，引导理性。例如，北京市委于 1949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有 31

个私营工厂的 41 名工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亲自出面向工人代表说明：过高的工

资及劳动纪律废弛对生产不利，对工人也不利；任何只顾一方面利益的“单利”政策，都会使劳资两

败俱伤、同归于尽，损人而不能利己；只有在恢复并且不断扩大与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改

善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 

 

 



 

15 
 

有所不同的是，在 20 年代武汉时期，军人镇压了工人。在 50年代的建国初期，共产党通过“社

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家。同时，工会被共产党严密控制，不允许其独立活动。这或许是迄今为止

工会不能独立的原因之一。 

再相隔十余年后，发生于 60 年代并持续到 70 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让工人们的

恃强行为得到了充分展现。例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批斗厂长经理等当

权派”，对他们戴高帽批斗、抄家以及武斗，搞“经济主义”等。共产党自知“企业管理软懒散”，“经

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由此而变得强大的雇主又把工人们“管”

了起来。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罢工自由条款被取消。而在此前的 1980 年，全国人

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宪法》中首先取消了公民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三）工人的“忍耐-爆发”和“示弱-恃强”行为模式都不适应于集体谈判 

“忍耐-爆发” 行为模式并不适应于集体谈判。它不可能促动工人的集体谈判行为，也不能保证

集体谈判的正常进行和目的达成。包括胆怯、屈从、依附、自保等成分的“忍耐”不可能支持面对较

强大、具有威胁性的雇主的集体谈判行为。“爆发”的情绪性、冲动性尽管具有相当大的能量，但是

不能产生理性、合理、正确的行为；激进性、对抗性尽管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是会刺激具有同样行

为模式的雇主的同样的激进性、对抗性行为，不能实现集体谈判的必不可少的妥协与和解；其无政府

性尽管有可能引起强有力的政府的关注，但是政府对工人的此类行动的做法很可能是镇压。 

“憋气-出气”模式中的“气”或许能成为集体谈判的推动力量，但并不是集体谈判所需要的力

量类型。集体谈判的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同时实现权力的行使和平衡。集体谈判如果成为一个工人

出气的平台，那么雇主必然会因此而同样地“憋气-出气”，双方有可能互相“斗气”，不可能达成合

理的妥协。 

“示弱-恃强” 模式形成于一统制环境下，也适应于一统制，但并不适应于横向关联、平等交易

的集体谈判。“示弱”显然不是需要力量支持的讨价还价所需要的，它等于放弃集体谈判。“恃强”则

是取消集体谈判，因为它以力量比拼和强力压服为原则，力量大者赢、力量小者输，赢者通吃。当工

人力量强大的时候力求通吃资方，而拒绝谈判；当资方力量强大的时候力求通吃劳方，也拒绝谈判。 

处于同一社会条件下的工人和老板一般具有同样的行为模式，但是彼此互补。上述武汉国民政府

时期和解放初期的例子中，一个明显的关联是当工人恃强的时候老板就示弱。而在其他一些条件下，

则是雇主恃强、劳工示弱。当“忍耐-爆发”的工人与“忍耐-爆发”的老板相遇，当“憋气-出气” 的

工人与“憋气-出气”的老板相遇，以及“示弱-恃强”的工人与“示弱-恃强”的老板相遇的时候，

都不可能出现正常的集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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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认为，当前集体谈判难于推进的主要原因是各相关群体都存在阻力。（1）政府不放心让

谈，担心不稳定；（2）雇主拒绝谈，工会、工人没有手段迫使其谈；（3）工会不敢谈，担心政府怪罪、

担心得罪老板；（4）工人不主动，害怕失去工作。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这些阻力的深层原因是一

统制的社会形态和各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政府不放心谈，一是政府本身处于一统制这个金字塔的顶

端，担心自身的权力受到挑战；二是工人的爆发行为、恃强行为确实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令政府

相当不安。雇主拒绝谈，一是其本身处于企业一统制的顶端，担心自身权力受到挑战；二是工人的爆

发行为、恃强行为会导致企业秩序紊乱和效率损害。工会不敢谈，主要是因为日常性的忍耐和示弱， 

能够支持集体谈判的动力和行为发育不足。工人不主动，原因与工会不敢谈基本相同。但是，工人与

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有所不同，他们的爆发、出气和恃强周期性出现，并且频率越来越高。 

 

四 中国的集体谈判必须促进劳方内生力量的转型与生长 

 （一）要推动中国的集体谈判，必须促进工人行为模式的转型 

集体谈判是市场体制的产物，是横向性、平等性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涉和交易，必须以市场体制下

所形成的“市场行为模式”作为基础性支持。就工人方面而言，他们的支持集体谈判的“市场行为模

式”是“主体-理性”模式。 

其中，“主体”行为包括：（1）平等。工人与雇主之间、工会与管理方之间均属彼此独立、彼此

平等的市场主体和权利主体，摆脱了强权者与小民、高等级身份与低等级身份、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不

平等地位。（2）主动。工人和工会具有足够强的主体意识和主动性，具有足够强的内生力量和可持续

性。（3）力量。工人通过结社形成社会性力量，与资方的经济和管理力量相平衡，能够对资方行为产

生有力的影响。 

“理性”行为包括：（1）能力。工人和工会具有足够强的认识和决策能力，在给定环境下知道何

为能够实现的最大利益，何为最有效、最小负作用的策略，同时具有足够强的行动能力，包括工会的

组织能力、谈判代表的谈判能力。（2）理智。能够深刻和全面地洞察形势，正确制定计划并预测行为

后果，明知何为有理、有利、有节。（3）规则。遵守法律，承担社会责任，自律、自制。 

工人的包括“忍耐-爆发”和“示弱-恃强”成分在内的“从属-极性”行为模式是一统体制的产

物，适用于一统制的环境。在精英人物形成强权，借集体主义、等级主义和集中主义巩固和增强权力、

获取利益的特定行为空间中，工人忍耐和示弱是获得生存、规避风险的无奈而又具有实效的选择。当

忍耐和示弱纵容了强权扩张和压迫加深，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时候，爆发就有了必然性。当爆发形

成了暂时性的群体性力量，以及得到了更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时，复制处于一统制金字塔者

的行为而恃强，享受其间的舒畅感，也有了必然性。然而，无论“忍耐-爆发”还是“示弱-恃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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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适应于市场体制。其“从属”与“主体”不能匹配，其“极性”与“理性”不能匹配，无论忍耐、

示弱和爆发、恃强都不是所需要的集体谈判行为。为了适应市场体制，为了能够通过集体谈判维护自

己的利益，也为了调节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工人的行为模式必须由“从属-极性”向“主体-理性”模

式转型。舍此，集体谈判必然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花架子。 

中国历史上所启动的前三轮集体谈判都未能成功，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工人的行为模式未能转型，

“主体-理性”模式未能形成和成型。无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 20世纪 90年代的集体谈判，都基

本限于一统制的高层运作，立法者从西方移植法律条文，政府的劳动部门和工会部门“拉郎配”地组

织集体谈判会场，整个过程几乎不见真正工人的身影。工人依然处于“忍耐”和“示弱”的“从属”

状态，与集体谈判几乎没有关联。在工人内生力量真空和缺位的条件下，集体谈判必然成为一个一统

制高层自娱自乐的玩偶。一旦高层失去兴趣，集体谈判就销声匿迹，爆发和恃强也就接二连三地出现。 

正是因为“忍耐-爆发”和“示弱-恃强”模式未能转型，在市场体制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导致了

劳动关系的紧张，不仅工人的权益受损，而且雇主和政府都不得安宁。无论雇主还是政府，都担忧和

惧怕于工人在突然之间的罢工，担忧和惧怕于爆发之后难于遏制的汹涌澎湃的工潮。这被形容为防不

胜防的“不定时炸弹”。所谓“先罢工、后谈判”的中国劳动关系特征，实质上是“忍耐-爆发”和“示

弱-恃强”模式未能转型的表现。政府担心工潮的某些政治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并非没有一点道

理。只有在形成“主体-理性”模式之后，厂区骚乱才能真正转移到谈判桌上，工人、雇主和政府才

能切实得到安宁，也才能获得带有确定性的利益增长。 

总之，要推动中国的集体谈判，必须促进劳方内生力量的转型与生长。 

（二）促进劳方内生力量转型与生长的几个进路 

中国工人的行为模式必须重塑，必须在新的基础上生长。 

1. 引入和培育“主体-理性”行为模式 

作为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领导者的列宁，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

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1972）。相应地，在现在的社会体制和环境

下，应该向工人引入“主体-理性”模式，进行灌输和培育。 

这种引入和培育应该包括：（1）向工人们介绍和阐释市场体制的体系和图景，其运行规则和基本

逻辑，引导他们分析形势，正确定向。（2）引导工人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形成主体意识，产生

主动、有力的主体行为。（3）引导工人塑造新的行为方式，形成能力、理智并遵守规则。例如，向工

人推介一套劳动关系的行为指南，包括利益诉求理智化和平时化，在遇到劳动关系问题时选择沟通、

协商、对话方式等；向工人推介一套集体谈判的行为指南，包括理念、组织、机制、规则、策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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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艺术，以及社会情怀、道德伦理、法律规范，如何善意谈判、诚信谈判，在彼此僵持时知道应该

妥协和如何妥协等。 

对于行为模式的引入和培训不仅应该针对地方工会、企业工会的干部，还应该针对工人中的积极

分子和普通工人。没有普通工人的行为转型，集体谈判同样缺乏内生力量。 

“主体-理性”模式的引入和培育应该考虑到工人们的传统行为模式，在“从属-极性”的土壤上

进行“嫁接”和“转基因”。 

2.  培育主动、理性的工会干部和集体谈判代表 

应该通过合理的机制，让最具有“主体-理性”特点的工人成为工会干部和集体谈判代表，让比

较具有“主体-理性”特点的工人成为骨干分子。同时，培育他们的基本理念、组织能力、领导能力

和集体谈判能力，既能通过集体谈判为工人争取利益，又能与雇主实现和解与合作。应该避免带有流

氓无产者色彩和无政府色彩的人成为工人领袖。 

3. 在劳资关系事件中引导工人行为模式的转变 

当工人以“忍耐-爆发”和“示弱-恃强”模式进行罢工之后，上级工会应该积极介入，适时植入

“主体-理性”模式，促进这一模式的生长。在这方面，广州市总工会于 2010年的工潮中探索出了一

套很有益的经验。2010 年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工人们的罢工，初期带有较为浓厚的“忍耐-爆

发”和“示弱-恃强”色彩。广州市总工会主动介入、及时介入，声明自己站在罢工工人一边，为他

们争取利益，阻止地方政府对罢工的行政干预，支持和组织工人重组工会，积极促成劳资之间进行集

体谈判，指导工人自己选举集体谈判代表，直到在谈判桌前促成劳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通过这一系

列的行为引导，让“先罢工、后谈判”初步转化为带有“主体-理性”特点的第二、第三轮集体谈判。

此外，还应该引导政府和雇主的相应的行为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虞晓波，《试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左倾”工潮的形成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0（4）。 

黄艺农，《“一战”时期工人运动中“左”的倾向》，《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6）。 

陈芳国，《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江汉论坛》1991（4）。 

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95）。 

霍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

（9）。 

[俄]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们出版社，1997（334）。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SourceJump.aspx?dbCatalog=%e4%b8%ad%e5%9b%bd%e5%ad%a6%e6%9c%af%e6%96%87%e7%8c%ae%e7%bd%91%e7%bb%9c%e5%87%ba%e7%89%88%e6%80%bb%e5%ba%93&showtitle=%e6%9d%a5%e8%87%aa%22%e6%b1%9f%e6%b5%b7%e5%ad%a6%e5%88%8a%22%e7%9a%84%e6%96%87%e7%8c%ae&dbprefix=SCDB&expertvalue=%e6%96%87%e7%8c%ae%e6%9d%a5%e6%ba%90%3d%27%e6%b1%9f%e6%b5%b7%e5%ad%a6%e5%88%8a%27&stab=result&value=JHXK&UnitCode=&source=%e6%9c%9f%e5%88%8a


 

19 
 

超越规则的边界？ 

——中国集体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孟  泉15 

 

摘要: 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在出现罢工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具有化解与预防罢工功能的工具性

博弈机制。本文通过对比 D区与 G省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集体谈判结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人

罢工与地方政府政治空间开放双重因素的推动，但同时又受到地方政府管控与工人经济性诉求双重因

素的局限。因此，其效果既实现工人工资的增长，也同时将罢工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嵌入并约束

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而工会作为中间的调节组织推动了这种约束的形成。本文认为，谈判结构变化背

后的权力关系变化暗示出在地方政府与工会对集体谈判间接或直接的介入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很难

发展成为劳资自主形式的集体谈判。然而，工会作为调节组织其有效性将决定这类集体谈判机制再生

产出工人的“同意”抑或“反抗”。 

关键词: 集体谈判  谈判结构  权力关系变化  工人罢工 

 

Beyond the Boundary of Regulations? 
Power Relationship Behi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Quan Me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o tackle strike issues, collective bargaining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strumental mechanism which serves to resolve and prevent the strike. By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typical 

cases, namely D District and G Province,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bargaining structure was 

impacted by dual elements, including both workers’ strike and the openness of political space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change was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workers’ economic 

pursuit. Therefore, the du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clude wage increase and embedding workers’ 

collective power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route. Trade union, as the mediating organization, promoted the 

limitation. Arguably, th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hip behind the shift of bargaining structure implies that 

the wage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can hardly become automatic collective bargaining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workers with the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vention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trad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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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de union as a mediating organization results in reproduction of consent 

or resistance via this sor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Keywords: collective bargaining, bargaining structur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hip, workers’ strike 

 

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的变化 

随着中国劳工问题逐步受到学界重视，近些年以劳工为重心的一系列研究逐渐涉及劳工运动与其

制度化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如工人抗争模式、抗争过程中工人与政府的互动、集体谈判、工会在劳工

运动中的角色与功能等（汪建华，2011；汪建华、孟泉，2013；Chen, 2010；吴清军，2012；Meng & 

Lu，2013；Chan & Hui，2012,2013）。在这些研究中，集体谈判机制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议题 15。这

一议题开始备受重视的原因首先源于学者对现实劳动关系变化的关注。特别是自 2010 年夏季沿海地

区罢工潮之后，在制度层面，政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推广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

设与实施（乔健，2012）。另外，某些地方制度的变化也成为一种对工人运动制度化的反应，如《广

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除此之外，在罢工较为集中的一些地区，集体

谈判或集体协商的机制逐步呈制度化和模式化的发展态势，如广东经验、大连经验等（孟泉，2013；

路军，2013）。 

从表面现象推断，相当一部分罢工都是依靠集体谈判（官方称作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有效实施

才得以化解（常凯, 2013）。然而，很多学者之前对于中国集体协商的研究却暗示出党政推动的集体

协商制度却是只是一种通过指标管理的方式实现的国家治理劳动关系的模式（吴清军，2012）。陈敬

慈认为这种党政主导推行数字化管理的模式只能称之为形式化的集体协商制度（Chan & Hui, 2013）。

因此,形式化的集体协商制度并不能导致劳资之间自主的谈判关系的形成,集体协商的本质成为党政

与工会联合同资方的议价行为（吴清军,2012）。颇有兴味的是，在工人通过集体反抗行动的作用之下，

集体谈判在企业层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虚转实，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资自主议价的结果，从而

改善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面对这一新的变化,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变化的劳动关系

情境之下,这种集体谈判机制的独特意涵到底是什么?其独特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如果这样的集体谈判

机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真实的劳资博弈,那么,决定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15 在中国，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概念尚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集体合同制

度并不能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集体谈判制度同日而语，笔者承认这一提法。但是，若将集体谈判与

集体协商的定义对应实际的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行为来看，则很难界定哪一种行为就是谈判，哪一种行为

就是协商。然而，从集体谈判的分类来看，分配型谈判意味着一种零和博弈；而整合性谈判则是一种“正

和”的双赢谈判方式，而集体协商与后者更为相似，强调劳资双方就一个目标，通过交换意见和沟通，最

终达成双赢的目的与合作的关系（Katz, et. al, 2004：185; 李琪，2008:185）。因此，为了避免概念使用的

混乱，本文将沿用集体谈判这一概念，但是涉及官方已经确认的名称时，使用工资集体协商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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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有关集体谈判的西方经典理论入手,结合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在制度和

执行层面的具体实践来分析。笔者首先通过对集体谈判相关理论的分析，从制度沿革与主体博弈行为

两个角度梳理出中国集体谈判异于西方传统意义集体谈判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明确

聚焦在中国特殊情境下本文的研究问题。其后，笔者选取了在 2010 年夏季发生罢工潮地区的两个典

型案例,即 D 区和 G 省，集中对两个个案中有关集体谈判制度与集体谈判中各主体行为的变化进行阐

述，旨在通过比较集体谈判机制实施的动力、集体谈判的结构变化与其功能发挥的局限性来挖掘决定

集体谈判功能背后国家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最后，通过从这三个角度的比较分析，来讨论决定这

一机制现实效果及影响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基于笔者在 2010 到 2012 年 L 省 D 市 D 区和 G 省两个出现罢工潮最为集中的地区进行的

多次调研。在 2010 年两地皆发生了数十家企业连锁性的罢工潮，而两地的罢工问题也都是通过政府

与工会的积极介入之下，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得以平息。同时，两地罢工企业中工资集体

协商机制也逐步成为了常规化的劳资议价机制。因此，对于考量罢工后集体谈判机制的运行十分具有

典型性。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访谈对象涉及工人、工会工作者、政府官员及

企业管理者。另外，笔者也参与到了个别案例具体的集体谈判过程中，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记录

谈判的全过程。对于一些典型案例相关媒体报道的二手资料也是对本研究参考的有力佐证。 

 

谈判结构与权力关系----中国集体谈判变化的独特性及其分析视角 

对于集体谈判的理论性讨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即功能主义的视角与行为过程的视角。从

集体谈判的功能角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主要强调集体谈判作为一种规则对产业关系的影响。 

例如，韦伯夫妇早在 1914 年就提出集体谈判的经济功能,即工会依靠组织权力为其会员提高工资

及其他劳动条件的机制，进而工人可以改善生活水平（Webb & Webb，1914:150-276）。之后,英国学

者弗兰德斯与克莱格又提出,集体谈判除了具有经济性的议价功能之外,还具有实现企业民主参与的管

理功能（Flanders，1968；Clegg，1976）。而其他一些学者基于其对过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批评认为,

通过有效的集体谈判制度安排还可以实现国家层面的产业民主与工会的合法性（Fox，1975；Ackers，

2007）。这些观点暗示出了集体谈判的政治功能。 

持有功能论的学者对集体谈判的研究基本止步于对集体谈判制度或机制影响效果的一种描述，而

忽略了不同主体在集体谈判这一劳资博弈平台上的行为。于是，另一些有关集体谈判的研究从行为过

程的视角指出，集体谈判作为一种产出规则的过程，其内在蕴含着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关系

（Fox,1975；Kcohan,1980）。吴清军在引述布朗的比较研究后认为，这些集中讨论欧美集体谈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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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集体谈判制度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国家的特殊作用其解释力不足

（吴清军，2012:70）。然而，吴清军却并未继续讨论应该从哪些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集体谈判的独特性。 

本文认为仅仅将中国的集体谈判的制度安排按照西方的制度的标准进行对比，那么必然会忽略全

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多元化造成了产业关系多元化的问题（Hamann & Kelly,2009:137-145）。仅仅参

照西方集体谈判的功能来看中国的问题有欠客观，而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集体谈判制度构建

与执行过程的独特路径。正如陈峰所提出的观点，工业公民权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大有不同之处，

如英美是靠工人运动推动的工业公民权从政治权利到社会权利的转变；而在中国集体性工业公民权则

在先入为主的工会体制以及个体权力的积极构建中被遏制了（陈峰，2011）。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就已经先入为主地在一系列的劳动法律法规中进

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并在 2000 年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4 年颁布了新的《集体合

同规定》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郑桥，2009:402-428）。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以及执行层

面的缺失，集体谈判呈现程序性合同而少实质性谈判的特点，工人也并未真正被纳入这样的机制当中

作为博弈的主体（Clarke et al，2004；吴清军，2012）。在个体劳动权利的一系列法律出台后，工人

的抗争又进一步被导入了“依法维权”的路径之下，而推动集体谈判的主要力量仍旧是国家和工会。

无论如何，党政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路径一直持续到了 2010 年以后，例如 2010 年国家“三方会议”

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工作方案》、全国总工会于 2010 年提出的“两

个普遍”以及于 2011 年下发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1—2013 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

等。然而，笔者从与 2010 年沿海地区罢工潮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工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集体谈判制度与执行的统一（路军，2013）。 

另一方面，中国集体谈判的独特性除了体现在历史视角下制度演进的路径之上，参与谈判主体的

互动博弈行为也会揭示其特殊性。一些针对近年来工人集体抗争的研究认为,集体谈判机制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了化解罢工的有效机制与手段，具有平息罢工的功能（李琪，2011；Chan & Hui，2012）。

然而陈敬慈等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2010 年以来的工人罢工导致雇主最终接受以类似西方劳资

自主的集体谈判的形式，与工人在工资增长的诉求上达成妥协；但是随着工会在后续谈判中的介入，

集体谈判的模式也有可能转变为“党政主导的集体谈判”模式（Chan & Hui，2013 ）。在这个过程中，

集体谈判的功能也由解决罢工过渡到了预防罢工。当然，还有另一些个案研究也透视出，在基层还是

会出现一些制度与执行趋向统一的集体谈判“模式”，如工人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的结构性权力，

推动雇主主动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化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温岭模式等（闻效仪，2011）。 由此

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中国的集体协商机制并非是某些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劳资自主程度较高的

集体谈判模式，而是一种国家与企业用以治理、管理劳动关系的工具性议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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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就目前中国集体谈判的现实发展来看，其变化的特殊性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宏观

制度层面，中国的集体谈判制度经历了从党政主导下先入为主的制度建设与执行的不统一，过渡到在

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制度与执行统一的过程。其二，在企业运行层面，中国的集体

协商机制被国家甚或雇主作为旨在发挥稳定劳动关系功能的工具化机制重新引入企业劳资关系调整

之中。其突出表现就在于工人可以参与到集体谈判的过程中，进而影响了围绕集体谈判的党政、工会

与工人等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基于这一判断，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聚焦为，

在先入为主的制度安排条件下，为什么这种具有工具化色彩的集体谈判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解

决和预防工人罢工的功能？这种中国劳动关系的“制度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的集体谈判功能变化体现为谈判结构的变化，而谈判结构的变化背后却是工人的力量卷入权

力关系之中的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前者来说，中国的集体谈判机制变化，受到了集体谈判相关制度的

变化的影响，这可以反映在集体谈判结构 16的变化之上（Flanagan, 2008）。就法律而言，《劳动法》

第 33条和《劳动合同法》第 51条，基本上已经将集体协商的双方当事人限制在了用人单位（企业）

层级 17。但是，地方集体协商的制度改变可以导致谈判的结构变化，如自 2006年以来，为了解决集

体协商在企业推进困难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始实施区域性或行业性集体协商的方式。然而，这样的方

式虽然是谈判结果的表面变化，而实际上仍旧只能体现在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合同的数量上（吴清军，

2012）。另一方面，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亦会受到参与集体协商行为主体互动的变化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博弈各方的权力（power）关系变化之上（Kelly，1998:9-13）。然而，在中国的情境下，仅涉及

劳资双方的权力关系解释力不足，必须考量国家与工会作为另外两个重要权力主体介入集体谈判后的

对劳资权力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中,权力关系也必然是四方互动的结果

（Chen, 2010）。这主要是因为国家与工会在介入解决 2010 年罢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企业与

工人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进行议价,从而形成了“集体谈判的潜机制”（李琪,2011）。另外，最

近对于珠三角和东北地区的罢工研究表明,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工会在党政的支持下,在工资集体协

商的过程中既从程序上代表了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又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完善与实施中扮演了重

要的协调者和引导者的角色（Chan，2012；孟泉，2012）。综上，本文对个案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谈

判结构与博弈主体的权力关系变化这两个影响集体谈判的主要方面，从而发掘导致集体谈判有效性的

深层原因。后文将基于这一框架，结合笔者的经验研究对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16集体谈判结构是指集体劳动合同影响或覆盖的劳资双方的范畴,也就是谈判单位（bargaining unit）的结构

（Katz et al. 2008）。 
17 《劳动法》第 33 条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

的代表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法》第 51 条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

；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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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传统的延伸——D区工资集体协商 

D 区是 1984 年由国务院认定的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在中国外资企业最早投资的

开发区之一。到目前为止，该区有 3500 多家外资企业投资建立工厂或公司，其中跻身世界 500 强的

外资企业达 69 家。笔者将通过梳理该地区罢工以及集体谈判机制建立、运行与变化的历史传统来说

明双重动力的作用效果。 

 

（一）集体协商机制变化的双重推动力 

D区罢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4年。在 1994年 3月全国第一家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 W厂工

人自发组织了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两天半，工人的诉求就是要增加工资的涨幅并减少工时。此事一

出对日方雇主和全总都有所触动，并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最终迫使地方工会出面和日方经理

就工人提出诉求展开协商，并增长工资。由于 W厂工资的成功增长，地方政府和工会为避免劳资冲突

波及其他工厂而给整个工业园区的日资企业按统一标准普遍增长了工资。 

自 1994 年工资增长之后，随着《劳动法》的出台，从 1995年到 2005年的十年间，D区的日资企

业逐步建立起了集体协商机制。但是，这一阶段的集体协商，并未完全反映出工人对工资增长的诉求，

本质上只是企业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协商，对日方雇主的妥协 18。但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工人

工作压力的增大等因素，终于导致了 2005年该地区连锁罢工的爆发。 

2005年，该区 16家日资企业与两家韩资企业中爆发了约 2万名工人参加的连锁性罢工潮。此次

罢工潮的起因是由于日本投资的 T公司受到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要求缩短员工加班时间的整改意见。于

是，公司决定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但是，工人不仅难以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更由于加班时间的减少

而导致工资降低。因此，T公司的工人们在无法忍受的条件下，终于将积怨转化为了五六百人参与的

罢工行动。从 2005年 8月 19日到 9月 14日，其它的 17家企业的工人也陆续罢工。他们主要的诉求

也基本集中在要求企业增长工资。 

在介入平息罢工的工作中，D区工会主席 M先生，在通过与 D市政府的沟通之后，得到了政府的

授权和认可，接受委托作为政府的代表到企业中去与雇主通过集体协商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希

望尽快化解罢工。应该说，区工会在劳资冲突之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通过政府赋予其介入罢工的

权力，与企业工会配合，在雇主与工人之间促成了双方对工资增长幅度的妥协，从而既满足了工人工

资增长的诉求，又化解了罢工问题（Chen，2010）。可见，集体协商又发挥了平息罢工的功能。 

 

                                                             
18 参见 2010 年 4 月 6 日 W 厂工会 H 主席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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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避免更多的罢工出现，地方政府吸取这次“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开始强调工资

指导线的作用，并经常和D区工会以及该区的企业工会沟通，试图以工资指导线作为支持企业工会开

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个有力的博弈策略。但是，对于企业工会主席来说，仍旧主要依靠自身在企业内

部所能掌握的资源和长期摸索的谈判策略与雇主就工资增长和劳动条件等问题进行协商，企业工会仍

旧处在“单打独斗”的阶段 19。 

然而，2010 年更大规模的罢工潮再次爆发宣告了这一改革的失败。2010 年 5 月末到 8 月末，D

区曝出自建立以来第二次“罢工潮”，波及企业达 73家（其中 46家日资企业），参与罢工的工人达七

万多人。这次罢工潮从参与的工人人数到规模都超过了 2005 年。引发该区工人以罢工的形式进行抗

争的直接原因仍旧是工资增长。对于 D区的工人来说，工资增长的幅度要低于物价增长的幅度导致他

们的月收入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的诉求，甚至出现了生活水平降低的状况。另外，在 D区，大部分工

人都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仅对自身的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提高，也更加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和反抗精神（Pun &Lu，2010）。 

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行为持续了一个月才得到全面平息。而罢工得以解决的关键就是企业工会迅

速组织工人选举谈判代表，收集并迅速统一工人诉求，同时说服日方雇主与工会主席及工人代表，就

工资的增幅问题进行反复谈判。而此时，区工会也与企业工会迅速沟通在工资增幅问题上的标准和限

制，并介入部分企业劳资谈判的过程中，从而提供给企业工会政治上的支持，进而推动平息罢工。尽

管官方话语中，对旨在平息罢工的谈判过程仍旧称之为“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然而，这一机制一方

面是工人自发形成的团结力量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工人的参与和意见表达。

因此，更加接近西方社会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Chan & Hui，2013） 

实际上，2010 年罢工潮的发生说明，D区工会在 2005 年之后改善的集体协商机制作用具有局限

性。很多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承认企业工会每年确实帮助他们争取工资增长；却又认为工会与雇主展开

的集体协商并没有解决他们的实际诉求。尽管企业工会也收集工人意见，但是这些意见还是会在很大

程度上由企业工会进行会总和修正，并且需要得到日方雇主同意的前提下实现有限的工资增长。而只

有通过工人自组织的罢工才可以真正让工人的声音得到重视 20。可见，企业工会通过“单打独斗”

式的策略意在能够增强其在工人中的合法性，并由此预防罢工的出现。然而，工人的自发罢工再次对

工会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也促使企业工会开始引入新的应对策略。 

通过梳理 D区工人罢工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工人通过罢工行动不

断推动了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但是，D区政府与总工会一直以来在集体谈判制度的改革中，成为主

                                                             
19 参见 2012 年 7 月 30 日 D 区区工会 S 主席访谈记录。 
20 参见 2011 年 8 月 17 日 W 厂工会 H 主席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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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角色。故而，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双重动力的影响，即工人集体力量与政府、工会推

动的制度改革。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之后 D 区区工会推进的集体谈判制度改革效果最为明显，表

现在集体谈判的结构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集体谈判的行业化与集中化 

2010年罢工潮事件平息之后，D区总工会开始改革集体协商制度，具体策略包括制定可预期的工

资增长计划、与雇主组织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以及优化与整合外企联（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这一系

列改革直接影响了集体谈判结构的变化，其转变可以概括为集体谈判结构趋向集中化和行业化。 

首先，D区工会在工资增长标准方面制定了配套的制度，即由区工会推出的所谓“五年工资倍增

计划”，承诺该区工人，五年工资增长实现翻一番。这一标准的制定既能够让工人的工资得到有序的

增长，又是一种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预期。企业进而可以结合自身具体经营状况进行调整。通过这种方

式，既可以让工人对工资增长有一个愿景，又可以让工人接受企业工会提出一些调整增长幅度的意见。 

其次，由于日资企业是劳资冲突多发的企业类型，所以区总工会在企业工会与雇主展开集体谈判

之前，会提前和该区日资企业商会展开非正式的讨论和协商。区工会尽量利用其代表政府的身份来让

日资企业商会与其在工资增长问题上达成一致，并确定工资增长的上限与下限。其目的在于为了帮助

企业工会缓解在集体协商中雇主一方的压力，这样就使企业工会在与雇主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就工资

增长的底线与日方雇主达成默契。因此，总体来看，在企业工会与雇主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之前，D区

工会实际上就已经和日资企业雇主确定了涉及谈判的主要内容，即工资增长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区

域层面与劳资双方的沟通已经完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谈判（工资集体协商）的结构趋向于集

中化。 

9个分站 21。各区域分站建立党委，直接受外企联领导，形成长效沟通、联动工作机制。表面上

看，这是一个通过上下级党委关系形成的工会网络，本质上，这个网络是借助了党委的名义实现其存

在的合法性，以便更有效的开展工作。 

总体来说，外企联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同行业内企业工会交流工资集体协商经验、互通信息的

一个平台。最后，2010 年罢工潮发生之前，区级工会也召集了部分在开展集体协商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企业工会组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非正式工会信息沟通网络。然而，这一网络形成的主要基础是区工

会主席与其他企业工会主席的私人关系，由于缺乏制度的强力支持，这一松散的网络作用比较有限。 

                                                             
21 9 个工作站分别为：第一工作站（机械设备、通用设备、汽车零部件、微型马达）、第二工作站（机械

设备、船舶机械、汽车零部件、空调配件）、第三工作站（电子电器 1）、第四工作站（电子电器 2）、第

五工作站（服装企业）、第六工作站（制药、食品、服务业）、第七工作站（注塑、磨具、冲压）、第八

工作站（建材、铸造、阀门、化工）、第九工作站（欧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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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会主席上台后，发现了这一网络资源的重要价值，于是，以此网络为基础，根据不同行业

与所有制的特点，发展改善了 D区外企联，使外企联的组织结构更加规范。外企联将企业工会按行业

及投资方划分为行业化特点更为突出的外企联的发展，使企业工会组织在集体协商机制的执行中的行

为、策略相似性增强，从而能够更好地保证工资增长，并缓解了工会的压力。 

 

（三）企业内部集体协商的效果 

在 D区总工会主导的集体谈判制度重塑的背景下，集体谈判结构由以往较为松散的企业层级的谈

判向更为集中化的趋势过渡。而这种制度安排在企业内部产生的效果，则主要体现在企业工会的角色

的转变，并同时增强了企业集体协商的有效性，进而提高了企业工会的合法性地位。2010 年罢工平

息之后，新上任的区工会 T主席对 D区企业工会开展集体协商机制的工作模式做出了重新的考量和总

结。在他看来，D区工会以及企业工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两点，即预防罢工和工资增长。 

“作为工会组织，就是要想如何避免罢工现象，如何预防，需要工会做什么，问题的症结在哪

里？……职工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工资问题。维护职工工资就是最大的利益。另外，作为外资企业，

在职工的工资比较低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证职工工资随着外界经济、物价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才是工会要做的事情。”22 

但是，对企业工会来说在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过程中面临着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一部分来自工

人对工资增长的诉求，另一部分则来自雇主对区工会身份与行为的限制（Chen，2009）。因此，解决

这一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策略能够将企业工会从这两种压力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平

衡、解决劳资之间因工资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区工会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下简称“职代会”

制度）引入了 D区的企业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工会作

为一种制度资源，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加以再度开发和应用。这些企业工会的行为被视作发展民主参与

改革的有效途径（冯同庆，2011：13-15）。 

企业工会能够通过职代会制度与集体协商制度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有效地将企业工会从原有面对

工人代表性不足的尴尬局面中解放出来。通过工会主导的工人直选，职代会成为了可以聚集工人意见

的工会附属组织，但是这一组织对工资增长等问题所形成的最终意见就基本代表了所有员工统一的意

见。另外，职代会还成为了工会工作宣传的一个阵地，在职代会上工会主席让所有参会的职工代表了

解到企业工会为工人工资增长所付出的努力。因此，工会通过在职代会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工人的

认可。由此将过往企业工会直接与雇主就工资增幅展开谈判的关系，转化为以工会作为中间人代表工

                                                             
22 引自 2012 年 7 月 30 日 D 区总工会 T 主席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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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见与雇主谈判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工会实现了先与工人达成一致，再与雇主实现妥协的谈

判机制。企业工会通过职代会机制的引入，在与资方的谈判策略上做出了有效的变化，将工人的权力

真正引入了博弈的过程之中。 

 

成功经验的复制——G省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 

在 2010 年夏季发生在沿海地区的罢工潮中，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 G省十几家日资汽车零部

件制造业代工厂的罢工潮。G省罢工潮更具有行业性连锁罢工的突出特点。然而，集体谈判也成为了

解决并预防罢工的有效手段。 

 

（一）集体谈判的双向驱动力 

2010 年 5 月 17 日，G 省 F 市的某汽车零部件厂（以下简称 B 厂），1500 多名工人发起了持续了

半月有余的罢工行动。参与行动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年龄在 18岁到 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人的

抗争行为主要因为他们对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公正的工资体系以及中日员工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差距过

大等问题产生了不满。由于商品市场物价的不断攀升，订单量过多等原因导致工人所需承担生产任务

量的压力不断加大。这就造成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有失公正的报酬。于是，在两名积极分子牵头之下，

持续半个月的罢工拉开了序幕。 

不同于以往通常见诸媒体报端的工人抗争形式——在工厂以外的游行示威，B厂工人只是将活动

的范围限制在厂内，并不时高唱爱国歌曲，高喊带有反日色彩的口号。在工人理性罢工的过程中，他

们也遭遇了雇主的对抗。雇主采取了威胁性和高压式的应对策略，比如公司开除两名最初的罢工领袖；

公司与实习学生工的校方共谋，以毕业证为要挟逼迫参与罢工的学生工尽快复工，逼迫参与罢工的学

生工签订不再罢工的保证书等。S镇工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冲突也进一步激怒了大部分工人，并导致

已经复工的工人再次加入了罢工的队伍。 

正值事态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G省政府高层开始重视该事件的发展，并将该事件定位为劳资之

间的经济性纠纷，希望工会能够介入通过推动集体协商来平息罢工。其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策略主

要决定于其需要平衡 G省产业升级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社会维稳的政治发展任务（Meng & Lu，2013）。

之后，Z 先生以省人大代表以及与 B 集团在华合资的 GB 公司中方总经理的身份开始介入，并极力促

成劳资之间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此事。同时，N区政府劳动部门也努力协同 Z先生推动工资集体协商

程序（集体谈判）的启动，以实现工人工资增长，尽快平息罢工。之后，在 Z 先生与劳动法专家 C

教授的斡旋之下，由原企业工会主席和四名罢工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劳方首席代表与日方管理层五名

首席代表展开了三轮有序的工资集体协商。最终，劳资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了一致。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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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B厂罢工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以至于 G省汽配行业后续发生了十几起罢工。而当 B厂罢工通

过集体谈判得以平息的策略也被政府认可，并通过 G省总工会和各地方工会作为解决罢工的模式一一

化解了后续的罢工。可以看出，汽车行业集体谈判得以促成,在于工人罢工与政府包容的双重动力发

挥了作用（Meng & Lu，2013）。 

 

（二）集体谈判模式的集中化复制 

随着旨在平息罢工的 B厂集体谈判模式逐步成型，G省工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将此模式迅速推广

到该省各地爆发罢工的汽车制造业的外资企业中。进而这些企业的罢工也通过集体谈判得到了解决。 

例如，在另一家日资零部件制造厂（以下简称 D厂）出现的罢工事件的解决，也是因循 B厂的成

功经验。在 D 厂工人罢工的第三天，G 市 S 区政府由于担心在其辖区内的 25 家汽配工厂会出现连锁

罢工，于是开始介入此案，并试图平息工人的罢工。同时，S区工会 L副主席也被邀请协助介入处理

此事。此后，S 区工会副主席邀请在平息 B 厂罢工中的资方专家 Z 先生来和罢工工人谈判。然而，Z

先生与工人的沟通并不顺畅，工人普遍不愿接受政府的协调，并表示对企业工会失去信心。所以，S

区工会副主席随即开始转变策略，先对企业工会主席及 11 名工会委员做思想工作并共同商量应对策

略。与此同时，S区工会副主席也在与该厂最高管理层达成一致意见后，公开劝说工人复工。在 L副

主席的劝导下，工人们本来计划一周的行动最终只坚持了 3天，便答应重新复工。然而，此时日方管

理人员对罢工工人轻蔑的态度激化了工人的反抗情绪。L副工会主席遂再次与罢工工人沟通，希望罢

工工人能够推举代表与企业和政府谈判。经过多次努力，工会终于使罢工工人接受选举谈判代表的要

求。然而，谈话当晚，罢工工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次组织起来意图封堵工厂大门，拦截向厂外

运送货物的火车以及日方管理者的班车。后来，在区领导与工会领导的介入之下这次行动再次被平息。 

最后，S区工会副主席动员 11名指定的员工代表分组说服罢工员工，从而选出了 52名谈判代表。

25日，由 52名员工代表与资方开始展开集体谈判。企业工会 K主席和 4名员工代表作为劳方首席谈

判代表。资方也吸取了过去因态度刻薄而导致恶果的教训，在谈判过程中保持友好的态度与气氛。经

过谈判后，最终的结果是确定工人工资增长 825 元，全厂员工总体普调 550 元。另外，工人提出了

623 条谈判的意见被企业工会总结为 220条，在后续的谈判中确定。雇主与工会承诺，集体谈判过程

中虽然只确定了工资问题，其他问题还要在两到三个月内谈完。总体看来，G省政府确定了劳资冲突

的性质，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之后，G省地区级的工会（如 G省总工会、GZ市总工会、N区总工会等）

扮演了推进以集体谈判（工资集体协商）手段来化解罢工的重要角色。而这种地区工会推动的谈判模

式的不断复制形成了一种更为集中化复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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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谈判到协商——缩水的政治空间 

G省集体谈判模式集中化的复制，暗示出工人自发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机制的实施起到了有效化

解罢工的作用。这一阶段的集体谈判也更加趋近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盛行的劳资自主的集体谈

判（Meng & Lu，2013；Chan & Hui, 2013）。然而，其作用不止于此。以 B厂这个典型案例来说，G

省总工会及时介入之后，辅助工人重新选举工会主席以及工会委员，但企业工会主席仍未有变动。与

此同时，部分罢工积极分子也纷纷离开工厂，另谋职业。次年，在 G 省总工会的辅助下，3 月 11 日

劳资双方进行了 2011年的工资集体协商。经过三轮博弈之后，工人的工资再次增长 611元，基本满

足了大多数工人的诉求。但是，参与正式协商的一线工人数量大幅度减少。他们对于工资增长等方面

的意见，基本上都由班组长通过工会小组长逐级上报到企业工会，并由企业工会委员进行汇总后，作

为主要的协商代表与资方进行协商。另外，资方也在认可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劳

资之间沟通的渠道，旨在能够更深入了解工人的基本诉求及思想状态。总体来讲，B厂罢工工人在党

政与工会约定明确的工资集体协商规则中，被动地参与到这种工会推动却可以实现增长工资目的劳资

博弈过程中。 

应该说，G省工会在法律上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来介入这两个过程之中。从现象表面来看，G省工会

既在B厂组织工人进行了工会的重选工作，又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在第二次集体协商当中为工人争取

更多的利益 23。因此，地方工会在实现工人在工会重组和通过协商程序增长工资两方面，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其代表性也得以彰显。 

然而，正如陈峰指出的，地方工会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其目标、策略和行为都被限制在了政

府既定的界限之内（Chen, 2009）。因此，在地方工会的积极干预之下，企业工会的选举在多大程度

上是一种民主选举，则是需要从地方工会的干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中得出答案的。从选举的过程和结

果来看，一方面，工会主席的人选并没有变动；另一方面，地方工会虽然也允许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或

有参选积极性的工人参加选举，但是最终成为工会委员选举的大部分都是管理层，一线员工所占比例

甚少。相比之下，罢工后的第一次工资集体协商更加趋近于集体谈判。与罢工后的第一次协商相比，

第二次协商中的普通员工参与度已经大幅降低，并且只有工资方面的诉求得以进入集体谈判的程序。 

由此可见，地方工会介入的目的更加体现了工会选举和为了增长工人的工资而展开的集体协商在

政治上必须是稳定并可控的。同时，工人的罢工行为得以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而避免；企业工会

的重组也不会让一线员工的团结成为影响企业工会行为的决定性力量；G省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充

当监督者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工会维权的行为并未超越 G省经济、政治发展的原则，既可以让企业

                                                             
23 黄应来，“南海本田停工事件：日方最终接受增加工资方案”，《南方日报》2011-03-02，
http://gd.nfdaily.cn/content/2011-03/02/content_20591437.htm，2011/10/8 最后一次引用。 

http://gd.nfdaily.cn/content/2011-03/02/content_205914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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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继续稳定运行，也可以在政治层面实现对工会重组及集体谈判的稳定性与可控性。工会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工会也成功的实现了对政府维稳功能的延伸。 

由此可见，G省政府提供的包容性政治空间实际上只容纳了工资增长要求的实现，有关工人集体

权利的诉求最多只能在工会控制的范围内接受，甚或未被考虑在内。所以，随着集体谈判模式不断地

被复制，其背后的逻辑是针对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产生转化或消弭的作用。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大多数工人在他们的经济性诉求满足之后，也不再坚持为新的诉求而抗争。双重的动力在集体谈

判机制的变化中被转化为劳资自主谈判的双重的阻力。 

 

一、 结论与讨论 

 

（一）集体谈判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 

通过对以上两个典型个案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导致地方政府与工会依靠推动劳资双方以“工

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罢工的直接动力正是工人的罢工行动。但是，不能忽略的另一个重要的动

力就是地方政府政治空间的开放。因此，集体谈判得以实现的推动力包括工人自发形成的结社权力与

政府的推动力（见表一）。 

工人与政府双重动力的作用效果集中体现在两地的集体谈判的结构的变化之上。对于 D区来说，

在区工会制度化的改革中，集体谈判的结构由松散型的企业层面的谈判过渡到趋向集中化的谈判结

构。具体来说，区域层面非正式的工会与雇主组织谈判确定了工资增长的区间，并作为企业工会谈判

的参考标准。企业工会再根据自身企业的具体情况，代表工人与雇主在工资增长的幅度上进行议价，

最终确定企业的工资增长幅度。企业工会进行的“组织裂变”的改革，有效的控制了工人参与谈判的

程度。而对于 G 省来说，集体谈判结构也由过去的企业级的集体谈判转变为一种类似“模式复制”

（pattern following）的非正式谈判结构（Katz et al. 2008）。然而，这种所谓模式复制结构的特殊性

体现在政府通过区域工会介入集体谈判，从而实现政府控制权力的延伸，并有效的监督和引导了集体

谈判中工人参与的整个程度。 

尽管两地推进的集体谈判的结构模式不同，但实现的功能十分相似，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员工参

与工资共决的谈判机制和工资增长的目的；却同时将工人的集体权力整合入可控的制度化路径，实现

了平息与预防罢工的双重功能。集体谈判的这一效果，都由集体谈判机制运行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所决定。两地政府与工会通过引入制度化改革的权力有效地解决并避免了罢工。这使工人依靠团结形

成的集体权力进入了制度化的束缚。这其中经历了两个具体阶段：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自发结社权力

推动了为解决罢工的集体谈判，由于谈判代表在议价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这种谈判模式是比较趋



 

32 
 

近于劳资自主的谈判。而一旦集体谈判的模式形成之后，工人的集体权力被整合入了制度内运行，成

为了党政与工会可控的权力。也就是政府与工会运用的制度性权力束缚了工人自发的结社权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自发形成的结社权力也并非毫无缺陷。其问题在于工人这种抗争的诉求

仅止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即便在话语上对集体劳权（如工会改选、集体谈判权等）提出的诉求也是

一种工具性的策略,而并非真正意味着劳工意识的提升与转变 （Meng & Lu, 2013）。这一点在汪建

华对珠三角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佐证。他认为，工人的罢工行为背后充斥着一种“实

用主义团结”文化。基于这种团结文化，工人们的抗争本质上就是市场博弈的手段,其经济性诉求是

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制度性诉求也体现其对于议价机制常规化的期望（汪建华，2013）。但是，经济

性的诉求使其自发形成的集体权力被嵌入制度路径，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具有潜

在影响的权力，表现为一种可以被政府、工会与雇主识别的潜在能力，也只能发挥潜在的威慑功能。 

正如塔罗（2005）所指出的“运动中的力量取决于外部机遇的动员，当机遇从最初的挑战者扩展

到其他的集团，并转向高层精英和当权者时，运动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力量来源。在短期里，运动中的

力量似乎不可抵抗，却很快消失，并无情的变成更为体制化的形式”。限制 D 区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

模式发展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基于谈判传统而形成的工人、工会与雇主之间的默契；而对于 G省，则

可以概括为旨在削弱并控制工人博弈权力的缩水的政治空间与工人经济性诉求的契合。但从本质上来

说，两者无甚差别。 

因此，从表一的对比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实际上，两地的集体谈判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于政府、

工会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权力关系变化的原因是政府的控制策略调整与工人抗争的诉求恰

巧形成了默契。也就是说，集体谈判的推动力与局限性都是劳方和政府双向作用的结果。其最终导致

了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层面劳资自主的程度逐步降低，而趋向一种可控的集中化谈判结构，进

而首先实现了解决罢工的功能，而后实现了预防罢工的功能。劳资相对自主的博弈关系在工人自发的

结社力量逐步被吸纳进入制度化轨道后，在微观企业层面的谈判过程中随之转化为了一种劳资与工会

共同参与的谈判机制。一方面，区域工会参与体现的政府意志是对于效率、稳定与国家合法性之间的

平衡（Offe，1984）；其背后支撑的权力来源是地方政府。另一方面，企业一级的工会参与发挥了既

代表工人谈判，又要协调劳资关系的功能。因此，工会参与实际上是对员工参与的一种功能性组织化

策略，意在控制工人的参与程度，协调劳资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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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两地集体谈判比较 

案例比较 D区 G省 

集体谈判的

动力 

1. 工人罢工中自发形成的集体

权力 

2. 地方政府治理传统营造的政

治空间之开放 

1. 工人罢工中自发形成的集体权

力 

2. 地方政府发展逻辑导致的政治

空间的开放 

谈判结构的

变化 

集体谈判的行业化及其结构的集

中化的集体谈判 

集体谈判模式复制 

集体谈判的

局限性 

基于谈判传统而形成的工人、工会

与雇主之间的默契 

旨在削弱并控制工人博弈权力的缩

水的政治空间与工人经济性诉求的

契合 

功能有效性 平息与预防罢工，可控的企业内部

工资增长机制的形成，重新将工人

的自发集体权力整合入可控的制

度化路径 

平息与预防罢工，可控的企业内部

工资增长机制的形成，重新将工人

的自发集体权力整合入可控的制度

化路径 

 

（二）制度化治理策略下再生产出的“同意”与“反抗” 

总体来说，两地出现过罢工的企业中推行的集体谈判机制最终可以实现解决并预防罢工的功能，

主要取决于国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国家介入罢工的权力，主要体现在政治空间的开放只容

纳了工作场所中的利益博弈的存在，却并未出现集体劳权的制度化趋势。也就是说，集体谈判本质上

是“国家搭台，劳资唱戏”的博弈形式，通过控制工人在集体谈判中的参与程度来避免工人再次形成

自发的集体力量。 

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其在一定空间内的流动性以及工会的协调作用这两个维度对于在集体谈判

中的工人权力进一步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在D区由于工人的流动性相对较低，即使离开一家工厂

还可以在该区的另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再加之大部分的工人来自东北地区，现在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了

他们在这一区域中可以有助于形成团结的资源。然而，区工会的制度化改革强化了区工会和企业工会

在工人与资方之间调节的功能。这种调节功能使劳资双方与工会在企业集体谈判的运行中与工会逐步

形成了一种延续的默契，因此，只要保证工会在工资增长问题上协调得当，那么工人就更容易对目前

的集体谈判机制产生认同，进而有效降低了罢工发生的可能性。相反，尽管G省工人流动性较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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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不稳定的工人群体结构，这必然会对团结的延续产生影响。然而，在G省曾经出现过罢工并以集

体谈判方式成功化解的典范企业——B厂，工人们在 2013年 3月再次以罢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工资

增长的不满。工会主席的更替，使工人们认为集体谈判在新的工会主席推动下不重视员工意见，却逐

步倾向于迎合日方雇主对工资增长的幅度的决定 24。G省工会的撤出与B厂新工会主席轻视工人意见，

实际上降低了工会利用集体谈判机制在劳资之间发挥的调节功能。这种迥异的现象暗示出国家通过引

入制度化治理的策略来约束工人团结的形成，并不一定是长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中的运行也许

会再生产出工人新的“同意”或“反抗”。因此，这种“同意”与“反抗”都在集体谈判机制中被再

生产出来的决定机制究竟是什么，将会是笔者未来会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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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海本田三次工资集体协商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孔祥鸿 ∗ 

 

摘要：从 2010年 6月初到 2011年 3月初，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南海本田公司进行了三次工资集

体协商，总结这三次集体协商的过程与结果，可以比较深刻地看到中国工会基层组织建设所存在的问

题以及中国工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审视和判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有很大启示。 

关键词：工资集体协商  基层工会  和谐劳动关系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Three Rounds of Collective Wage Negotiation in Nanhai Honda 

 

Xianghong Kong 

 

Abstract: From early June of 2010 to early March of 2011, Nanhai Honda had conducted three rounds 

of collective wage negotiation in no more than a year.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three rounds of 

collective wage negotiation have relatively well demonstrat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organizing grass-roots 

trade union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case also reveals 

the key factors for us to examine and judge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Key words: collective wage negotiation, grass-roots union,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从 2010 年 6月初到 2011年 3月初，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南海本田公司进行了三次工资集体协商，

总结这三次集体协商的过程与结果，可以比较深刻地看到中国工会基层组织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中

国工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审视和判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有很大启示。 

第一次协商：6月 4日下午 3时——晚上 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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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特点： 

1、集体停工持续了 19 天，劳资双方都承受很大压力，相当职工已复工，有一种人心思定的氛围，

但都看着集体协商结果，如协商失败，有继续停工的可能，故双方都有压力。 

2、职工对工会不信任，在停工期间提出改组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因此，职工方协商代表

是临时选举的 30 人，其中 5人为发言代表，25人为列席代表。职工方处在被动状态，提出了增加工

资 800元的诉求但没有提出完整的增资方案，均在资方提出方案基础上讨论。 

3、政府和其他企业外人士介入，如劳动部门负责人主持协商，协商前由广汽本田工会介绍集体

协商的做法，曾庆洪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常凯以大学教授、职工代表顾问身份参与指导协调。 

过程与结果： 

1、主要围绕两个方案：方案一基本工资增加 300元，总收入为 2044元/月；方案二总收入为 2100

元/月，但基本工资只增加 200元。 

2、职工方协商代表是松散的，缺乏“领袖”，对资方的方案呈现多元的立场与态度，难以形成较

为统一的意见，正是在曾、常协助下职工方 30名代表采取站队式表决后同意方案一。 

结果：增资 500元/月，其中基本工资增 300元，补贴 66元，特别奖金 134元。 

影响与经验： 

1、平息了集体停工，让双方看到，劳资矛盾可以和必须通过集体协商来解决，这为以后两次的

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2、在低水平基础上增加工资，稍微超过了当地行业工资的平均水平，缓解了职工不满的情绪。

注意，仅是缓解，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职工要求进一步增加工资收入的诉求仍然很强烈。 

3、程序上有缺陷，如没有经过职代会审议等，存在履约风险。 

4、尽管还是以工会主席为首席代表，但工会组织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地参与到协商的各个环节。

企业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应有地位与作用没有体现出来，工会的代表性受到冲击和怀疑！ 

 

第二次协商：12月 18 日下午，12月 24日下午 

背景与特点： 

1、公司工会经过规范化建设，选举了工会小组长，车间分会，增选了公司工会委员和副主席，

组成了公司工会的三级组织网络，开始形成一种组织性的力量。 

2、协商代表由公司工会 13 名委员及 4个车间分会主席组成，充分显示了工会的代表性。 

3、职工方代表与企业方代表交替提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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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方愿意与工会进行协商，但仍深存疑虑，对工会能否真正代表职工权益，能否以“一个声

音”进行协商，还在等着看。而且，资方对“共建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认识仍不到位。 

5、上级工会派人参与指导协调。 

过程与结果： 

1、两轮协商，劳资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2、职工方据理力争，有理有情，促使企业作出让步。  

3、焦点问题：6月 4日集体协商达成的协议当中，关于年度奖金不少于 2个月的提法怎么理解？

以什么为主要依据决定发放年度奖金的额度——工会意见占了上风：以企业效益为主，兼顾春节、物

价等因素。 

影响与经验： 

1、广大职工认同工会的代表性，感受到工会是可以信任的；同时，也让资方看到工会可以以“一

个声音”说话，感受到了工会的代表性与作用。 

2、职工方代表在协商中学习，感受到了压力也增强了自信。 

3、为以后的工资协商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协商：2011年 2月 15日、2月 25日、3月 1日 

背景与特点： 

1、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一些企业招工难，企业感到压力。 

2、南海一汽大众 2013 年投产，预计工资成本——普通工为 3500 元左右，这种属于国际化的竞

争也给企业带来压力。 

3、工会有了一定的经验，更加自信。 

4、整个协商有计划、有步骤，是事先协商好的（双方早在 2010年 12月就把时间、内容等定好，

也考虑到了可能需要多个回合的协商，把时间定在一个月内协商解决问题）。 

5、双方都提前做准备，企业做方案，工会做调查。 

过程与结果： 

1、经历三次协商五轮交锋（指五次双方调整方案）。 

2、双方立场（要价）差距很大，资方甚至提出是“最后方案”，如不能达成协商，将作为集体性

争议提交政府有关部门仲裁。 

3、双方都作了认真准备，有理有据。 

4、双方最后互相尊重互相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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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级工会参与指导和斡旋。 

6、职代会审议时，获得高票通过，消除原来一些人的担心。出席代表 111人，98人投了赞成票，

仅 13人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影响与经验： 

1、进一步提升了职工对公司工会的认可与信任，劳资双方都认可，工资集体协商是劳资博弈与

合作的平台，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性安排。 

2、职工方代表发挥了集体作用，了解、整合并代表了职工的诉求，是一次很好的民主化学习以

及集体协商的实践。 

3、工会提出的方案，略嫌理据不足，主要是参照旁边的汽车玻璃厂一线职工 3200元的工资水平，

仅参照职工收入，没能对比两家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人均利润率等数据，理据难以服人，故被资

方称为“不可接受”。但工会的方案，又确实反映了相当部分职工的心态与愿望，有利于强化工会作

为职工权益的代表性。 

4、工会组织了若干场的“增资方案说明会（恳谈会）”，又组织了 13名一线员工作为列席代表参

与协商，有利于更多一线职工了解协商过程，从而有利于职工代表投票支持双方所达成的协议。 

5、劳资双方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追求，又互相让步，从而达到“双赢”。 

南海本田集体停工事件，无疑给了中国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个很大的教训： 

 

教训一：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缺失，工会失去组织网络支撑，难以有序、有效地开展活动、发挥

作用。 

教训二：基层工会平时活动缺失，工会失去了赖以凝聚、团结职工的形式与手段，也就失去了职

工的认知、认可。 

教训三：基层工会主席角色缺失，工会主席与企业行政高级管理人员的角色交叉在一起，没有鲜

明地代表职工诉求与利益，工会主席得不到职工的信任，也意味着工会得不到职工的信任。 

教训四：基层工会利益诉求机制缺失，未能发挥民主渠道作用。工会的渠道缺失了，职工的诉求

就必然通过另外的渠道提出，这是很自然的。 

教训五：基层工会关键时刻职责缺失，未能团结凝聚职工。在集体性争议的现场，基层工会应当

承担什么职责，应当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南海本田事件中，工会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 

从集体停工到不到一年三次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由于上级工会的介入，南海本田工会以及公司劳

动关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无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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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一：通过规范化建设，让基层工会回归到它的群众性与民主性。历时半年的规范化建设，民

主选举了工会小组长、车间分会委员和公司工会委员，使工会有了一定的职工基础，形成了一种组织

性及系统性的力量。 

经验二：鲜明地代表职工权益，注重在了解、整合、代表职工诉求这三个环节中下功夫，在工资

集体协商中以“一个声音”说话，展示职工集体的声音与力量。 

经验三：注重平时的工作与活动，让职工在一件件小事、一个个活动中积累对工会认知、认可，

从而信任工会，愿意让工会代表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累过程。 

经验四：工资集体协商聚集着职工最切身的经济利益，工会切实搞好了工资集体协商，就能赢得

广大职工的支持与信任。南海本田公司职工对工会的态度的转变，而且在不到一年里有较大转变，其

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经验五：让劳动关系的问题，包括劳动争议，回归到企业内部，回归到劳资双方的协商轨道上来。

尤其不要让劳资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问题，成为稳定问题，成为政府需要介入的重大问题。如果企业

内部一时没能协调一致，达成共识，也应让地方工会“冲锋在前”，尽可能让上级工会斡旋、调解以

至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才介入或诉之法律。 

作为标志性事件，南海本田公司集体停工以及后来进行的三次集体协商，也留下了很多启示。 

 

启示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双方互相尊重互相让步。 

在中国，劳动关系所触发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解决这些矛盾不能采取对抗性

的方法与手段，而要采取非对抗性的、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要在协商中寻求到解决办法，必须互相尊

重彼此的利益追求，又必须互相作出让步。 

启示二：劳资双方的博弈与合作亟需法律规范。 

当劳动争议，包括集体性劳动争议回归到企业内部予以解决，工资集体协商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制度性安排，就更加凸显它的重要性。它既是劳资双方博弈的平台，也是劳资双方合作的平台，

这种博弈与合作相结合的制度性安排，体现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工会体制的一些特点与优势。

但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需要在法律法规上不断地加以完善。比如，双方

谈不拢，怎么办？地方工会和政府怎样介入？怎样体现职工方对企业的制约？双方可以以集体性劳动

争议的形式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仲裁吗？资方的增资方案已经高于政府公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指

导线的高线了，职工方还不满意，企业可以怎么办？诸如此类，都可在南海本田公司的三次工资集体

协商中研究、探索。总之，劳资博弈与合作亟需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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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三：如何认识和解决职工持续性增加工资的诉求。 

如何把握和认识当前劳动关系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南海本田公司三次工资集体协商的成功，既

有工会努力、职工团结、上级工会给力等因素，也有大背景大环境的因素。比如，劳动者收入未能跟

上经济发展步伐，分配不公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中国政府已经把改革分配制度作为

一个重要社会发展目标加以推进；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不少企业的“招工荒”，给了企业很大压力，

却给了职工要求增加工资的很大动力；连续两年比较大幅度地增加工资，既反映了原来职工工资较低

的现实，又显示了一部份企业具有给职工较大幅度增加工资的利润空间，不是能不能加的问题，而是

给不给你加的问题。此外，未来 5年劳动关系领域的焦点问题恐怕都是增加工资，也就是说，持续性

增加工资将是今后 5年劳资博弈的焦点，该怎样认识及解决这问题。 

启示四：上级工会应当怎样指导基层工会进行集体协商。 

就目前情况而言，相当一部分基层工会还难以独立自主地承担起工资集体协商的职责。因此，如

何更好地按照“上代下”的工会维权机制要求，上级工会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指导好基层工会开

展工资集体协商尤为重要。广东省总工会现正在部署各县（区）总工会按照“组建好、培训好、管理

好、发挥好”的要求组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并强调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要发挥“一员两责”

的作用，即发挥好“指导工资集体协商、协调劳动争议”两大职责，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但上级工

会的介入、指导，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范，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启示五：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南海本田公司的第二次集体协商，工会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关键的是了解到了企业 2010 年的纯

利润达到近 2亿元，为投产以来最高。因此，在上级工会的压力下，认同了工会关于共建共享企业发

展成果的意见，在年度奖金上做出了较大让步。在第三次集体协商中，双方都认可了一个数据，就是

2013年南海一汽大众投产时，普工月工资为 3500元左右。这一数据成为双方博弈的一个共同话题与

目标，分歧在于三年达到这一收入水平该怎么走，职工从眼前利益考虑，主张第一年迈大步，提出增

加工资的幅度为 46%；资方则认为三年后的情况有点不可预测，主张第一年先小步走，后两年到时再

说。这是基本认可同一数据的博弈。如果职工方不掌握这一数据，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但资方在否

定职工方提出的方案时，只是抽象地认为，“要考虑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商的承受能力，要考虑企业

的年度盈利目标，如果工资增幅过大，企业成本无法维持”等等，但却不肯透露企业的利润指标是多

少，总之，始终不肯提确切数字。可以说，正是由于工会还缺乏其他有效信息和数据的支撑，未能促

使企业做出更大的让步。在未来的实践中，这种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仍然存在，仍然制约工会

为职工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未来仍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赋予工会和职工平等获取企业相关信

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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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六：广东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当前广东经济发展的主线。“加快转型升级”，对庞大的广东

制造业来说，尤为需要。过去三十年广东制造业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低工资的竞争优势

逐步减弱，人口红利逐步耗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东的人数逐步递减，高房价之下城市生活成本

逐步高涨，正在改变着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工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正在推动着制造业工人工资

的不断上涨。南海本田公司去年发生集体停工后，广东出现了一系列的集体停工事件，基本上都发生

在制造业企业，实际上就是制造业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的具体反映。如果再加上其他生产成本如原

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各级政府在落实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种种努力等等，无

不增加企业的财务开支，无不削弱广东制造业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因此，我们在审视和判断广东劳动

关系未来发展趋势时，不能不考虑广东制造业面临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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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规范的形式化”∗ 

——对 B市某区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的调查 

 

钱俊月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 B市某区工会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队伍的实证研究，描述其人员的基本

构成，分析他们如何协助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试图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能

否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集体协商形式化的问题。调查发现：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都相关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助于地方工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推动，尤其是工资集体协议数量上增加；指

导员对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范化”的程序要求，以成立职工代表大会为前提，指导员主要靠对企业

管理层做说服工作推动签订工资协议，几乎不接触工人；在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没有改变的前提下，

指导员可能将集体协商推向另一种形式化。工会建立专业指导员队伍来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体现了工

会“类政府机关”的组织性质。工会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行政化的运行机制，

并没有对工人进行培训和动员，而且程序上“规范的形式化”不能保证工人参与。本研究的结论是，

指导员制度难以解决集体协商形式化的问题，将带来新的“规范的形式化”。 

关键词：工资集体协商  形式化  指导员  工会 

 

“The Formalization of Standards” for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 Survey of Professional Mentors for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 in a  

Certain District of City B 

 

Junyue Qian 

 

Abstract: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of a professional team of collective wage organizers in a certain 

district of City B,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eam members and then analyze the way in 

which they assisted in advancing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s. The goal is to attempt to observe whether 

professional collective wage organizers can somehow resolve issues of the currently formalized wage 

consult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wealth of 

experience of union wage organizers is beneficial in advancing the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s of local 

                                                             
∗ 本文受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13 年院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13YY055）“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的角

色和作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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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s, especially i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 because of the procedural 

demands in the “formalization” of company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s, under the premise of establishing 

a Workers Congress, organizers must rely on persuasion of managerial levels within businesses to move the 

signing of wage agreements forward with mostly no contact with workers; and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re 

are no changes within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s of the business, organizers may drive the collective 

consultations towards a different type of formaliz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teams by unions to advocate for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s reflects an organizational nature “resembling 

governmental bureaucratizatio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s by unions occurs 

through a top-to-bottom administrative mode of operation, and does not require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r mobilization of workers.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formalization of standards” does 

not guarantee worker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n organizer system cannot successfully 

resolve the issue of the formalization of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instead, bringing about novel 

“formalizations of standards.” 

Key words: collective wage consultations, formalization, organizer, union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的韦伯夫妇（Sidney Webb & Beatrice Webb）最早提出了集体谈判这一概念：集体谈判是工

会或工人组织与雇主个人或团体就其会员的工资和其他就业条件所进行的谈判的过程（Edwards, 

P,2003）。工会将集体谈判作为一个手段，来维持和提高其成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同时，工会的手段

还有互助保险和立法。Flanders 指出，韦伯夫妇对集体谈判的定义是经济导向的，而他主张集体谈判

应该“最好被视为一个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过程”（Flanders, A,1964）。Hugh Clegg 试图对工会在集体

谈判中的行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他比较了 6个发达国家的集体谈判系统，通过不同变量来解释

工会行为的差异，包括谈判的覆盖面、谈判的层级，以及对集体协议的监督。他从产业民主的角度看

待集体谈判，认为集体谈判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核心形式（Clegg, H A,1976）。 

通过对西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集体谈判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目标，更需要放置在社会政治的

背景下来分析，其背后是不同角色力量的博弈。当这一制度被引入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中国工会的

特殊地位、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及政府在制度运行中的角色等。这使得集体协商制度在中国背景下变

得尤为特殊。首先，需要从“古典二元论”来理解中国工会的角色，即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身份”的

特征，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工具，又是工人组织（陈峰，2003）。在市场化改

革过程中，工会的维权功能被强化，但这并非是顺应工人的诉求和来自工会内部的改革，而是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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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工会维护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要求（乔健,2008）。理解中国工会的行为，必须结合中国的政

治和经济制度背景。集体协商制度中工会的角色，更多是依党和国家的要求决定。其次，国家在集体

协商制度中的角色。中国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以政府立法的形式首先提出建立此项制度。1995

年《劳动法》实施，中国确立了集体合同制度，并开始逐步推进集体协商。2000 年 11 月，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发布《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专门对工资集体协议进行规范。但在运行中，地方政府为

了经济发展而招商引资，与企业形成依附关系，并不敢强制企业与工会进行集体协商；而另一方面，

面对劳工权益受损、集体劳动争议频发而危及社会稳定，政府又必须予以回应。但政府的回应体现在

对工人个体权利的保护上，而非集体权利的赋予（陈峰,2008）。 

集体协商制度在中国变成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主动配

合的、自上而下的过程（郑桥，2009; 常凯，2009; 李琪，1999）。集体协商制度在中国的运行表现

为“形式化”特征。Clarke 等人的研究表明，推行集体协商制度是党和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而建立和

谐劳动关系的需要（Clarke, Lee, and Li, 2004）。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少有工人参与，也较少有真正

的谈判（Clarke, S,2005）。同时，协商也难有显著的成果，集体合同的条款通常以合法为标准。 

那么，形式化的集体协商制度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要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吴清军

（2012）指出，集体协商是国家治理劳动关系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推动集体协商，其主要

目的是要把劳资双方纳入法律制度框架内，使劳资双方行为能够法制化、契约化（吴清军，2012）。

但形式化的集体协商制度，是否真正规范了劳资双方的行为呢？2010 年以来，自华南始，各地开始

爆发越来越多的工人抗争，工会和政府也不得不应对工人的诉求，在集体谈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陈敬慈等人指出，中国的集体谈判正在从“形式化的集体谈判”向“党—国家主导的工资谈判”转变，

上级工会和政府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工资集体谈判的推动是政府出于政治社会稳定的考

量，所以，这一力量的来源依旧是自上而下的；其次，上级工会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雇主和

工人组织拉到谈判桌前，对公司施加压力，让公司和企业或行业工会达成工资协议（Chan and Hui, 

2013）。这一判断表明，党—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会让工会更多地介入到集体谈判中并发挥作用，

以作为预防集体劳资纠纷的策略。 

本文将对B市某区工会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他们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角

色和作用。调查进行于 2012 年 10、11 月，以及 2013 年 3 月。在此期间笔者收集了市总工会和区工

会工资集体协商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与观察该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的日常工作，包括编写、装订、

下发工资集体协商的文件信息，录入统计工资集体协商数据，进入街乡企业指导开展协商工作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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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该区的四名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25。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是：工会工资集

体协商专业指导员制度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在政府和上级工会的干预下，这一制度是否改变了形

式化的集体协商？它又会将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引向何方？ 

 

二、指导员的产生及其完成指标任务的手段和策略 

（一）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的产生 

B 市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是在全国总工会推动“两个普遍”的背景下产生的。全国总工会于

2010 年提出了“两个普遍”，并于 2011 年下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1-2013 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

协商工作规划》。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往往成为地方的“政治任务”，地方政府和工会除了要制定相

关配套实施计划之外，还要设定与国家层面目标相一致的硬性落实指标（吴清军，2012） 。 

B市 2011 年制定了《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其行动计划的实施步

骤如下：“2010 年，试点先行典型引路；2011 年，以‘五类企业’26为重点集中推进；2012 年，推动

‘百人以上企业’独立开展协商；加大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力度；2013 年，80%以上建会企

业普遍建制，覆盖各类企业”。2011 年 6 月，全市从退休职工中共选聘了 83 名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

导员，开始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全覆盖。 

B市颁发的《关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队伍的意见》，将指导员定义为：由工会组织领导、

聘用和管理，负责指导、帮助和参与基层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方或企业代表组织进行集体协商、签订

集体合同或工资专项协议的人员。27根据《意见》，B市设立指导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企

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解决非公企业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中存在的工会组织基础薄弱、职工协商代

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28。 

 

（二）完成指标任务的手段和策略 

所调查的区共有 9 名专业指导员。男女比例为 5:4，其中男性平均年龄 60 岁，女性 57 岁。该区

辖有 24 个街道、19 个乡（地区），共涵盖 47 个单位组织（包括卫生局、教育局和工商联等直属单位）。

在指导员的任务分配上，实行小组分工负责制：9 名指导员中由 1 人担任组长，负责直属单位的协商

                                                             
25 在所调查区共有 9 名指导员，被分为 4 组，每组 2 人；另设一组长。笔者所选取的 4 名指导员，包括组

长和随机抽取的 3 组中各选取一名指导员。 
26 据 B 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信息》2012 年第 13 期，“五类“企业是指：分别为按最低工资发放工资的

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增长未达到工资指导线下限的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未达

到上年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平均水平的企业；职工工资明显低于本地区、本行业平均工资水平的企业

；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资矛盾突出、劳动争议多发、职工诉求强烈的企业。 
27 B 市总工会《关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队伍的意见》 
28 B 市总工会《关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队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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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8 人被分为 4 组，男女搭配，每组负责指导 11-12 个单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大型国有 

企业的退休职工，在原国有企业中他们从事劳动人事、工资薪酬、民主管理等工会和企业管理的工作，

具有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及管理经验。 

 

1. 数据平台监控 

该区建有非常完备的集体协商数据管理平台。该数据管理平台包含三方面的信息，一是基本信息，

包括合同类型（区域、行业或单独）、是否开展要约、覆盖单位职工数、签订时间等 9 项内容；二是

协商代表信息，包括企业和工会方首席代表的姓名、职务、协商代表的人数等；三是工资水平，包括

企业最低工资、平均工资和工资增长幅度等 29。通过该平台，指导员不仅可以掌握该区工资集体协商

工作的整体情况，并对分管的街乡及各单位下达具体的指标任务；而且能够根据指标任务对下级进行

监管，对未达到指标要求的单位重点推动。 

 

2. 逐级指导 

为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全覆盖，该区实际上形成了“工资集体协商层级管理服务模式”，即通

过区工会→街道（地区）工会→社区工会服务站逐级推进；形成了三级指导员，即区专业指导员→街

道工会工作者→社区专职工会干事逐级开展指导。区专业指导员的工作包括培训街乡工会的工作人

员，及下辖企业的工会主席、副主席。 

谈到街乡工会工作，指导员非常了解街乡面临的困境，形容是“手大捂不过天”。对于街乡层级

的工会工作者，虽然也需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但是从他们的人员数量、工作任务、工作经验方

面来看，都与区指导员有巨大差别。街乡繁重的行政工作任务，使得这一层级的工会工作者在推动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时，显得力不从心。Z指导员 30谈到街乡工会工作者： 

街乡的那些来源等于从大学生里头聘的，从事这个工作。都是做这个指导工作，叫法不一样，干

的也不一样。像我们干了几十年这方面工作，各方面比较熟悉、有经验。下面的大学生不想从事这个

工作，可是眼下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流动性非常强。而且他干这个可不是专职。他受聘于街乡工会，

甚至受聘于街乡其他部门，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赶上什么工会健身体育做操啊，他们都得去。 

 

                                                             
29 B 市《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会议材料汇编》，2012 年 1 月，第 75-80 页。 
30 资料来源：本文采用的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的访谈资料，均来自笔者于 2013 年 3 月对该区 4 名指

导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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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人员少，每个街道配备 1-2 名专业工会工作者，社区配备 1 名工会工作者。他们流动频

繁，力不从心。他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工作压力大、进入工作角色慢。 

指导员在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完成市里的指标任务，不得不将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转变成上对下

的行政指令，并不断给街乡工会施压。指导员表示：“街道工会需要“推”，不断地督促推动，街道工会

才能对这项工作提起重视，任务才能完成。”笔者在跟随指导员下街乡指导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指导

员对街乡下辖试点单位的确定，是作为上级指派的任务要求街乡必须完成。由于工会体制的力量是由

上而下逐级衰弱，指导员为了能够完成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让街乡工会对这项工作“提升意识”是

必然的选择。所谓的“提升意识”，就是将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去对待。在访谈中，

Q 指导员谈到了这两年街乡工作的转变： 

这几年整体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前年来的，我们来的时候就感到弱一点。到了去年，经过

前年半年多的时间呢，去年进步一大块。街乡的意识已经提升了注重工作了。到今年，就相当于规范

了，他们也自己主动地考虑做工作了。 

街乡做工资集体协商，一年比一年认识到位。它现在上道体现在哪儿？这个工作你不管怎么说，

必须得干。没到的时候他就干过几年，现在加上我们指导，加上电话、QQ，现在通讯方便，给他们

提供很好的便利。 

 

3. 集中培训 

指导员下街乡指导，主要集中于街乡如何可以达成工资集体协商面的覆盖。指导员表示，街乡通

常以集中培训为主要方法，尤其是针对街乡人手少的特点，由街乡工会组织下辖企业的工会主席、副

主席，集中召开 1-2 天的培训会，邀请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劳动科员、及税务代收的人员进行

授课，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工资协议面上的覆盖。关于授课的内容，指导员讲解工资集体协商的流程

并发放参考文本，劳动科员讲解劳动法律及惩罚措施，能够对企业工会主席起到很好的督促作用。并

且，指导员还当场要求企业工会限期完成任务，收到了不错的效果，Q 指导员谈到： 

（培训会能够）联络一下相互之间的感情，拉近点距离。然后布置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而且在

会上就强调，我限你在两个月之内，在多少时间之内完成。像老人这个就挺好的，我们去了讲完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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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问他讲课管用吗，他说我这两天就天天收合同，好几份。基本上参加会的 100 个单位，按规 

定的时间期，能交 70%。后边的电话催一催呢，也逐步交了。个别的有难处的他去跑一跑，基本能

完成 80%。 

 

4. 试点仿效 

每组指导员要负责 11-12 个街乡组织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每个街乡又有几十家企业，指导员的

任务其实很繁重。指导员表示，由他们逐个企业展开指导，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选择几家企业作为

样板，让其他企业进行效仿，通过“抓点带面”的方法，带动一定范围内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2010 年，该区发现日资企业可以作为推动外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突破口。理由如下：一者他

们在该区数量多、规模大，二者他们团队意识强，容易效仿；三者他们更能遵守相关“文件规定”，

而欧美更强调“法律条文规定”；四者他们更能接受工会组织，并能配合地区开展工作 31。基于此，

该区选取两家日资企业作为代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去年又有 5 家日资

企业进行了协商工作。 

2012 年，该区进行了工资集体协商“双百行动”，即“年内全区所有街道、地区及商务中心区总

工会和卫生局、工商联及教育工会要在所属百人以上企业中推出至少两个独立企业、一个区域性或行

业性单位作为试点。”32通过推广试点单位经验总结，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的覆盖面。 

 

三、工资集体协商“规范的形式化” 

B 市编写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指导手册》将工资集体协商的操作流程，以及过程中企业工会所

需要的文本都进行了“标准化”要求。指导员在对企业进行指导的过程中，也遵循了程序和内容上的

规范，但是仅仅维持了一种“规范的形式化”。 

《指导手册》中《工资集体协商参考流程图》包括了四项程序，即产生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协商

前的准备阶段、协商程序，和协议生效与报审。在“协商程序”阶段，又包括要约、正式协商及签订

协议，要求正式协商应有书面记录，形成的协议草案必须由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31 B 市《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会议材料汇编》，2012 年 1 月，第 81-85 页。 
32 B 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信息》，2012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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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指导员表示，2012 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规范化要求： 

去年我们力气下在哪呢？就是规范协商程序。过去虽然搞了几年，但是这个程序，好些就是到了

企业“你得签个合同”，就一签字盖章走了。必须建立职代会。先建职代会，再集体协商。落实职工代

表，征求职工意见。 

（我们）跟他（企业）会话、联系、沟通，个别的选点我们都要跟踪。去开会，建立职代会，地

区联合工会下面的职工代表大会。建立职代会，然后协商，完了代表大会通过。去年费点劲，为今年

打下了基础，他们知道怎么样能符合程序，怎么样能合法地签订。不经职工选举、职代会通过的集体

合同那是无效的。你没有表述职工的意愿，那不认可的。 

 

1. 职代会程序还是工人参与 

履行职代会的程序，可以将工人的声音表达出来，是企业民主管理的组成部分。但是职工代表是

否可以实现民主参与，指导员表示，大部分工人代表其实是企业管理者指派的： 

他（企业）做这个程序，他是选他认为对他有利的职工。你好比说，今天上级领导来了要调查，

找点职工，问你们企业领导对职工怎么样，你们企业职工对领导反映怎么样。找几个职工座谈。那你

说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得找什么样的职工？他肯定找平时他认为好，职工跟他也好的。过去我在企业也

呆过，就是这样的。来了领导，吹得好家伙，领导好着呢，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从 2012 年该区工会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双百行动”行动中，也能看出工会对职代会与工人参

与的“轻视”，并引导了协商过程的形式化。在制定的《示范单位评分表》（草稿）中，需要考察示范

单位的项目包括 11 项，每一项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材料，对每一份材料的完成都给予相应的评分，总

分 100 分（见表 1）。每份材料的分数高低应显示其在协商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实际操作中，指导员

为了能够让示范单位有一个体面的得分，将基本的程序材料给予高分，如《集体协商制度》、《职代会

制度》、《职代会通过集体合同决议》，而关于工人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材料给予较低的分数，如协商调

查问卷。况且，对“协商内容反映职工意愿”和“协商代表产生规范”，都标准化为具体的材料和文

件，这其实并不能有效衡量工人参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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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资集体协商“双百行动”评分要求 

序号 项目 具备材料 标准分数 

1 认真总结 总结材料 8 

2 建立长效协商机制 《集体协商制度》 10 

3 按时备案 《备案受理通知书 5 

4 协商内容反映职工意愿 协商调查问卷 6 

5 及时要约 《要约书》 5 

6 建立完善的职代会制度 

《职代会制度》 10 

《职工代表名单》 5 

《职代会备案表》 5 

7 协商代表产生规范 
《职代会选举职工方协商代表方案》 5 

《职大会选举职工方代表决议》 5 

8 签订《合同》规范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5 

《职代会通过集体合同决议》 10 

9 具有协商谈判过程 《协商记录》 8 

10 完善《合同》监督机制 
监督组织 4 

监督制度 4 

11 基础资料健全 影像及照片 5 

总分 100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履行了民主程序，但是没有开职代会，工资集体协议反而得不到批准。C 指

导员描述了一家外企由于没有职代会制度而被迫做成了职代会的形式： 

他们说职代会的问题，“我企业没有职代会，但是我做了民主程序了，我通过我局域网把这东西发

给所有职工了，凡是有意见的都给我反馈回来，没反馈意见的说明你同意我这个。”人家发出去就写清

楚了。结果呢，不行，非得让人有“职代会决议”。人说“我没有职代会，我走民主程序算不算，而且我

这是全员的。而且我也没法开职代会，我在全国有十几家、二十几家分支机构，我怎么召集他们来开

会？用下班时间来开会吗？还是出工会经费让他来这开会？”做不到吧！我用这种方式，其实这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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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民主程序也走。完了职代会决议非得按我们这个写。我说你把你们 13 个职工的反馈了 17 条

建议，你把这个打出来盖上章给他。 

 

2. 说服企业还是工会要约 

在工资集体协商流程中，第一步就是要约。根据《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0），“职工和企

业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工资集体协商的提出方应向另一方提出书面的协商意

向书，明确协商的时间、地点、内容等。另一方接到协商意向书后，应与 20 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并

与提出方共同进行工资集体协商”33。 

指导员表示，工会向企业发出的要约仅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指导员必须先做好企业主的说服工

作，让企业同意签订协议，再向企业发出要约。对于不愿意协商的企业主，发出要约并不能够让企业

主签订协议。指导员为了完成指标任务，必须对企业主进行“指导和服务”，进行谈判桌外的协商。 

指导员与企业管理者的沟通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质，“是让职工与企业共担

风险”，并非简单的工资增长；第二，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通过教育引导职工，能够为企业带来效益，

促进企业发展；第三，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纳入企业的管理机制，能够完善企业管理；第四，通过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能够为企业获得社会声誉和政治荣誉。可见，除了让企业管理者认识到工会与管理

方的利益一致性，为了完成工资集体协商的任务指标，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

利益交换。 

不可否认的是，指导员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有助于指导工作： 

我们下过企业，有时候碰到老板很横，人家也同意协商，我认为人家也就是看在你年纪大了，说

话干什么不像政府官员那些好像多么横、多么执法，咱们是跟他培养关系，慢慢跟他解释，工资集体

协商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跟国际接轨，不管你外资的也好，内资的也好，

都是这样。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国家让涨几级涨几级，现在你不可能说国家管市场，是市场调节。但是

你作为企业经营者，你总想获取最大的利益，都一样，职工也想取得最大的收益。他经济来源，家庭

工资收入，太愿意得到最多了，你也愿意得到最多，这里面就是产生劳资关系的这一对矛盾。那通过

什么化解呢？只有工资集体协商，否则你企业为什么出现罢工啊。 

 
                                                             

33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2000]第 9 号），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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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在工资薪酬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可以说服企业进行协商，两位指导员讲述了他们在一家企业

遭遇老板拍桌子拒绝协商之后，从劳动法律和工资结构方面的调整说服企业主进行协商的经过： 

他（企业工会主席）跟我们说老板要约见我们，我们以为就是协商的过程怎么弄，让我们一块。

结果一进门，一见老板，老板“啪”跟我们拍桌子，“我企业照你们这么搞，今年盈利，明年亏损，后年

就得倒闭。”这是原话。他（老板）说，你是不是就是让我涨工资？我说，不是这样的。还可以这么说，

你企业不行的时候，我还可以指导你往下降。他一听这个，把他那火就先下去了。你企业都亏损了，

你还涨什么呀？你不但不涨，你还应该往下降。你把这些一讲，这不就拉近点距离了吗？他这火就消

点。他说我的企业，凭什么你一来就要涨工资 10%！你要能知道，你要站在他的位置上替他想想，

他马上就转了，就不跟你拍桌子了。 

我们也是从劳动口给他讲，就是你的工资结构有问题。他说“我的最低工资要订那么高，不是奖

励那些不上班了吗？”我说，“实际你这不对，思路不对，不好好上班他不提供他正常劳动，不可能达

到你的最低工资标准；他提供正常劳动，才能拿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我说，“你的工资结构也有问题。”

他的一块儿工资就包括提成，结构那块儿他没有分基础工资、提成工资、岗位津贴。他就一块儿工资，

所以他出来的结构，假如提成提得少，一样没完成的话，他一样工资就高。后来我们给他讲了这些，

慢慢缓和。刚开始，说不进去。你根本就没法说，他就那个气势。 

 

指导员对企业的指导，是对企业工会主席进行培训，并对企业管理者进行说服工作，没有针对工

人的培训和指导。Q 指导员表示： 

职工那一块，我们不可能跑到人企业里（培训职工），另外企业也不愿意你去培训职工。职工是

愿意听。企业就愿意封闭了这一消息，那职工要都知道了，职工不要找企业闹事？！如果企业愿意做

这项工作，他保证愿意让职工知道这事；如果企业，现在这些私营老板，别看他们钱多，他们理论方

面、政策方面的东西差太多，他们就琢磨怎么多赚点。说不好听的，你要是提出点什么，先给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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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导员的说服工作，工会虽然与企业进行了集体协商，但那并非是双方利益矛盾的协调，而

是认识到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行政工作，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和结构并没有因此而得到

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上级领导要求指导员介入企业进行指导，必须“介入适度”，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不能以企业撤资为代价。C 指导员觉得，这是“领导不重视工资集体协商”： 

实际上现在集体协商没有真正落实，从经济利益考量来说，如果你一再追着他老要签集体合同烦

了以后，撤资走了，我到别处去了。这个对地方政府官员非常大的打击，尤其在小地方。……在这些

企业里面，在领导的头脑里边，他给我的地方经济创造了很大的财富，他不愿意做我还能够追着他去

要进行集体协商吗？所以这是领导思想。你说他这想法错吗？我签了集体合同，跟他谈成了集体协商，

经济没有了，我这乌纱帽最后我也干不成了。 

 

3. 协商工资还是建立机制 

该市编写的《指导手册》中，罗列的“参考文本”非常全面，涵盖了协商的整个过程。包括：***

公司集体协商制度（草案），职工方、企业方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书和答复书，职工方、企业方首席

代表的委托书、工资集体协商会议纪律、会议主持词、会议记录，职工协商发言提纲，职工（代表）

大会通过工资集体合同草案的决议，并附有三种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样本，以及区域和行业的工资集

体合同书。除了基本法条的重复，在有的《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参考文本中，还规定了“必须协商

的条款”： 

“在保证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企业经济效益每增加    %，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可增

加    %；企业经济效益每减少    %，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可减少    %。” 

还有的参考文本要求对工资数额和工资增长的幅度进行填写： 

“1.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调整。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元，2012 年增长    %，即：职工

月平均工资标准为    元。 

2. 职工月最低工资的调整。依据市政府关于‘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的企业，原则

上应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劳动的工资’的指导意见，上年度职工月最

低工资为    元，2012 年增长    %，即：职工月最低工资收入为    元。” 

在该区的实践中，市里提供的参考文本往往被迫成为企业的标准文本。虽然指导员在指导企业进

行协商的过程中表示，“提供的合同文本仅供参考，希望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管理实践，修订企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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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但实践中往往会为了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指标任务，而将操作简化，通常协

商的内容仅限于在参考文本中填上工资增长幅度和工资发放日期。而且，指导员也注意到，“协商协

议的质量有待提高，协议工资的水平远低于职工的实际工资”。 

在与外资企业协商的过程中，这一参考文本还与企业的管理模式相冲突。如日资企业通常实行保

密工资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集体协商机制成了指导员完成任务最后的底线。在一家日企的工资集

体协议中，约定“企业的工资水平根据本地区和本企业的发展状况适度增长”、“2012 年员工月最低

工资，比 2011 年提升一定比例，薪资平均涨幅也将比去年有所提升”。协议中并没有出现明确的工资

增幅，指导员表示：“开展工资协商的意义，不在于薪资涨幅谈到了多少。能够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本身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这些数字。” 

 

4. 劳资谈判还是劳资协商 

不可否认的是，在该区工会的经典协商案例中，企业都经历了几轮的协商过程，且工资有不同程

度的提升。如某企业经历四轮协商，最终达成工人平均工资增幅 8%。34 

第一次协商（7 月 15 日）：分歧有三：1. 企业方提出因效益提成指标每月 5 日前计算不出来，

故工资支付应改为 15 日前发放；2.职工方提出教育培训费用占工资总额比例应提高；3.职工方提出

职工平均工资较上年增长比例应为 10%，但企业方提出企业在行业中平均工资较高且当前效益下滑，

只能增 6%。双方各持己见，最终休会。第二次协商（7 月 22 日）：同意将提取教育培训费用比例从

1.5%提高到 3%，但其它两项仍未达成共识。第三次协商（8 月初）：经过双方沟通，职工方理解企

业困难并让步，同意企业每月 15 日前支付工资。第四次协商（8 月上旬）：在职工对企业理解支持的

基础上，企业方也作出让步，最终双方同意职工平均工资较上年增长 8%。 

 

但在问及企业进行的集体协商能否达到工人与管理者沟通的效果，指导员说： 

所谓的沟通，沟通虽然都是一个词，真正做到咱们意义上的沟通，目前来说（没有）。工会主席

征求职工的意见，说好工资涨 10%，工会主席先跟企业老板讨论 10%，（老板）最多涨 5%。工会主

                                                             
34 B 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信息》，201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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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里面一调解，活活稀泥，最后没办法涨 8%。职工代表要真敢跟老板找刺儿的话，找个茬儿就把

你给开了。现在是这种情况。你说这叫协商吗？这也可以叫做协商，它已经起到协商的作用。你能说

这叫没协商吗？但协商的质量究竟有没有达到要求？但即便是现在这种程度，我认为都进步了一大

步。过去，2000 年就开始了，那会儿所谓的协商就是工会一说盖个章，现在不管怎么说建立职代会，

选出职工代表，最后通过职代会。应该说比原来那种协商，应该说是进步了。 

 

虽然在形式上工会与企业管理者进行了工资集体协商，但是企业工会并不能成为工人集体的代

表，为工人发声，而是扮演了工人代表与管理者矛盾调解者的角色。工会如果不改变其“协调人”的

地位，那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人利益代表缺失，企业不会出现真正的劳资谈判，而是劳资力量不平等的

集体协商。 

 

5. 协议监督的缺失 

指导员表示，工资集体合同的履行没有后续监督，可能使工资集体合同成为一纸空文。指导员表

示，一者指导员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督查，二者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工资集体合同的履行：“本身合同

的后续监督，没人管。我这个企业签了给职工涨 5%，最后涨落实没落实？谁去搞？我们即便问，也

就是问一两家，不可能所有的都去面面俱到，没人管。你有什么法律，或者其他方面的管理，你没法

进行。”指导员的工作仅在协商之前和协商过程中，对监督合同的履行，指导员并没有义务。 

 

通过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整个流程的分析，工会指导员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强调和

动员工人参与，只是建立了形式上的职代会制度；工会也不会强制性地向企业发出要约，而是不断地

向企业管理者做说服工作；协议签订并不是为了要涨工资，而是为了扩大覆盖面，建立协商机制；企

业工会也没有担当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角色，而是继续充当“协调人”；同时，指导员并不能保证集体

合同的履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规范的形式化，上级工会确实在集体协商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

色，且产生了协商过程，但这一过程更多是上级工会与企业主的力量博弈，即集体协商的过程背后是

政府和上级工会的行政力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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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式化的集体协商改变了吗？ 

首先，从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的产生来看，这一群体是工会行政化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产物。

B 市工会成立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队伍，指导员由工会负责选聘和管理，反映出政府对地方工会

组织的要求，使其倾入更大的行政力量推动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的覆盖面，尤其针对非公企业。虽然指

导员具备专业知识，但指导员的产生并非出于工人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需要，而是出于政府对工会推

动集体协商的需要。也就是说，指导员的产生是为了让企业开展集体协商，而不是让工人在谈判中更

有力量。地方工会的这一行为，表现出工会更多的行政权力和政府管理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会

的多数职能是党—国家的职能，工会的权力也来源于党—国家（Clarke, S,2005）。工会的行政化特征

通过设立指导员得到了突出表现。 

其次，指导员“说服式”的指导模式，更加固化了企业原有的劳资关系结构，并不能导向有效的

工人参与。指导员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及对企业管理者“说服式”的指导，并不能改变企业内部劳

资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系统中，“谈判”（Bargaining）和“协商”（Consultation）

同时存在，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集体谈判强调双方力量的平等关系，达成集体合同的过程是谈判，

谈判的前提是双方都享有产业行动权，即雇主可以闭厂工人可以罢工。协商是工人与雇主共同协商在

谈判中没有商讨的一些问题。在协商中，工人只有建议权，雇主有最终的决定权。集体谈判以斗争为

前提，协商以合作或同意为前提（谢玉华，张媚，陈佳,2012; 赵炜,2010; Salamon, M,1998）。Clarke

提出，中国将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替换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协商”（collective 

consultation），并非意识形态上的模糊，而是精准地反映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实际含义，即企业工会

作为行政的附庸无法开展真正意义的谈判（Clarke, S and Tim, P,2007）。由上级工会选聘的指导员进

入企业指导协商，带着“政府管理的职能”转变管理者的意识，这种“半强制”的行为，是政府对企

业的制约。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结构，由于缺少有效的工人参与和内部制约机制，并不能得到改变。 

最后，从集体协商的结果来看，工资集体协商专业指导员确实主导了劳资协商的过程，并带来一

定的工资增长幅度，党-政府和上级工会在集体协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从企业工会的角度来

看，地方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有可能加剧工资集体协商的形式化，将工资集体协商导向一种“规

范的形式化”。Clark 提出，工会的非独立性，特别是在企业一级，工会依附于管理者的地位，使集体

协商没有实质意义（Clarke, S,2005）。而指导员的产生，并没有改变这一现状。指导员不仅使用各种

策略来完成指标任务，达到“面”的覆盖，而且要使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不断“规范化”。实践中，形

成了一种“规范的形式化”，而且对“面”的覆盖要求加剧了这种“规范的形式化”。由于上级工会给

予基层工会的指导，名为“指导”，实为行政任务和命令要求。即，上级工会介入企业没有增加企业

工会的力量，却使企业工会的处境更加尴尬。市场化改革后，企业工会被定义为“中间人”，并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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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两种角色：一是充当原有的“传送带”，负责党和工人中间的信息沟通；二是充当协调人，负责工

人和管理方的联络工作，或者作为两者之间矛盾的“缓冲器”（Yunqiu, Z,1997; Chan, A,2008; Jiangwei, 

H and Morishima, M,1992）。Warner 认为，尽管中国工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变革，包括推进集体协商

制度等工作，其目的是寻找工会在“和谐社会中的新角色”。工会在集体谈判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矛

盾的（Warner, M,2008）。法律和制度没有给企业工会足够的权利和力量与企业管理者进行谈判，在

上级工会的施压下，有可能造成企业工会对管理者的依附性加强，而加剧工资集体协商的形式化。因

此，在不改变目前劳资双方权利结构的前提下，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制度难以改变形式化的集体谈判。

唯有当谈判的力量来源与工人集体内部时，形式化的弊病才可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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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中的义乌工会：工会维权模式的持续创新 

 

韩福国 ∗∗ 

 

摘要：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进行“社会化维权模式”创新的十年历程为分析对象，对这

一工会维权模式进行了制度梳理，介绍了这一制度模式的初步绩效。文章认为义乌工会主动行动，从

区域劳动关系的维护出发，提出了工人维权这一核心的工会组织使命的理念，并且在体制内进行了社

会维权资源的整合，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式意义。它是基于区域发展的内生性挑战而提出的，并且不

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持续尝试，具有中国工会的普遍性命题。但是这一维权模式仍然面临着许多制度

性的内生困境，它的持续性与整体性的制度创新空间密切相关。 

关键词：工会行动  社会化维权  持续创新 

 

Yiwu Trade Union in Acti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he Model of Trade Unions Defending Rights 

 

Fuguo Han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 of “Socialization of right-defending model” of 

Yiwu city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last 10 years. Throug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odel,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mary performance of this model. The main argument 

is Yiwu trade union has taken active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regional labor relations. On this basis, Yiwu 

trade union put forward the core concept of defending workers’ rights as the mission of union organizations. 

It has further integrated the resources for socialization of right-defending within the system, which contains 

distinctive meanings in China. This is originated from the endogenous challeng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ongoing experimen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us, this is a common question for 

Chinese trade unions. Nevertheless, this model of right-defending is still faced with many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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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model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pace of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Trade union action, Socialization of right-defend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在中国社会各项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中，政党执政模式的创新和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都具有比较

清晰的取向，唯有工青妇等社团组织如何转变自身的管理模式十分艰难：一方面，社会变迁需要工青

妇等社团组织作出转变和回应；另一方面，它们受制于中国政治空间和政府治理空间的大小。但无论

如何，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命题，其中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在 1978 年后的中国工会制度发展中，做

出一个持续十年的制度尝试。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从 1999年就开始探索工会社会化维权之路。2000年初成立了法律顾问室暨

工会法律援助中心，替职工（包括外来民工）免费提供法律援助。2000年 10月，经民政局批准，成

立了“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后更名为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2001 年，开通职工

法律维权热线 516872885
35
。 

2002 年，义乌市总工会明确提出构建一个社会化维权新机制，这是一个策略性很强的定义，它

深刻地体现了地方工会的创新智慧，即“以建设‘平安义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表达和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为重点，以法律法规为基准，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以社会化维权为基本途径，以职工

法律维权中心为基本载体，以包括外来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群体为基本对象，以处理劳资矛盾为基本特

征，以协商调解、参与仲裁、代理诉讼、法律援助为基本手段，融整体维护和具体维护于一体，覆盖

劳动关系全过程全领域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新机制”。如果转换成一种学术语言的思维，就会发现义乌

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在本质上就是它利用中国当下的政治结构空间，整合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支持，

力图使得传统的福利工会成为现代的权利维护工会。 

2004年 11月 27 日，胡锦涛作出重要批示：“完善在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很有必要。要注

意总结经验，不断强化职能，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36
习近平和王兆国

37
等人接连批示并且到现场考察

38
，

                                                             
35其意是：51 代表劳动者，6872885 是义乌市当地方言“来吧，请你帮帮我”的谐音。 
36胡锦涛于 2004 年 11 月 27 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 662 期“浙江义乌市探索职工维权社会

化新模式”一文上批示：“兆国并俊九同志：完善在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很有必要。要注意总结经

验，不断强化职能，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37王兆国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批示：“俊九同志：全总和各级工会都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落实锦涛同志的

批示精神，把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的维权机制建设好，总结推义乌市总工会维权经验。要加强依法维权工会

，切实服务职工，真正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38 2005 年 8 月浙江省在义乌召开了全省工会维权工作现场会，9 月，全国总工会在义乌召开了“全国工会

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向全国推广工会系统的职工维权新模式。浙江省领导和浙江省总工会领导也

多次视察义乌市总工会，对这一维权模式进行了多次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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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有力保证，此后一系列的工作调研和现场会议，为

这一模式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39
。 

一、义乌工会“为什么要站出来”？ 

虽然中国大陆的法规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工会的基本职责，但是义乌工会改

变了传统体制内工会的行为模式，主动站出来履行《工会法》的要求，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

下的行为选择，更是义乌区域发展的内生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义乌市全体劳工，尤其是占工人

群体大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权利维护的迫切需求。 

一是义乌工会的社会化维权模式是针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而构建的。义乌是个经济大

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口大流动的新兴城市。2005年（截止 12月 20日）义乌市共登记暂住人口 828328

人，其中居住在出租房屋 383078 人，占总数 46.25%；居住在企业 445250人，占总数 53.75%。外来

人口总数比上年增加了 74343人，增长幅度为 9.86%。从 2001年到 2005年外来人口平均年增长率接

近 15%。到了 2011 年，义乌本地人口 73 万，义乌市外来人口数量突破 140 万人。根据我们 2006 年

的调查显示，根据义乌市总工会的档案案件统计，出现各种劳资纠纷等问题的农民工的比例和文化程

度如下： 

表 1： 浙江义乌市总工会维权民工学历统计数据表
40
 

类 别 

农民工在投

诉人中的比

例 

文化程度（比例，不包括残缺部分） 

小学及以

下 
中学 

高中/中

专 
大专 

本科及以

上 

纠纷调处 80.71% 26.85% 53.05% 15.82% 3.13% 1.15% 

仲裁诉讼代理 51.89% 26.67 45.00 20.00% 6.67% 1.66% 

开化联合维权 58.33% 29.63 66.67% 3.70% - - 

 

随着大量外来劳动人口涌入，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劳资纠纷随之凸现出来。据不完全统

计，20 世纪末，义乌市每年发生劳资纠纷多达上万起。出现了一些地缘性自发组织“安徽帮”、“江

西帮”等，一些务工人员多以“老乡带老乡、亲属带亲属”的方式形成了地方性自我保护势力。更有

                                                             
39许多学者对于领导批示这一中国特色行为具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制度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对于任何一

个地方制度的创新，都是具有制度上的政治肯定含义，往往会决定着一个有意义的制度能否持续进展。 
40本问卷《浙江义乌市工会维权模式及其绩效调研问卷》是 2006 年 8 月份进行。其中《农民工问卷》：有

效问卷共 919 份；《政府、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数据统计总表》，有效问卷共 248 份；《企业主数据统计

总表》，有效问卷共 206 份。以下涉及问卷，除非特殊说明，引述出处相同，不重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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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收取“关系疏通费”为名，向同乡人收起了每人每月 10 元钱的“保护”费，从而引起了带有暴

力性质的霸道行为。由于形成了紧密的团体关系，从而导致了劳动者非正常流动，集体跳槽现象与职

工队伍不稳定，使不少企业主具有失员停业的危机感。同时职工跳楼、老板被杀等恶性劳动权利维护

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发展。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义乌工会为了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创建了社会化维权新机制。 

我们 2006年对义乌市总工会处理案件类型的统计结果，农民工面临的前三个主要问题 

比例如下： 

表 2：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维权结果统计表
41
 

性质 纠纷调处 
义乌开化 

联合维权 
担任仲裁员 

免费代写 

法律文书 

仲裁诉讼 

代理 
来信 来电 

工伤赔偿 21.19% 8.33% 33.33% 18.26% 25.00% 9.38% 20.16% 

工资纠纷 58.59% 80.56% 25.33% 63.48% 26.79% 28.13% 31.67% 

雇用纠纷 5.54% 2.78% 29.33% 23.48% 8.04% 12.50% 19.71% 

 

工资、工伤以及雇用的数据比例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工资纠纷在义乌市总工会处理的案件中，在

有的处理类型中占有的比例更是高达 80.56%，其他有两个都是 50%以上。 

二是义乌工会的社会化维权模式是针对传统职工维权制度面临的新挑战而构建的。一方面，在传

统制度下，职工权益的保护和救济功能分散于劳动、工会、司法等多个部门，缺乏协调、统一的机制；

另一方面，农民工主要被视为农民，不具有城市工人的身份而得不到相应的制度保障。正是鉴于这一

制度背景，义乌工会为了协调和联合职工权益维护力量，有效维护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权益，创建了社

会化维权新机制。 

在我们 2006 年的问卷调研中，发现“没有组织替自己说话，心里缺乏归属感”这一选项占 24.27%

的比例，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具体问题上的组织因素考虑。 

                   

                                                             
41根据整理结果统计，韩福国，时间 20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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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义乌外来务工人员问题遭遇调查表 

您认为“外来务工人员”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选项 数量 比例 

A 工作环境恶劣，安全得不到保证 262 28.51% 

B 工资发放得不到保证 250 27.20% 

C 社会保障缺乏 376 40.91% 

D 知识不能适应自己的工作需要 274 29.82% 

E 遭受歧视，人格不平等 146 15.89% 

F 没有组织替自己说话，心理缺乏归属感 223 24.27% 

总计 919 100% 

 

二、义乌工会的行动结构：社会化维权模式的十年 

1.社会化维权的制度结构 

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从体制内出发，整合了体制内的资源，其基础结构就是“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工会运作、部门配合、社会参与”。这一结构性的选择，是中国制度创新的空间智慧。在

既无法摆脱制度制约的前提下，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制度的资源，因此，它在行动结构上体现了“五个

社会化”特征，也是中国地方组织进行创新时，“在地化”生存技能的充分体现。 

一是体制内力量整合。义乌市总工会聘请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分管和联系的领导及公、检、

法、司、劳动部门等主要负责人为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的特邀顾问；二是维权力量社会化。工会通过“招

兵买马，广纳人才”，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职工法律维权队伍。专职法律工作者 6 人，兼职法律

志愿者 67人；三是维权经费多元化。义乌工会通过“财政拨一点，工会出一点，社会筹一点”，确保

“经费有保障，花钱建平安”；四是维权网络体系化。这一机制实现了“横向跨区域，纵向到基层”。

横向层面上是与衢州市开化县总工会、四川省总工会等建立联合维权站。纵向层面上则是建立义乌市

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各个镇（街）维权站，以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三级维权网络组织；

五是维权手段复合化。复合化的手段主要是指“对内整合，对外联合”。在维权的实践中，义乌市总

工会把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工作融入到社会公共管理的轨道中，联合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司法机构、

行政部门等多方力量，凸现了职工维权手段的社会化、多元化、协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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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原有的工会组织体

 拓展非公企业工会工作 

社会呼叫信息中心 

成立工会人民调解委员

 

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 

建立行业工会. 

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建立镇街职工维权工作

 

2.义乌社会化维权模式的具体工作机制 

义乌工会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工作：（1）建立社会化维权平台，创新维权理念；（2）完善社

会化维权网络，创新维权途径；（3）构建社会化维权格局，创新维权形式；（4）运用社会化维权手段，

创新维权机制；（5）树立社会化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模式。 

一是形成了义乌工会维权组织机构创新：（1）创新工会组织新网络；（2）拓展非公企业工会组织

体系；（3）建立镇街村联合工会；（4）建立市场工会和行业工会；（5）创建职工法律维权中心；（6）

建立镇街职工法律维权工作站；（7）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8）建立社会信息呼叫中心；（9）创建

企业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图 1： 工会社会化维权组织自建设体系图 

 

 

 

 

 

 

 

 

 

维权中心内设来访接待室、调查处理室、法律服务室，其主要工作是：参与工资集体协商、集体

合同和劳动合同见证；参与劳动争议协调处理，主持劳动争议调解；参与劳动争议仲裁，开展职工劳

动争议仲裁代理、诉讼代理；开展代书法律文书、法律咨询、法律知识培训；为职工提供法律救助和

法律援助。 

二是形成了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运作模式创新：（1）领导有力：党委领导与政府支持；（2）法律

保障：法律规范的基本支撑；（3）机制共建：政府配合与维权互动；（4）信息支撑：工会的信息整合

体系；（5）和谐共赢：发展共谋与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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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会三定工作制度 

建立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 
行业组织 

职工法律维权中心 

公检法司部门联合 

劳动行政部门 

新闻媒体联合 律师事务所联合 

城际工会联合 

其他部门联合 

社会中介组织 

图 2：工会社会化维权制度整体结构图 

 

 

 

 

 

 

 

 

 

 

 

三、义乌工会维权行动的后果 

“义乌工会维权模式的案例，整体而言，是一个由社会结构与产权变迁，导致农民工形成体制外

的自发性（也就是作者所谈的原生性）组织，然后体制内的既有工会组织必须作出反应，在国家政策

与本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组织自我调适、职能转换与扩张，进而被其服务的「客户」（client）

─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所接受的动态过程。”（徐斯勤，2008） 

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的社会制度创新意义，在当下的中国制度发展的环境下，主要体现在：

它发挥了工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并

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加以开发，创新和运用。它以工人队伍的多元变化为行为

出发点，彻底跳出了单位制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在大市场、大社会、大组织的层面上建构工会工作体

系，形成全覆盖的工会工作体系。它试图确定维权在工会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以维权来密切工会与广

大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增强工会的权威性和整合力，保障生产与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理顺社会秩

序，促进社会和谐；以维权来体现党和政府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关怀，密切党群关系、政社关系。它充

分认识到工会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工会来吸纳新生的工

人，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持续在整体上与工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保证其阶级基

础和社会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最终形成了各方支持的社会化维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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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效果结构图 

 

 

 

 

 

  

“义乌工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其特点是低政治化、非商业性、高效率、可以动员政府、

社会等多方资源，主要面向劳资纠纷依法解决，从而在客观上推进法律实施。这一机制补充了有关制

度供给不足，后果是降低了社会冲突转化为政治冲突的概率。与此同时，义乌工会本身也为自己找到

了满足社会需要、适合中国体制的发展战略，来回应转型时期面临的生存挑战。”（张静，2003）具体

而言，根据目前的绩效观察，其政治和社会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微观上说，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收益的主体之一是义乌 100多万的农民工群体，这包括就

业权、经济权、安全健康权、政治民主权利、精神文化权等各个方面。2000年 10月至 2011年 2月，

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共受理投诉案件 4734起，办结 4432起，调解成功率达 93.6%；接待

集体来访 370 批 7556 人；接听维权热线回复法律咨询电话 5258 人次；阻止和化解群体性恶性事件

33 起；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 225 起；免费为职工出庭诉讼代理 317 起；主持劳动争议仲裁案件

567 件；共为职工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 2350.0485万元。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创业环境，促进了义乌社会的和谐发展。借助于社会

化维权，民工权益纠纷得到有效调解和处理，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为企业、为义乌的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政党执政的角度而言，它也加强了党的执政基础建设，促进了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和管理方式

的转型。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联合了各方力量，形成了维权合力，化解了各种矛盾，减少了政

府的治理成本，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整个中国工会制度实践上，义乌工会的社会化维权模式转变了工会维权的理念和提升了维权的

具体职能，实现了维权工作的“四大转变”：一是关注职工权益诉求，维权重点从劳动经济权益向多

种权益转变；二是健全维权组织网络，维权机构从单一化向立体化多层面转变；三是坚持“关口”前

义
乌
市
社
会
化
维
权
机
制
效
果 

（1）社会化利益协调机制：科学有效 

（2）社会化诉求表达机制：通畅及时 

（3）社会化权益保障机制：规范完善 

（4）社会化矛盾调处机制：灵活多样 

（5）社会化联合维权机制：多方联动 

（6）社会化服务机制：以人为本 

（7）社会化考核机制：“政府敢为、工会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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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维权时序从事后维权向事前维权转变；四是完善社会化维权机制，维权资源从内部整合向外部联

合转变 42。 

冯同庆认为“从义乌可以看中国，上述认识和判断给出的结论是，在当今的中国，职工群众的组

织要求是有力度的又是具有安全性的。对工会外部来说，应该克服防范过度的倾向，使中国工会组织

的发展能够得到更好的条件。对中国工会来说，应该对义乌维权模式有理性的认识，调动内生的力量，

充分利用可能的活动空间，实现顺利转型，谋求可持续发展。”（冯同庆，2008） 

 

结论：行动的工会需要更大的行动空间和支持 

目前的工会的行动已经在各种社会问题面前展现了它的价值，但是其行动的空间仍然满足不了社

会群体利益维护的需求。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和模式的深刻转型，工会必然也必须

为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自己的组织力量和功能。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人群体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对

于工会组织的时代需求，既有利益的需要，也有文化和政治需求。工会组织发展和转型面临着很多的

困难，同时也有许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组织资源。它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它必然是一往无前的。

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义乌工会创新和谐的逻辑是“维权是手段，和谐是目标”，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从维权的机

制创新出发，最终诉求目标很单纯，就是义乌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是说工会组织本身的装大。它是

一种典型的社会变迁下的工会主动维权，属于压力型组织变迁的结果。义乌市的工会实践模式使中国

工会维权观的内涵得意丰富，对于中国社会团体在建构中国和谐社会中的位置而言，也具有一种制度

创新的实践意义。 

                                                             
42 2008 年 10 月 21 日，在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工会十五大部分代表座谈会上，在向胡锦涛作

了义乌工会维权情况的汇报，再次得到了总书记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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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义乌工会实践在中国发展中的位置图示 

 

 

 

 

 

 

 

 

 

但是中国工会制度持续创新一直存在着内生困境。冯同庆提出了工会制度创新的两个可持续发展

的内生动力，“之一是工会组织中工会主席的关键性作用如何延续；之二是职工群众的基础性作用如

何被正确地加以认识和得到应有的尊重。”43事实上，义乌工会制度虽然持续了十年，得到了体制内

的肯定，但上述两个问题仍然是工会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随着工会主席人选更替的问题，工会创新

的旗帜到底能扛多久？在义乌仍然成为一个疑问（姚建莉，2012）。 

无论如何，“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具有相当穿透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效应。这种效

应，是实现科学发展，创造社会和谐所需要的。“义乌工会维权模式”长于义乌，有鲜明的个性。在

中国这样大国，“义乌工会维权模式”不可能是唯一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还有许多发展和完善的空

间，但是这个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思路，不论对实践工作者，还

是对理论工作者或学术工作者，都是有启发。因此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所贡献的不是一种模式，

而是一种精神：思想的进步、工作的创新以及发展的推动，都应该立足社会、扎根社会，用最实际的

社会力量和社会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推进社会进步（林尚立，2008）。 

 

 

 

                                                             
 

     中国和谐社会建构 

     义乌和谐社会实践 

义乌市工会实践模式 

中国工会制度发展 

共产党执政体系 

     中国社会团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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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外劳动关系趋向的比较与思考 

 

乔 健 ∗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与国际的劳动关系现状格局正在迎来一场巨变。本文从工会组织率、

集体协商结构、灵活雇佣、收入差距、劳动争议和劳动关系协调制度等方面对中外劳动关系现状和趋

向进行比较，以互现中外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各自的优势、特色和不足，并形成借鉴。本文认为，发展

协调、互利和参与式的政劳资社会伙伴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成为劳动关系协调的一条重要

经验。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  劳动关系  比较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f Labor Relations Trends in China and Overseas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Period 

 

Jian Qiao 

 

Abstract: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patter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and that at international 

level are in the process of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urrent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tendencies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and overseas in terms of union density, bargaining structure, flexible 

employment, income gap, labor disput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The purpose is to identify 

the advantages, distinctivenesses and drawbacks of both Chinese system and foreign systems of governance, 

in order to draw lessons for each oth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coordinated, 

mutually benefitical and participatory social partnership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labor and capital as well 

as to build up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labor relations. 

Key words: post-crisis period, labor relations, comparison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国际的劳动关系现状和格局正在迎来一场巨变。这场

危机是否加剧了雇佣关系的近期特征和发展趋势？如《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第五版）所概括的工

会会员持续减少、集体协商的分散化、灵活雇佣方式增加、社会收入分化程度扩大、劳动争议和罢工

                                                             
∗ 作者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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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激增，以及政府是否会弱化法律政策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和社会对话机制 44，或是使其中的一部分

特征发生质变？我们是否需要反思甚至重构这些体制格局赖以支撑的劳动关系理论？这是一个引发

学术界兴趣和关注的重要议题。可是，纵览 2012 年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协会（ILERA）第十六届世界

大会和 2013 年ILERA第八届亚洲区大会的论文，从中几乎找不到对此问题的回应 45。与此同时，中国

在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以致

于国家领导人和工会领袖开始要求将劳动关系与工会的中国模式放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和解读，

从而显示出中国特色道路的“优势特点、先进性和生命力”，以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觉”。46 

本文拟利用《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的上述概括作为分析框架，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外劳动关

系现状和趋向进行比较。笔者认为，尽管中西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关系治理理念和体制机制等

方面存在着相当差别，但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共同背景下，可以梳理归纳出劳动关系演变

和治理的共性规律和脉络。同时，本文通过比较，互现出中外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各自的优势、特色和

不足，以形成借鉴。这一比较的基础还在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变迁，中国已渐趋形成了基于自

身特色的劳动关系协调体系。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劳动关系发展趋向 

1．工会组织率持续下降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劳动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是工会组织率的持续下降。国际劳工组织在

2000 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工会组织率的高峰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从那时起便逐

渐下降 47。在英国，从 1979 年的最高峰 55.8%下降到 2009 年的 27.4%，减少了 500 万人。法国工会

从来就具有多元化、对抗性和分散化的特点，而工会组织率则由 1970 年代中期的 23%下滑到 1990

年代中期的 10%，2008 年已不足 8%。德国工会联合会在上世纪 80 年代为 35%，经两德统一，工会

经历了严重损失，2009 年仅降到了 18%左右，低于西欧平均水平。澳大利亚工会密度从 1990 年的 49%

持续下降到 2007 年的 19.5%。48美国的工会密度从 1980 年的 21.9%下降到 2006 年的 12%49，2012 年

更降至 11.3%。上述国家都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在日本，企业工会主义是其劳动关系体系的支柱，

                                                             
44 Greg Bamber 等编：《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全球化与变革》（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2 页。 
45 参见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协会（ILERA）官网，http://ilera2012.wharton.upenn.edu/，2012 年。 
46 王兆国在全总十五届七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工人日报》，2013 年 3 月 1 日；全总副主席陈豪在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的讲话，2013 年 1 月 28 日。 
47 Godfrey, S, Maree, J, Du Toit, D & Theron, J. 2010.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South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laremont: Juta. 
48 Greg Bamber 等编：《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全球化与变革》（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9 页，第 134 页，第 157 页，第 95 页。 
49 哈里·卡茨等著：《集体谈判与产业关系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9 页。 

http://ilera2012.wharton.upenn.edu/，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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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工会密度达到创纪录的 34%以后便逐年下降，2007 年降至 18%，会员总数约一千万人。在韩

国，尽管 1987 年的政治民主化推动了独立劳工运动的急剧增长和工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但其工会密

度仍较低下，2009-2010 年维持在 10%左右。50 

据研究，在金融危机中表现良好的欧盟国家大多工会组织率较高，如比利时（54%）、卢森堡（40%）、

奥地利（30%）、荷兰（20%）和波兰（19%），因为这让它们有更好的协商对话平台，并能够保持

较高的就业率。反之，表现较差的国家工会组织率也相应低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

均不足 10%，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则维持在 15%左右。51 

总的来看，工业化国家工会不仅组织率在持续下降，且作用也在逐步式微。有关其组织率下降的

原因主要有：一是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跨国公司雇主与员工之间力量的不均衡，并削弱工会组织员工入

会的能力；二是经济结构的剧烈调整，使传统工会活跃的制造业雇佣人数缩减，以及工会不活跃的服

务业长足增长；三是灵活雇佣大行其道，使工会会员人数较低的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和其他形式的不

稳定就业显著增加，而工会组织率较高的稳定就业岗位大幅缩减；四是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许多

国家由于经济衰退面临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影响，这也加剧了工会人数的减少；五是企业雇主推行人力

资源管理，与雇员直接沟通，倡导无工会化企业，采取更加严厉的与工会相对抗的政策；六是工会的

组建和维权策略失当，未能满足会员的需要，工会领袖的官僚主义及工会组织的竞争和分裂，进一步

削弱了劳工运动。52 

 

2．集体协商分散化 

协商结构（Bargaining Structure）是集体协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它起源于工会组织和会员对开

展有效集体协商所必需的协商权力的追求，通常是联合起来建立更为宽广而集中的协商单位，同时它

又要受到产品技术及工作组织的影响和制约。53集体协商结构主要包括协商主体的构成和所达成的集

体合同的覆盖范围，又可以指协商的集中或分散状况和协商模式两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按

照协商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将协商结构划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分散化（decentralized）的协商结构，主

要在企业内进行，多数发生在北美、日本、韩国、新西兰、英国等国家；二是中间层次的（intermediate）

协商结构，主要在产业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进行，这方面的案例多集中在欧陆；三是集中的

                                                             
50 《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全球化与变革》，第 29 页，第 95 页。 
51 Tridico, Pasquale, 2013,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EU labour market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52, No. 2, pp. 184. 
52 Godfrey, S, Maree, J, Du Toit, D & Theron, J. 2010.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South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laremont: Juta. Greg Bamber 等编：《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全球化与变革》（第五版），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版。 
53 Robert J. Flanaga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e SAG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Edited by Paul Blyt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pp. 40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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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ized）协商结构，主要发生在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的全国性工会与雇主组织之间，商讨建

立全国范围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 

二十世纪的最后 30 年，在所有跨行业或行业谈判仍居于优势的国家中，均出现了很强的集体谈

判分散化的趋势。在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更高层级的集体协议

已经扩展了范围，通过在企业一级进行附加谈判或引入开放条款，以便允许企业可以脱离特定集体协

议的标准。许多国家紧随这一有组织的和受控制的分散化趋势，已经可见完全不同的和灵活的多层级

的谈判制度。 

表 1  工业化国家集体协商的覆盖率，1985－2007  % 

 1985 1995 2007 

英国 64.0 36.0 34.6 

美国 20.5 16.2 13.3 

爱尔兰 60.2 60.0 44.0 

加拿大 37.0 36.7 31.5 

澳大利亚 85.0 70.0 40.0 

新西兰 - 43.3 17.0 

德国 75.0 70.0 62.8 

奥地利 95.0 98.0 99.0 

瑞典 85.0 94.0 91.0 

日本 26.0 21.5 16.1 

比利时 96.0 96.0 96.0 

丹麦 83.0 84.0 80.0 

芬兰 77.0 82.2 90.0 

法国 90.0 - 90.0 

意大利 85.0 82.0 80.0 

西班牙 82.0 - 84.5 

波兰 - - 38.0 

捷克 - 65.3 44.0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 

 



 

76 
 

表 1 表明，除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芬兰、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外，金融危机加剧了各国集体协

商分散化的总体趋势，致使多数工业化国家集体协商的覆盖率明显下降，且集体协商进一步呈现出以

下特点：第一，在危机期间，大多数国家的雇主在集体协商中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经常对工会化横

加阻挠。第二，面临全球化竞争压力的企业，将分散的集体协商作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和产品市

场需求的重要手段。第三，伴随着集体协商覆盖率的下降，作为一种确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新方法的个

人劳动合同在增长。第四，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对集体协商的分散化，特别是对集体谈判覆盖率的

下降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五，集体协商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超出对当事人协议的扩展

机制的作用，这些扩展协议在欧洲仍然是最有效的，在诸如比利时、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芬兰等

国，仍存在不止一种类型的扩展机制，上述国家的集体协商覆盖率都在 90%左右。54 

 

3．灵活雇佣有增有减 

持续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劳动力市场反复恶化，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的参与率已大幅下降，这掩

盖了这场工作危机的真实程度。其中，特别是年轻人深受其害，不仅失业率大幅攀升，工资水平亦面

临下行的压力。在危机背景下，催生了各种形式的灵活雇佣的增长。 

以劳务派遣为例，在经济正常发展阶段，欧美国家的派遣用工一般维持在 3%以下，规模不大。

在危机期间，也只有德国和意大利有些微增长，英国的派遣用工比重曾在 2007 年达到创纪录的 4.7%，

但到危机后期也明显回落了。在亚洲，韩国和日本在 2009 年的劳务派遣用工比重仅为 0.4%和 1.8%，

丝毫没有成为主流用工的迹象。 

另一方面，在过去 5 年中，“灵活保障”（flexicurity）已成为在经济衰退期间欧洲的主导性雇

佣保障的政策体系。它以私有化和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等措施为前提，通过灵活可靠的劳动合同安排、

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加强过渡性保障、制度化和负责任的终身培训制度、以及有助于促进劳

动力市场流动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在欧盟范围内形成一个集灵活雇佣与就业保障于一体的促进就

业战略。危机期间，德国推出的临时工就业政策，较好地降低了失业率。瑞典设置了用于工作转换的

集体基金，使失业员工享受到上佳的就业服务。比利时确保解雇工人再就业的新职业介绍的支持体系，

荷兰的地方流动中心，以及英国和荷兰对青年就业的过渡保障措施，都是“灵活保障”就业政策体系

中的有效措施。55由于欧盟范围内政劳资三方的积极的政策协调，使其灵活雇佣的增幅始终控制在较

小的范围之内。 

                                                             
54 Holtzhausen, Maggie, 2012, A comparison of some glob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trends with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African private sector centralised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ILERA 16th world congress paper, 
http://ilera2012.wharton.upenn.edu/，2012 
55 Frank Tros, 2012, Flexicurity in Europe: can it survive a double crisis? ILERA 16th world congress paper, 
http://ilera2012.wharton.upenn.edu/，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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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伴随着 5 年来的全球经济低迷，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有明显扩大的趋势。经合组织

（OECD）在 2011 年报告中说，当今的发达经济体，10%最富有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最贫穷的 10%

人口的 9 倍。它并指出，在危机期间，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有增加，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

差距更大。当从事个体和临时性工作增多时，收入不平等的水平明显增高。随着各国放松管制，劳动

力市场的调控作用减弱了。资本收入成为了更大的收入来源，但主要集中在富裕家庭。市场收入不平

等的上升，原因之一是各国缺乏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有效的再分配手段 56。 

到 2010 年前后，基尼系数较低的有丹麦（0.25）、捷克（0.26）、奥地利（0.27）和瑞典（0.27），

最高的是墨西哥（0.47），较高的包括美国（0.38）、英国（0.34）、日本（0.34）、澳大利亚（0.33）

和西班牙（0.34）。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美国、瑞典、芬兰、荷兰的收入不平等趋势较为明显，而

英国、墨西哥、葡萄牙和法国甚至有所下降。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普遍增长，

且增速快于 20 世纪最后 20 年。当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测量标准，非经合组织国家可能存在着比经

合组织国家更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在巴西、南非等国。 

总体来说，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导致了其不同结局。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它们都是新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先锋，早在 1980 年代就开始经历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据最新的税收分析报

告显示，2012 年，全美 1%的最富有者拿走了 2012 年全美家庭总收入的 19.3%，美国 10%最富有家庭

的收入占据全国总收入的 48.2%，这创下了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新高，而过去 30 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

程度一直呈攀升态势 57。相比而言，由于受到欧盟社会保护政策的影响，东欧的一些新成员国如斯洛

文尼亚、捷克、匈牙利、波兰较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它们的收入不平等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5．罢工活动急剧缩减 

多数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都保障员工为了在协商谈判中赢得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进行经济

性罢工的权利，这也是最重要的集体劳工权利之一。但是，从 1980 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罢工

活动呈现日趋缩减的态势。表 258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发生罢工和闭

厂的案件数量的变动情况。在工业化国家，尽管各国单位案件的统计标准不一，但澳大利亚、加拿大、

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罢工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巴西、南非、韩国和俄

罗斯，有的罢工数量较多，但也呈现总体趋缓的态势。只有西班牙的罢工数量一直维持在高位上，但

                                                             
56 OECD,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OECD Publishing, 2011 

57 美国贫富差距创百年新高 1%富人拿走全美总收入的近 20%，《广州日报》，2013 年 9 月 12 日。 
58 罢工和闭厂案件数量等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网站，http://laborsta.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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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涉及的员工人数近年也在逐波下滑。澳大利亚、巴西等少数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罢工数

量明显超过上年，显示出危机与罢工的内在联系，其余多数国家基本看不出经济危机对罢工有何影响，

以致于美国著名劳动关系学者哈里·卡茨评论道，金融危机并未催生大规模的劳工运动。 

 

表 2    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罢工和闭厂案件数量的变化    单位：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澳大利亚 700 675 767 643 692 472 202 135 177 

巴西 525 416 298 340 302 299 320 316 411 

加拿大 378 381 294 266 297 260 151 206 187 

法国 1427 1105 745 785 699 - - - - 

日本 118 90 74 47 51 50 46 54 52 

韩国 250 235 322 320 462 287 138 115 108 

俄罗斯 817 291 80 67 5933 2575 6 7 4 

南非 80 83 47 62 49 102 99 75 57 

西班牙 750 737 688 678 708 685 783 752 811 

瑞典 2 20 10 11 9 14 9 14 5 

英国 226 207 162 138 135 116 158 152 144 

美国 39 29 19 14 17 22 23 23 16 

说明：各国统计罢工及闭厂的单位案件包括的人数各异。例如，加拿大罢工个案包括的人数在 500 人以上，英国

包括参与在 10 人以下的个案，美国个案在一千人以上。 

 

为什么罢工从 1980 年代急剧退潮，以致在 2008 年金融风暴之中无声无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一

种中长期发展趋势，已不能用经济周期与罢工的关系加以解释。以下的解释可以作为原因：一是经济

全球化的影响，资本可以随时抽离，因此原有的劳资平衡格局和游戏规则被打破，雇主对工会和罢工

采取了愈加严厉的反制措施；二是雇主使用替代罢工的管理对策：如投资无工会化企业，施行基于雇

员个人参与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在罢工期间使用替代劳工；三是工会组织率持续走低，集体协商

分散化，对罢工的组织和影响有削弱；四是政府的某些管制措施削弱了罢工权利的行使：如 1980 年

代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英美两国政府对罢工活动的遏制，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出台放松管

制的劳动立法对罢工权利的限制；五是罢工虽不一定构成对社会或政治稳定的威胁，但对中产阶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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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言，确是一种赌博和风险，在阶级意识愈加淡薄的当今，他们亦可有替代性选择：利用企业申诉

机制发出声音、街头抗议、诉诸有效的争议处理机制等。 

 

6．劳动立法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弱化 

新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放松市场管制呼声日隆，特别是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下，主要

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立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 

在美国，为弥补工会组织率下降、集体协商分散化带来的空白，1980 年代以来，政府在最低工

资、终止雇佣、反种族和性别歧视、养老金、医疗保险、员工请病假事假等方面进行立法。这期间，

最重要的劳动立法动议有两项：一是旨在消除组建工会障碍和简化程序的《雇员自由选择法》于 2007

年被参议院以 51 票对 48 票否决，而亲工会的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对此也无所作为；二是 2010 年国会

通过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但它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难，直接导致了 2013 年政

府的停摆关门。 

在欧盟，英国传统上具有自愿主义特征，但现在政府在雇佣关系制度的建构上已成为中心角色。

撒切尔夫人时期摆脱自愿主义，限制工会罢工权。布莱尔时期在 1997 年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

会宪章，在个人就业权和信息咨询权等方面引入欧盟权利并加以实施，2005 年实施《信息与咨询规

定》。丹麦首创的“灵活保障”式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被作为近年欧盟的典范。其在就业和解雇的

政策较为灵活，但对失业者的社会保护较为完善。这种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得益于政劳资三方的框架

协议及集体谈判制度，使之成为欧洲最具灵活性同时又不失监管的劳动力市场，较好地适应了全球化

和抵御危机的需要。59 

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在 1990 年代雇佣关系出现重大转折，1996 年自由党霍华德政府实施《工

作场所关系法》，推动个人劳动合同的发展。2005 年又通过《工作选择法》，对工会、集体协商和强

制仲裁制度全面出击，解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其集体劳动关系制度至今一蹶不振。在日本，

由于长期经济低迷，雇佣非正规化趋向明显，且集体劳动关系维度逐步缺失，形成雇主主导的个别劳

动关系协调机制，雇员的声音愈加微弱。 

总体上看，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工业化国家劳动关系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历经危机之后，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关系普遍呈现市场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等特征，以应对短

期经济危局。雇佣灵活化的特点非常明显，致使在许多国家，现实中的劳动条件降低，员工的法定权 

                                                             
59 参见 Greg Bamber 等编：《国际与比较雇佣关系：全球化与变革》（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版。 



 

80 
 

利缩减，出现为应对危机而违反已批准的国际劳工标准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各国劳资之间、不同员

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显著扩大，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明显降低。 

其二，从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确立的基于保障劳工三权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体系在危机期间经

受了更大的冲击。工会组织率下降和集体协商分散化已延续了 30 多年，集体协商仍然是协调劳动关

系的重要机制，但日趋式微，罢工权业已名存实亡。企业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和个别劳动关系体系发

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三足鼎立和分庭抗礼之势。 

其三，各国不同的劳动关系治理理念和协调制度，如英国基于自愿主义的集体谈判、美国基于商

业工会主义的集体谈判、日本的企业工会主义、德国的共决制和北欧国家的社会伙伴、丹麦的灵活保

障雇佣，都继续在自身的轨迹上发挥作用，但也在为适应全球化和推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作出某种改

变。而金融危机的经验似乎证明，凡是推动政劳资合作协调劳动关系的国家，凡是那些有更好的社会

保护立法的国家，较之那些纯粹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能够有更低水平的灵活雇佣和更小的收入差距，

也才能更快地摆脱危机的羁绊，重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劳动关系指标比较 

1．工会组织率持续提升 

与主要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会的组织率持续提高。全国工会会员

从 2003 年的 1.23 亿人发展到 2008 年的 2.09 亿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工会延续了工会组建的强劲

势头，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工会会员总数达 2.8 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总数 1.09 亿人；全国基层工

会组织总数 275.3 万个，覆盖基层单位 637.8 万家，职工入会率达 81.1%。60 

中国工会组织率的持续提升，与全总 2003 年以来确立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和

层层指标考核、借助政府权力的工作方法密切相关。一方面，它始终把工会组建工作作为全会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通过修改《工会法》，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会，同时创新组织形式、改进会籍管理，最

大限度地把员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近年工会组建的创新方法主要有：工会主动参与地方立法，将企业建会纳入法制化轨道；突破重

点，如沃尔玛、世界 500 强建会集中行动，以点带面；借助跨国公司在供应商企业实施的“企业守则”

活动；通过工会联合会、联合基层工会、乡镇（街道）工会、乡村（社区）工会、楼宇工会、市场工

会、一条街工会等区域性和行业性工会形式，特别是建立完善地方“小三级”工会组织体制，对特定

区域范围内社会经济组织和就业人员整体覆盖；形成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互促进，

                                                             
60 全国工会会员达 2.8 亿人 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 12.6％，人民网，20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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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带工建，以工建促党建的工作格局；改进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简化入会手续和会员关系接

转办法；税务代征工会经费，利用政府权力增加会费收缴；探索聘用工会组织员、协理员和义务工作

者对发展会员和组建工会实施广泛宣传动员，启发职工入会意识；61实施“劳务派遣工会集中行动”；

探索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再到近期的“双措并举、二次覆盖”和“广普查、深组建、全覆盖”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组建工会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依靠公共权力资源进行，导致基层工会的代表性

不强，层层压指标甚至出现“数字工会”、“表格工会”、“形式工会”等问题，且基层工会的维权作用

也有待提高。 

 

2．集体协商趋向集中化 

金融危机后的 2010 年夏，中国爆发了从南到北的罢工潮。为此，全国总工会提出实施“两个普

遍”的政策方略，即用三年时间，普遍在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实现劳

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截至 2012 年 9 月底，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 224.5 万份，全国 31 个省已建会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均达 70%以上；覆盖企业 579.2 万家，比 2003 年增长了 978.6%，增幅近 10 倍；

覆盖职工 26719.7 万人，比 2003 年增长了 298.4%。而且，协商结构转向区域和行业，从分散趋于集

中，是这一波集体协商开展的重要特点。涌现了湖北武汉的餐饮行业、江苏邳州的板材行业、河南登

封和山西吕梁的煤炭行业、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大连机械制造行业和软件行业、浙江的节能灯行业、

北京的家政行业、海南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及沈阳的区域运作模式等新型案例。到 2012 年 9 月底，全

国共签订行业性集体合同 20.8 万份，比 2003 年增长了 420%，覆盖企业 97 万家，覆盖职工 3761.8

万人，比 2003 年分别增长了 623.9%和 202.5%。62 

综合我国集体协商结构近期趋向集中化的影响因素，一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够支撑协商结构的

集中化趋向。二是政府已将构建和谐社会及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十二五”时期治国方略，而倡导公平

正义是其重要内涵。三是 2008 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

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从而使集中化协商具有了法律依据。 

 

3．劳务派遣的激增与规制 

金融危机以来，出于对《劳动合同法》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的恐惧，我国大型国有企事业、外资

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普遍扩大，是企业增量用工的主要形式。据全总估计，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占企

业职工总数的 13.1%，约 3700 万人。国民经济 20 个门类中，有 16 个使用劳务派遣工，其中有 11 个

                                                             
61 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年版。 
62 全国集体合同达 224.5 万份 覆盖 2.7 亿职工，中工网 http://www.workercn.cn，2013 年 10 月 6 日。 

http://www.worker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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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超过 20%的调查企业使用劳务工；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用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

软件业，分别有 68.3%、66.7%、60%的企业使用派遣工，其占职工总数比例分别为 11.1%、6.4%、17.9%；

劳务工比例高的行业为建筑业、信息业、水电等公用事业，达 36.2%、17.9%、15.3%；国企劳务工最

多，为 16.2%，外企为 14%；上海的劳务派遣工占调查劳动者的 25%，比 2007 年增长了 36.1%。在中

国移动 50 万员工中，劳务派遣工占到 70%以上。派遣工人主要在一线工作，以农民工居多 63。 

据调查，劳务派遣现存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用工不规范，非“三性”岗位大量使用派遣工，不签

劳动合同依然存在，工作强度大，职业安全卫生条件较差；派遣工人的同工同酬权利及在福利保障、

培训、提升、加入工会等方面的权利也不同程度上遭遇歧视和侵害。64  

为此，2013 年 7 月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试图在以下方面进一步规制劳务派遣：一是引入行

政许可制，并对派遣机构的设立增加物质条件。二是维护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

酬的权利。三是界定“三性”，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岗位范围。同时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

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四是加大处罚力度。 

 

4．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势头减缓 

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初首次公布近十年全国基尼系数，其中 2008 年到 2012 年由 0.491 的高点逐

步回落到 0.474，这个数据冲破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引发社会一片争议。对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由于农民工工资持续上升，城乡收入差距在近几年小幅回落，由此导致全国基尼系数的下降 65。更多

的研究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在扩大，但扩大的势头在逐渐趋缓，收入分配进入转折期。

其判断主要基于三方面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供求态势转变、城市化步入中后期，以及经济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和产业梯度转移 66。 

我国收入分化的势头初步受到抑制，得益于连续上调最低工资、基本养老金，大幅提高国家扶贫

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以及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近年的收入分配政策还包括：

加强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及工资总额进行调控；积极稳妥地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建立职

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此外，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工资指导线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

价位制度、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亦开始发挥作用。 

 

                                                             
63 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当前我国劳务派遣用工现状调查，《中国劳动》，2012 年第 5 期，第 23-24
页。 
64 同上，第 24-25 页。 
65 中国城乡收入比 10 年来最低 佐证基尼系数回落，中国经济网，2013 年 1 月 23 日。 
66 调研报告称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势头逐渐趋缓，人民网，2012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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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增加

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

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5．劳动争议和停工事件大幅攀升，但近期已回落 

我国的劳动争议和停工事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频率高度相关。表 3 显示，当

2003-2004 年基本完成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减人增效时，出现了一波以国企为主的劳动争议高峰。2008

年由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申诉标的增多、仲裁免费造成的“滥诉”及经济危机的展开，导致劳

动争议的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前所未有地迅猛增长。从争议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加班费、

经济补偿和赔偿金及保险福利等方面，争议性质以权利争议为主。 

 

   表 3    全国仲裁机构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003-2012） 

年份 立案受理案

件数（万件） 

涉及劳动者

人数（万人） 

其中集体争议

案件数（万件） 

其中集体争议劳

动者人数（万件） 

2003 22.6 80 1.1 - 

2004 26 76 1.9 - 

2005 31.4 74 1.9 41 

2006 31.7 68 1.4 35 

2007 35 65 1.3 27 

2008 69.3 121.4 2.2 50.3 

2009 68.4 101.7 1.4 30 

2010 60.1 81.5 0.9 21.2 

2011 58.9 77.9 0.7 17.5 

2012 64.1 88.2 0.7 23.2 

 

劳动争议激增，且重点正在从个别争议转向集体争议，争议性质从权利争议转向利益争议，与作

为劳动者主体的 2.6 亿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增长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团结意识密切

相关。据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的专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 8487 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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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

维权意识，其维权态度更为积极。 

2010 年夏，以富士康“十三连跳”和广东南海本田公司罢工事件起始，推动了各地以提高工资

为目标的罢工停工行动的密集展开，当年 5-7 月间，经媒体报道的就有 30 多起。但总体上看，近年

劳动争议及停工事件在高位盘整的基础上已出现回落。例如，2012 年 1-8 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

纠纷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 120 多起，发生在 19 省的规模在 30 人以上的 270 多起，广东

占了其中的多数。相比经济发展平稳的 2011 年的两项指标而言，处于经济下滑的 2012 年的数据基本

持平 67。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反转的背景下，包括民营企业也在主动加薪，咨询集体协商

和参与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建设，改善劳动条件，以便留住员工；同时，政府应急处置罢工停工的能力

已有很大提高。 

 

6．加强劳动关系矛盾的源头治理，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体制 

与工业化国家放松劳动关系管制相反，中国自新世纪以来，全面强化劳动立法和劳动关系矛盾的

源头治理。尤以 2007 年至今，频繁出台劳动法规政策，初步构建起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协调的

法律体系，并加强体制、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推动劳动关系协调从治标到治本，从事后救济向事

前防范转变，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劳动关系矛盾 68。 

其中，2007 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是个别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法律，它与国务院 2008 年出台

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共同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以实现双方

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制。2013 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实施，强化对劳务派遣的规制。 

在集体劳动关系领域，主要是加强基层企业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原有《工会法》、《劳动法》和《劳

动合同法》的基础上，2012 年又颁行《企业民主管理规定》，通过建立完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

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及劳资协商会等制度，在企事业单位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工会和职工参与协调劳

动关系的制度。 

在宏观劳动关系协调层面，主要以健全组织和完善职能为重点加强三方机制建设。到 2012 年末，

全国共建立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包括地方和产业）2.4 万个。 

在劳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以 2007 年《就业促进法》、2010 年《社会保险法》、2011 年《职业

病防治法》修正案、2012 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及 2013 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67 乔健：2012：经济低速发展下的劳动关系规制，载李培林等主编：《201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68 稳中求进 开拓进取 全面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劳动》，2013 年第 5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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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等法规政策的连续出台，初步形成围绕着工资、工时、休息休假、禁止童工、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保护、劳动定额、劳动安全卫生等劳动标准体系，当前的重点是加强特殊工时、职工带薪年

休假制度和劳动定额管理标准化。 

在劳动保障执法监察方面，继 2011 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外，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首次载入“加强劳动保障监察”的提法，

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和工作机制建设。针对近年来劳动争议频繁激增的现状和这项制度过往存在的缺

陷，我国于 2007 年又颁行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该法创新和完善了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当前

的重点是加强调解仲裁的效能建设。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重心在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依照官方说法，所谓和谐劳动关系，即是劳

动者和企业管理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国家主人，其根本利益一致，劳动关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

盾，不具有对抗性，因此可以通过协商、协调、沟通的办法来解决 69。中国政府和工会强调，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应当遵循四项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性质是根本利益一致，具体利益差别，要将

促进企业效益与维护职工利益相统一；二是劳资双方协调与政府管理相结合；三是立足法律规范与尊

重基层创新结合；四是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简单照抄。 

中国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桥梁、纽带，政府的基础、支柱，以及职工

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三个方面。其维权方针是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认为企业的发展是

实现职工权益的前提。工会还提出主动、依法、科学的维权观，主张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工人权益，不

赞成将罢工作为维权的最后手段，认为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工会并主张建立党政主导的维权机制，

强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主要责任在企业，要发挥政、资两个积极性。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工作重点

是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和工业园区的活动。 

2011 年 8 月，中国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劳动关系主题的全国大会，确立了建立规范有序、公

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目标和任务，要求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企

业和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 

总的来说，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劳动关系呈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程度加深，这一点与工业化国家相仿。这表现在，劳务派遣、非全日制

用工以及不签劳动合同的临时工比重大幅增加；而且，不同行业职工之间，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

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但不同的是，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冲击远不像对发达国家那么大。 

 

                                                             
69 王兆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中华全国总工会编：《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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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劳动关系形态和规制从个别劳动关系走向集体劳动关系，这一点与工业化国家的走向完全

相反，并形成鲜明对照。中西之间在工会组织率和集体协商结构上的差异走向可能预示着在西方国家

集体协商日趋式微的情况下，中国正在开启一个集体劳动关系协调的新时代。其中，中国集体劳动关

系的形态和规制既包括由企业工会、产业和区域工会代表劳动者与雇主或雇主组织进行的集体协商，

也包括劳动者群体通过自发性的集体行动与企业雇主进行的博弈。 

第三，迥异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形成了国家主导与劳资自主协调相结合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

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一般可分为劳资自治和国家统合两种。相比而言，中国模式的国家

集权程度更高，国家主义色彩更浓厚，且劳资代表组织亦具有国家统合主义的特征，其目标是要通过

维护各自代表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国家的治理目标。 

 

三、反思与启示 

在后金融危机的这段时期，从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部分劳动关系指标优于工业化市场经

济国家，但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劳动关系现状在整体上好于同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从六项指

标具体来看，中国在工会的组织率方面明显优于工业化国家，尽管在组建过程中也存在虚报数字，基

层工会不发挥作用等情况；在集体协商结构的变动趋向上，中国也在朝有利于发挥作用的集中化发展，

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无一例外地趋向分散化；但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灵活化指标上，中国在劳务

派遣的使用上急剧扩张，在部分行业远超过工业化国家 5%左右的规模，所幸现正在立法规制加以控

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危机期间中国和工业化国家均不同程度有所扩大，在出台政策和立法调控方

面，中国的态度更为积极主动；在劳资冲突和罢工停工事件方面，多数拥有合法罢工权的工业化国家

的指标数据反而明显低于中国，预示着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劳工运动正日益衰退，而在中国，以劳工群

体为主体的无序、散乱的抗争行为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在政府立法规制治理劳动关系方面，除各国

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路径依赖选择劳动关系治理模式，很难进行比较外，显然在危机时期，较之西方国

家的自由放任，中国政府在颁行立法政策和促进政劳资三方参与协调劳动关系、推动和谐劳动关系企

业和工业园区建设上更为积极主动，并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法律政策体系和国家主

义的治理模式。 

如果说，中国的确在部分指标上优于工业化国家，主要得益于下列因素：一是中西之间处于不同

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无论从自发性或有组织的角度，尚能形成声势浩大的

劳工运动规模，进而达成劳资力量的均衡。二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方面仍主要是全球化的受

益者。三十多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吸引外资在 500 亿美元左右，到 2012 年末，累计设立外资企业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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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 1.2 万亿美元，直接创造了约 4500 万个就业机会 70，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

易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尽管近年势头有所减缓 71，但仍然是全球投资最佳区位之一。

三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3 年三季度GDP增长回升到 7.8%，就业人数超过 1000 万人。经济的

快速增长不仅奠定了解决就业岗位的物质基础，也推动着向更高质量的就业发展和劳动关系的改善。

四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从过去 30 年的供过于求向供求均衡转变。从 2006-2012 年，劳

动力市场反复出现“民工荒”现象，且愈加严重。且我国 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 2011 年达到峰

值，2012 年显现绝对值下降 72，说明劳动力供求关系愈益趋向均衡。从 2009-2011 年部分城市就业

服务机构市场求职人员的年龄状况也可发现，16-24 岁年龄段求职人数的比重逐年下降，2011 年降至

34.4%，较 2009 年下降了 6 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和诉求

行动，从而加剧了“民工荒”现象，并促使劳动力价格大幅提高。这为劳动关系的协调创造了有利的

市场环境。 

而且，中国协调劳动关系的经验的确体现出自身特色，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始终注重从总体上解决就业和劳动关系协调问题，即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关注GDP的增长，实际就是关注就

业。在制造业时代，GDP毎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创造出 100 万个就业岗位；重心转向服务业以后，则可

增加到 130-150 万人就业。2013 年GDP增长 7.5%的计划是为实现 900 万人就业服务的，稳增长实际

是保就业 73。这种经济与社会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总是将就业和劳动关系协调放到经济增长的大环

境中加以解决，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劳动关系协调的物质基础。 

其次，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加强劳动立法和执法监察，以及以健全组织和完善职能为重点加强三方

机制建设，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的总体性劳动关系协调体制，以

强化劳动关系矛盾的源头治理。这一体制既适应了威权主义国家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特殊需要，又

填补了劳资利益主体的组织代表性缺失、自主协调不力和维权功能流于形式的不足，较好地协调了维

稳与维权的关系。展望未来，在中共十八大要求加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的背景下，以及在劳动力市场

供求趋向均衡的刚性约束下，这套体制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金融危机时期各国的劳动关系实

践证明，凡是国家积极干预劳动关系，并促进政劳资三方协调，其经济复苏和避免劳动关系动荡的道 

 

                                                             
70 商务部副部长：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地区总部，深圳商报，2012 年 6 月 29 日；张德江：中国 4500 万人

的就业机会来自外资企业，网易财经，2010 年 11 月 6 日。 
71 2012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 3.7% 中部快速增长，人民网财经频道，2013 年 1 月 16 日。 
72 中国 15-59 岁或 15 岁以上不满 60 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财经网，2013 年 1 月 18 日。 
73 引自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上做的经济形势报告，20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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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会更为平稳；反之，凡是政府一味推行经济的自由化、灵活化，放松对劳动关系进行管制，其修复

经济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道路会更为漫长。 

第三，中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念和经验亦值得借鉴。笔者认为，中国官方关于劳动关系矛盾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具有对抗性，因此可以通过协商、协调、沟通的办法来解决的说法，其中对传

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提法的扬弃是值得肯定的，在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政策体系的支持下，以及党政

领导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追求下，通过劳资协调、合作的方式争取合理利益是可能的。笔者亦

赞同在劳动关系协调过程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辨正思维和换位思考。1980 年代，欧洲在经历严

重的经济衰退后，雇主为应对风险，也选择重构劳资关系来应对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出现了很多不

同形式的劳资合作方式，如精益生产、品管圈、高绩效工作系统、劳资社会伙伴等，后者被称之为新

统和主义（neo-corporatist）74。结合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主要工业化国家都没有掀起重大的劳工

运动和罢工风潮，说明了改弦更张的可能性 75。 

此外，关于中国与工业化国家劳动关系体制趋异的讨论，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发现。尤

其在集体劳动关系领域，在工业化国家工会组织率持续走低、集体协商分散化趋向明显的同时，中国

工会的组建率和集体合同的覆盖率都在大幅上扬，且出现了大量民主直选工会主席的试点和区域性、

行业性开展集体协商的案例，中国是否正在迎来一个集体劳动关系协调的时代？笔者倾向给予谨慎肯

定的态度。只不过，中国的经验和制度还处于形成期，其效果尚不明显，演进的时间也会更漫长 76。

其中的制度困境在于：要构建一个“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它是否应建立在保障集体劳工三权的

基础上？官方机构，特别是工会已明确不赞成罢工是工会维权“最后手段”的提法，认为它不符合中

国国情、会情和现阶段劳动关系的性质 77，但学术界和民间则会有更多的支持者，无论从保障劳动人

权的角度，还是出于劳资权力、力量平衡的考虑，这一争论将会伴随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过程

而持续下去。 

研究至此，可以做一小结了。中国与工业化国家劳动关系的比较对笔者有如下启示： 

其一，没有普遍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变迁、文化特质、劳工运动传统、经

济和政治制度环境等路径依赖，它们在共同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关系协调模式。但是，不同国家或 

 
                                                             

74 王德才 赵曙明：劳资伙伴关系研究现状及对我国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的启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劳动关系分会第 5 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工作论文，2012 
75 2011 年夏，笔者曾在斯坦福大学与著名劳动法教授、前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主席 William B. Gould
探讨过这个话题，他当时也认为美国应当建设“合作型的”劳动关系。 
76 即令是中国工会十六大的官方报告，也坦承当前工会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机制和

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健全、提升；在基层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基层工会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凝聚力亟

待提升；工会工作还存在机关化、行政化倾向，等等。 
77 王兆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中华全国总工会编：《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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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尝试不同的调整模式和体制、机制是可能的。这要求我们不拘成说，大胆改革和

实践。 

其二，尽管工业化国家在缓慢地变化，但其劳动关系协调的基本经验依然有效，虽然工会组织率

连年下降，但其集体谈判的覆盖率仍然较高，还远没到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的地步。 

第三，要创新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既要结合本国国情，也要尊重和满足那些学理和法律上公认的

前提条件，如公平正义的目标和以集体劳工三权为基础的劳动关系协调体系。否则，制度在实践中会

发生扭曲。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劳动关系协调制度的作用远低于市场的力量，这需要很好地进行反思。

要使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仅是走形式或装装门面。 

第四，处在全球化时代，从全球角度去分析本国的劳动关系制度体系更显必要 78。国际比较的视

野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劳动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这即是说，越是我们

要去概括总结“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时，我们越需要学习、借鉴和总结国际的成熟经验。 

第五，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劳动关系的实践表明，发展协调、互利和参与式的政劳资社会伙伴关

系，增进合作的政治意愿和互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成为劳动关系协调的一条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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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员工企业民主参与调查 

                        ——与传统员工的比较 

 

谢玉华 79，陈培培 80 

 

摘要：本文以广东、湖南、湖北 3 省 9 家企业的 1117 名员工为对象，调查分析新生代员工的企

业民主参与（民意表达、参与监督、参与管理、参与决策）现状，并比较新生代员工与传统员工在企

业民主参与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员工的民主参与水平显著高于传统员工，但都普遍停留在

低层次的参与上。而且，员工的民主参与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关键词：企业民主参与  新生代员工  传统员工 

 

Survey on th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New-Generation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Employees 

 

Yuhua Xie and Peipei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1117 employees in 9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The surve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expressing 

opinions, participating in supervision,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and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making) of 

new-generation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It further compares th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new-generation 

employees with that of traditional employe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level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new-generation employees is distinctively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employees, but both remain 

relatively low. The generation difference in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enterprises, new-generation employees, traditional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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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企业民主管理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的推动力和重要支撑。2012 年初，中纪委、中组部等联合下发《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这

是 26 年来我国首次以六部门共同颁布规章的形式全面规范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并且明确非公有制企

业也应实行民主管理。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

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民主管理

在企业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企业管理创新的核心就是民主管理机制的创新[1]。 

在国外，关于企业民主的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诞生的工业民主思想。伴随劳资关系问题的复杂

性和重要性凸显，企业民主理论日益繁荣，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参与的绩效、影响因素及形式方面。参

与绩效主要通过管理效率测度衡量。组织效率与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企业民主参与机制得以实践的基

础[2]；研究表明质量圈参与在观察前期能较大提升工作满意度和效率[3]；工会参与能够提升绩效，

改进员工满意度，影响生产率的提高、雇佣关系的稳定[4]。影响因素主要从个体特征和组织因素两

方面研究。个体特征方面，劳动力素质[5]、成就动机、独立自主性、自我效能感、自我意识[6]都会

影响员工在企业管理中的参与度；组织因素方面，组织规模[7]、组织气氛等[8]与企业民主参与显著

相关。民主参与的形式多样，根据参与渠道可以分为直接沟通、向上寻求问题解决、代表制参与和财

政参与；根据参与程度可以分为平行建议管理、工作参与、高度参与[9]。 

在国内，国企改制前，企业民主管理是国企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国企改制和外资、民营经济的

迅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企业民主管理系统，同时带来了新的劳动关系，劳资冲突成为一个尖锐的社

会问题。劳资冲突的加剧促使劳动关系研究增多，部分学者从企业民主参与的角度来探索解决之道。

企业民主参与融合了西方的工业民主、员工参与理论及国内传统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理论。研究主要

集中在理论介绍、影响因素和作用发挥方面。理论介绍方面，对国内外员工参与、工业民主的发展过

程、形式内容等进行文献综述[10]，归纳国外员工参与的内容和研究，比较中外员工参与研究方法，

提出我国研究应改进和深化的方面，如概念界定、不同所有制企业比较等[11]。影响因素和作用发挥

的研究多借鉴国外定量研究方法。不同年龄、学历的员工参与倾向性不同[12]，不同层级的员工对参

与机制的态度不同[13]，组织气氛也会影响员工的参与行为[14]；员工参与能够影响员工忠诚度[15]、

员工满意度和组织绩效[16]。我国企业民主参与受到所有制的较大影响[17]；员工参与有助于限制家

族式的中小私营企业家族专权的影响[18]。 

通过对现有的企业民主参与的研究文献整理，不难看出：无论是从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角度，企业

民主参与都是企业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探索实现企业民主参与的途径和形式是学者和实践者的重

点和难点，实践表明推行企业民主参与要对员工关心的热点难点加以关注，才能增加员工满意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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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19]。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角度分析企业民主参与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侧重于劳资关系的研究，多是工会组织及工会工作者的工作报告，而从员工自身特征角度描

述企业民主参与现状、探讨其实现形式的研究较为缺乏。新生代越来越成为职场主力，他们有更明显

的员工群体特征和参与需求。新生代员工的这种需求在企业是否实现，学术界缺少研究。本文对此进

行探索。 

 

二、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 2011 年 8月至 2012年 6月期间笔者在广东、湖南、湖北 3省 9家企

业所作“企业民主参与”调查。这 9 家企业中，1 家为民营企业，3 家为国有企业，5 家为中外合资

企业：1家中日合资企业、1家中意合资企业、1家中英合资企业、1家中德合资企业、1家中韩合资

企业，合资企业中中方基本都是国有股份；1家为金融保险业企业，8家为制造业企业。这 9 家企业

都是管理较规范的大公司，基本上按照国家法律建立了企业民主参与制度。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调查综合采用问卷法、厂外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调查问卷均采用李

克特 5分量表，度量员工的企业民主参与行为和员工满意度。厂外调查是在企业门口及宿舍区随机拦

截工人进行调查，逐一向调查者解释题目，再由被调查者填写。深度访谈是针对某些企业的管理层、

人力资源部或工会组织、部分员工进行访谈，从深层次了解企业民主参与运作状况。 

调研通过分层次、分批开展，共发放问卷 1300份，回收 1189份，问卷的总回收率为 91.5%，有

效问卷 1117 份。根据学术界的通常做法，本文以出生年份 1980年作为区分两代农民工的时间分割点，

定义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的员工为新生代员工，出生于 1980年前的员工为传统员工，则新生代员工

711 份，占 63.7%；传统员工 406份，占 36.3%。被调查者中普通员工占 74.8%，基层管理者占 20.2%，

中高层管理者占 5%。 

 

三、新生代员工民主参与分析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民主既包含职工群众在生产、协调、管理等不同层次行为中的活动方式，也

包含承受和实现职工群众民主行为的各种组织形式[20]。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传统的民

主参与融入许多新的内容形式。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民主管理的内涵是参与，职工对企业的控制既表

现为对企业物质生产的控制，也表现为对企业决策的监督制约和参与[21]。中国工业民主和员工参与

是传统国有企业职工民主参与和西方外资企业员工参与的相互学习和融合，中国企业特征的企业民主

参与主要有 12种形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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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调查企业大多既有中国传统的职工民主参与形式，也有跨国公司员工参与形式，适合运用

这 12 种参与形式来研究。前期访谈发现职工董事监事基本由工会干部担任，职工对职工董事监事制

度知晓度低，而本文考察企业民主参与与满意度的相关性，将此项员工知晓较少的形式在正式问卷中

删除，形成 11 项员工参与形式：向上司反映困难建议、向人力资源部咨询投诉、通过意见箱或 BBS

提出意见、厂务公开、自主工作团队、合理化建议、工资集体协商、职代会和工会、基层民意调查、

民主评议管理者、民主生活会，并对每种形式进行提问以了解其现状。已有研究对企业民主参与维度

的划分没有明确界定，本研究借鉴员工参与的四维度结构[22]，根据参与程度不同，将企业民主参与

分为四个层次：民意表达、参与监督、参与管理和参与决策。 

 

（一）民意表达 

民意表达是最基本层次的民主参与，是基于员工个体行为的意见表达，包括：向上司反映问题困

难，向人力资源部咨询投诉，意见箱或 BBS等员工意见表达系统。调查显示，企业内部基本建立了民

意表达渠道，然而系统利用率不高。被调查者中 31.9%“从来”没有或“很少”向上司反映问题困难，

13.2%“从来没有”或“很少”向人力资源部咨询投诉，26.3%“从来没有”或“很少”通过意见箱或

BBS 传达意见。访谈时，多数员工表示，人力资源部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各种人事问题，信息

反馈快，所以员工遇到问题或有建议意见时倾向于寻求人力资源部；如果问题简单，较易处理，他们

更愿意与直接上司沟通；至于意见箱或 BBS，他们认为缺乏专人负责，这种形式过多地流于形式，用

途不大。 

新生代员工自我意识强，注重追求个人兴趣目标，维护自我权利，淡化权威和权利，通过各种渠

道表达个人意见。在向上司、意见箱或 BBS、人力资源部反映问题三种渠道上，新生代员工的参与都

高于“一般”水平（均值分别为 3.07, 3.53, 3.29），分别有 30.0%，53.2%，44.2%表示“经常”或

“总是”参与这三种形式。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表 1）：新生代员工和传统员工在民意表达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向上司反映问题、向人力资源部咨询、通过意见箱提意见三种形式，新生代员工都显著

高于传统员工。进一步分析发现，80 后（均值=3.33）、90 后（均值=3.20）员工在民意表达上的参

与均显著高于 60 后（均值=2.74）、70后员工（均值=2.99）。这都充分体现了新生代员工民主意识

强，更会利用基本的民意表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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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生代员工与传统员工民意表达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均值 双侧检验值 差异是否显著 

 
总

体 

新

生 代 员

工 

传

统 员

工 

显著性水平

P为 0.05 

大于 P 为接受

原假设，无差异 

向上司反映问题机会 2.94 3.07 2.72 0.000 有差异 

人力资源部咨询 3.42 3.53 3.21 0.000 有差异 

意见箱或 BBS 3.14 3.29 2.87 0.000 有差异 

民意表达总体 3.17 3.30 2.94 0.000 有差异 

 

（二）参与监督 

参与监督是较高一层次的参与形式，指职工通过表达意见参与对企业管理和管理者的监督，是组

织行为和员工个体行为的结合，包括基层民意调查，民主评议管理者，民主生活会或征询意见会，厂

务公开等。调查显示，除厂务公开（均值=2.95）外，基层民意调查、民主评议管理者和民主生活会

的参与水平都较低（均值分别为 2.44,2.15,2.05）。分别有 61.4%、74.1%、78.2%的被调查者“从来

没有”或“很少”参与过基层民意调查、民主评议和民主生活会。 

新生代员工的求知欲较高，善于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企业信息，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重大决策等，

因此新生代员工在厂务公开上的参与较高（均值=3.05）。然而，新生代员工在民主评议（均值=2.00）、

民主生活会（均值=1.94）上的参与都很低，处于“很少”水平。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表 2）：新

生代员工和传统员工在参与监督总体和基层民意调查上无差异，而传统员工在民主评议管理者和民主

生活会的参与中都显著多于新生代员工，在厂务公开的参与中显著少于新生代员工。深入分析发现，

70后（均值=2.54）、80后（均值=2.41）员工在参与监督上的参与均显著高于 90后员工（均值=2.17）。

为何新生代员工在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两项参与上低于传统员工呢？其一，民主生活会与民主评议

均为传统民主参与方式，在新企业很少见。选择“经常”或“总是”参与民主评议的被调查者中 61.4%

来自传统国有企业，选择“经常”或“总是”参与民主生活会的被调查者中 64.8%来自传统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中，传统员工占 59.4%，新生代员工仅占 40.6%。其二，即使在同一家企业，新生代员工

资历较浅，参与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的机会较少。在 A 国企的 158 名被调查者中，新生代员工 54

名，占 34.2%；新生代员工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的参与略低于传统员工。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表

3），在 A国企中，新生代员工和传统员工在民主评议和民主生活会上的参与无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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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新生代员工与传统员工参与监督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均值 双侧检验值 差异是否显著 

 
总

体 

新

生 代 员

工 

传

统 员

工 

显著性水平P

为 0.05 

大于 P 为接受

原假设，无差异 

基层民意调查 2.44 2.45 2.43 0.743 无差异 

民主评议管理者 2.15 2.00 2.42 0.000 有差异 

民主生活会 2.05 1.94 2.24 0.000 有差异 

厂务公开 2.95 3.05 2.77 0.000 有差异 

参与监督总体 2.39 2.35 2.44 0.077 无差异 

 

表 3：A国企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均值 双侧检验值 差异是否显著 

 总体 
新生代

员工 

传 统

员工 

显著性水平 P 为

0.05 

大于 P 为接受原假

设，无差异 

民主评议管理者 2.67 2.48 2.77 0.136 无差异 

民主生活会 2.31 2.28 2.32 0.823 无差异 

 

（三）参与管理 

参与管理是指职工切实参与到具体的企业管理活动中，相比间接的民意表达和参与监督更直接、

深入，包括自主工作团队，合理化建议。自主工作团队起源于丰田模式，在我国多见于制造业企业。

调查显示，自主工作团队形式参与水平总体较低，均值仅为 2.42，低于“一般”水平，仅有 26.0%

的被调查者“经常”或“总是”通过自主工作团队参与管理。关于合理化建议，部分大企业明确规定

员工每个月应该提的条数，并对采取的建议进行奖励。因此，员工在合理化建议上的参与水平较高（均

值=3.37），仅有 13.4%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来没有”或“很少”提合理化建议。若合理化建议被采

纳，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对自己的绩效“几乎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 

新生代员工参与意识强，在团队中倾向于积极表现，贡献自己的思想和建议。新生代员工中，有

28.3%“经常”或“总是”参加自主工作团队，40.8%“经常”或“总是”提出合理化建议。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表 4）：新生代员工和传统员工在参与管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员工在自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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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理化建议上的参与都显著高于传统员工。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参与管理上，70后（均值= 2.85）、

80后（均值=3.03）、90后（均值=2.92）员工的参与均显著高于 60后（均值=2.64）员工；80后员

工的参与显著高于 70 后员工。 

 

表 4：新生代员工与传统员工参与管理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均值 双侧检验值 差异是否显著 

 总体 
新生代

员工 

传 统

员工 

显著性水平 P 为

0.05 

大于 P 为接受原假

设，无差异 

自主工作团队 2.42 2.50 2.27 0.004 有差异 

合理化建议 3.37 3.46 3.25 0.000 有差异 

参与管理总体 2.91 3.01 2.76 0.000 有差异 

 

（四）参与决策 

参与决策是最高形式的参与，指员工参与企业的决策和重大管理活动、分享企业利润，包括职代

会和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本次调查的企业都建立了职代会、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机制，但职工在

其中的参与并不多。调查显示，44.9%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会和职代会；参加过工

会和职代会的员工中，仅有 33%认为职代会和工会能够“基本”或“完全”代表员工的利益。被调查

者中有 80.7%“没有听过”或“仅听身边的人说过”工资集体协商，只有 5.4%签订了工资集体协议。

从表 5可以看出，员工在职代会和工会（均值=1.77）以及集体协商活动（均值=1.73）上的参与水平

都很低。 

新生代员工在职代会和工会（均值=1.77）、工资集体协商（均值=1.84）上的参与水平也较低，

48.3%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会和职代会，77.3%“没有听过”或“仅听身边的人说过”工资集体

协商，6.9%签订了工资集体协议。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表 5）：新生代员工和传统员工在参与决策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员工在工资集体协商上的参与略高于传统员工，而在职代会和工会上的参

与与传统员工无差异。深入分析发现，80 后（均值=1.81）、90 后（均值=1.77）员工在参与决策方

面参与显著高于 60后员工（均值=1.51）。而所有员工在参与决策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说明企业在

参与决策层面的民主参与形式上都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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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新生代员工与传统员工参与决策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均值 双侧检验值 差异是否显著 

 总体 
新生代

员工 

传 统

员工 

显著性水平 P 为

0.05 

大于 P 为接受原假

设，无差异 

职代会和工会活动 1.77 1.77 1.77 0.988 无差异 

工资集体协商 1.73 1.84 1.53 0.000 有差异 

参与决策总体 1.75 1.80 1.65 0.002 有差异 

 

 

四、结论 

本研究从民意表达、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参与决策四个维度详细探讨企业民主参与现状，并侧

重比较了新生代员工与传统员工在民主参与方面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首先，企业民主参与现状不容

乐观。员工参与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民意表达（均值=3.17）、参与管理（均值=2.91）、参与监督（均

值=2.39）、参与决策（均值=1.75）。员工在参与程度较低的形式如意见箱、向人力资源部咨询方面

等状况较好，而在高程度参与形式上参与很少，尤其是工会和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方面。其次，

新生代员工和传统员工在企业民主参与现状上存在差异。除参与监督外，在民意表达、参与管理、参

与决策上，新生代员工的参与水平都显著高于传统员工。而且，在四个维度上，员工参与存在明显的

代际差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

我实现需求。新生代员工较传统员工而言，有非常强烈的参与意向和民主平等理念，更注重发展性需

求，对民主管理的需求更强烈。他们有有着实现自身价值及参与企业管理的要求，在付出劳动的同时

也努力争取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一方面，只要企业提供充足的参与企业管理的

机会，他们便会感受到企业对自己的重视，激发组织归属感，增加对企业的满意度，同时把自己的聪

明才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企业。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员工，企业民主参与更契合了新生代员工的需

求，增加参与机会，便会较大程度地提高其满意度。企业应当加强民主管理，重点关注新生代员工的

意见和建议。新生代越来越成为职场中的主力军，企业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完善民主参与。 

企业民主参与渠道应该由低到高完善。民意表达、参与监督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较大，企业应当

着重加强这两方面的渠道建设：优化内部沟通渠道，提高民意表达的效率；扩大参与监督，提升其执

行力度，公开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同时，企业也应重视参与程度较高的渠道建设和完善，提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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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建立和完善参与决策渠道，完善工会、职代会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拓宽参与管理范围，

让更多员工参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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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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 年 4 月中山大学劳动关系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工业集体行动潮与集体谈判机制的出现：华南经验

比较研究”工作坊发言稿，2012 年 5 月因应新情况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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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as originally my speech on the workshop “The wave of industrial a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mechanism: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xperiences of South China”, held in April 2011 b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int Labor Research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t was revised in May 2012 due to new 
situations.  
∗ Associate Professor, Law School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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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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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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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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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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反抗的历史和未来 

—评《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田苗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文版《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是一本迟到的著作。

本书的英文版 2003 年在美国出版，2005 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至少在 2010

年由作者的中国学生，也就是本书现在的中文译者张璐译出。就在这一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南海本

田罢工发生了，进而引发了珠三角汽车行业的罢工潮，这多少改变了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

为中文版撰写序言的进程，她认为有必要将最新的中国经验包含进中文版的序言中，但又不能匆忙地

就新情况做出结论，直到一年后序言完成，西尔弗的著作才得以以中文面世。 

作为一个提出理论并希望这一理论可以成功预见未来的研究者，贝弗里·西尔弗完全有理由为在

中国上演的工人抗争激动而踌躇笔端。长久以来，中国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被认为是

顺从和无力、在资本与国家面前脆弱而缺乏战斗性的群体。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廉价而逆来顺受的劳动

力和他们糟糕的工作条件，拉低了世界总体水平，使得其他国家曾经享有优越待遇的工人不得不屈从

于资本的严苛要求。2010 年的罢工事件却展示了这些工人改善经济和权利地位的强烈愿望及力量，

成为对上述观念所基于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理论的反驳。而西尔弗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指

出，“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反抗就会紧跟到哪里。”这一简洁的结论除了其本身之外，至少在两方面

与以往流行的全球化劳工研究的文献不同，并对审视现在的状况提供了启发性的视角。首先，对资本

主义经济结构变动如何影响劳工反抗运动，须在更长的历史变迁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变换的互动过程

中进行考察，才能把握其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和新趋势。作为“世界体系”理论流派重要成员之一，贝

弗里·西尔弗继承了从布罗代尔到沃勒斯坦等人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整体分析的方法。基于这种研

究视角，西尔弗与她在“世界劳工研究小组”的同伴从 1986 年开始建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这个

小组的信息收集工作一直持续到 1996 年，记录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的劳工抗争事件，使西尔弗的

研究建立在令人惊叹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另外，在西尔弗看来，工人的抗争运动并非处于被动地位，

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结构变动的因变量，而是具有主体性的、积极的影响力量，其身影显现于每一次

重大的经济或政治变动之际，在“被塑造”的同时，也“塑造”了全球经济与政治形态。在这些分析

中，西尔弗结合了马克思和波兰尼的劳工反抗与资本积累关系理论，将这两种理论描述的现象视为并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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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经验数据收集的指导。通过本书对丰富的劳工抗争历史

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反映那些对无产阶级化和资本剥削与异化的反抗，

与波兰尼式的抗争——表明源于社会本身的、反抗极端商品化倾向的反向运动，是如何在不同时空上

演的。 

在分析资本空间转移时，西尔弗参考了大卫·哈维的“空间调整”概念。这一概念同时包含一种

见解，即资本的空间流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只是在时间上延缓了危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

决危机。与“空间调整”概念背后的观念一致，本书中展示的世界劳工抗争浪潮的图景，表明资本的

空间转移也无法永久地削弱劳工抗争的力量。西尔弗描绘了 20 世纪的主导产业汽车行业变迁与其工

人斗争的轨迹。汽车制造业最初在美国兴起，成为利润的最大制造者，同时造成了大批半技术的汽车

工人。马克思式的反抗以底特律为中心兴起。这些抗争运动赢得了显著胜利，对利润率造成了挤压，

资本和生产开始向欧洲、韩国等地区转移。但是很快，这些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劳工反抗浪潮，并

驱使资本进一步向巴西、南非等地转移，同样的工人反抗运动也继而在这些国家爆发，甚至带有更强

的危险性。每一次资本转移，虽然会暂时削弱迁出地的劳工抗争，消解（unmake）这些地方的工人

阶级，引起波兰尼式的反抗，同时也会在迁入地生产出大批产业工人，并赋予和增强这些工人对抗资

本的力量，为新一轮劳工运动的兴起创造条件。在这里，西尔弗考察了两种工人力量，一种被称为制

度性力量，另一种被称为结构性力量。前者来源于基于现存制度的工人组织，如工会，后者来源于工

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例如掌握资本生产必需的稀缺技术的市场谈判力和在关键产业的

核心环节中从事生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与此相对，资本在空间转移策略之外，还运用技术调整、产

品调整和金融调整等手段不断制造新的利润空间和打破原来的劳资力量平衡。西尔弗在对纺织业和汽

车制造业这两个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的分析中，描述了这些策略承继交叠并与劳工运动互相影响

的复杂情形。从纺织业到汽车生产，资本这一次大的产品调整，伴随着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出现，

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心由英国向美国的转移，同时也伴随着具有更强大的结构性力量的工人运动的

兴起。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些调整是以重新划分界线的面貌出现的。在拥有创新性产品的地方，

资本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更强，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与获得强大反抗能力的工人达成妥协，维持劳

资关系的平衡和稳定，随着资本和技术转移在时间和空间上推进，位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国家和地

区的利润空间变小，在达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契约上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梳

理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集便是，“资本主义新的主导产业将是什么，以及这一产业将会在哪里

腾飞，它会不会制造出另一轮劳工运动的浪潮，而对整个经济和秩序进行重塑”？西尔弗考察了其中

几种可能性，也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留足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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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结构变动的研究，回应了认为资本高速流动性造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无组织“工人，并

使他们激烈竞争，从而直接威胁到劳工运动的观点。资本流动也从间接方面对工人运动构成威胁，通

过削弱国家对工人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保护，来削弱工人对抗资本的力量。作为对劳工运动间接威胁

的回应，西尔弗分析了工人运动与本国政治以及世界政治的关系。工人运动不是消极的受影响对象，

它会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塑造政治发展的路径和国际秩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新兴发达国家韩

国，或是在巴西和南非，劳工抗争以各种形式与本国政治进程交织在一起。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

程中，韩国工人阶级争取降低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待遇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抗争，与本国争取

民主化的学生运动紧密联合，改变了韩国政治的面貌。在南非，外国资本进入和国内种族隔离政策共

同造就了以黑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反抗资本压榨和建立非种族隔离工会的行动，成为废除种

族隔离，建立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的重要部分。将劳工反抗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革因素，对

理解现在变局提供了重要线索。民主化理论，大量讨论市场化、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化的关系，

却长期忽略产业关系和工人运动对民主化的可能影响。如果已经发生的激烈劳工反抗运动可以被看作

更大的反抗运动浪潮的征兆，它将对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位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变

化，西尔弗提供的框架和方法也许可能激发对这一关系的深入研究。 

尽管本书对于其宏观取向未能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工人运动不同的背景、动力机制和过程进行详细

考察的局限有着充分的自觉，不同的文化、经济传统，特别是国内政治特征将如何影响这些劳工反抗

的动力机制，仍然有可能对西尔弗的研究提出一定挑战。就像裴宜理在对 20 世纪初上海工人运动的

研究中表明的，虽然“工人运动的危险性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巨大的经济破坏能力”，但蕴藏在工人

阶级自身中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前现代因素，以及政党政治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运动发生和发

展的形态，即使这是一个塑造与被塑造相互作用的过程，国共两党政治策略及其特征很大程度上被上

述传统因素所塑造。本书在这方面的局限有可能在评估劳工反抗时产生偏差。书中讨论的工人结构性

力量和组织性力量，可能被其他因素制约或扭曲，另一方面，劳工反抗也有可能从其他地方汲取力量，

从资本主义秩序边缘获得动员的驱力和手段。 

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是，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前景的预测似乎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正如

“没有一个平坦的运动场，让劳工抗争平衡上演”一样，资本流动的地理空间也不是平坦的舞台。乔

万尼·阿里吉在西尔弗参与的一本书——《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曾讨论西方与东方经济发

展道路的差异，他在更晚的著述中，关注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独特发展路径，在阿里吉

看来，东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大程度上调动了人力资源而不是非人力资源、保留了农业生产

者的经济独立性。这令人想起，逃逸于本书之外的特例，日本。这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未出现

在西尔弗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浪潮发生的地图中。对中国来说，现代化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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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在农民中实现了平等的土地分配，在这一基础上现代化为农业生产者保留土地留下了空间。

资本主义如何在这里发展，与工人运动一样，需要更深入地观察和研究。不过本书在这方面，与其说

是不足，不如说是益处所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激发更多对于劳工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

变迁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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