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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劳动视域中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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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重要内 容。非正规就业 人员是社 会弱势群 体,

也是共享体面劳动的重要主体, 对他们劳 动权益 的保护 是一个 国际性 话题。从体 面劳动 的视域 透视我 国非
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 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缺 失。我们要在 体面劳动理 念的指导 下, 结合 中国国
情及非正规就业人员特点, 确立保护他们 劳动权 益的基 本原则, 建立 一个由 中国共 产党领导 下的整 合政 府、
工会、用人单位各负其责, 加强沟通的保护非正规就业 人员的保护 机制, 提高非正规 就业者素 质, 以更 好地保
证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 推进中国体面劳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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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共享体面劳动权
利的重要主体
体面劳动( Decent w ork) 是指在政府、有代表性
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共同参与下, 男女在自由、公
正、
安全和具有人格尊严的条件下, 获得体面的、生
产性的工作机会和社会保护。其在上世纪末被明确
提出的背景是,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资本全球流动、经
济发展的同时, 也给劳动者带来了深刻影响。其负
面效应表现为缺乏充足的就业机会、
不完善的社会
保护、
工作中被剥夺权利以及社会对话不足, 劳动者
难以公正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等。为消解
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对劳动者的不公正、
不公平, 在
1999 年第 87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 国际劳工 局局长
Juan Somavia 的施政报告 体面的劳动 提出了给人
人以 体面的劳动 的新概念, 将基本劳工标准以及
恰当的报酬、
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融入其中, 作为检
验 全球化的试金石 , 旨在各国各地区实现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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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战略目标: 促进和实施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 即实施八个核心国际劳工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
和权利, 包括废除童工劳动, 反对强迫劳动, 消除就
业和职业歧视, 承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创造更

充分的、
其质量可以让人接受的就业机会;

提供广

泛而有效的社会 保护, 包 括社会保障和劳 动保护;
通过政府、
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共同
参与的三方机制, 加强社会对话。 体面劳动把开放
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策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渴望联
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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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全面 地反 映了 劳动者 的基 本权 益。

2005 年联合国大会将体面劳动确定为联合国系统
推动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2008 年, 胡锦涛指
出: 让各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是以人为本
的要求, 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 2]

重要内容。 2010 年, 胡锦涛发表 提高劳动报酬
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的讲话, 又强调了体面劳
动的问题。
体面劳动所说的 生产性工作 , 泛指一切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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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庭稳定、企业竞争、社会发展的工作, 也包括

51% , 即 1. 36 亿人为非正规就业人员 [ 8] 。另外一个

本文要探讨的非正规性就业。非正规就业的提出源

常识就是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属于非正规就业人员。

于国际劳动组织的 非正规部门 ( Info rmal secto r)
概念。1973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 就业、
收入和平等:

而单农民工的数 量, 据国 家统计局农村司 的 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2009 年农民工总量

肯尼亚增加生产性就业的战略 的报告提出了 非正

为22 978万人[ 9] 。我国是处于 转型期的人口大国,

规部门 的概念。在国际劳工组织 1991 年 局长报

就业压力巨大, 而就业又是民生之本。从该角度讲,

告: 非正规部门的困境 中将非正规部门定义为 发
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

发展非正规就业意义重大, 它对社会转型、
社会稳定
都有重要作用, 也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据

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 , 并认定非

估算, 在 2006 年, 非正规就业人员对国内生产总值

正规部门主要有三类: 小型或微型企 业, 家庭 型企
业, 独立的服务者[ 3] ( P177~ 178) 。目前国际上已把非正

的贡献率超过 35% 。
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共享体面劳动权利的重要主

规部门视为一大产业部门, 成为学界一个热门研究

体。国际劳工组织于 2002 年召开了以 体面就业与

领域。

非正规经济 为主题的专门会议, 关注他们的体面劳

在上世纪 80 年代, 非正规部门的概念被引入中
国, 学界逐步开始了对其中国化的探讨。由于改革

动问题。在 2005 年国际劳工组织亚洲区域会议上,
各成员承诺到 2015 年在亚洲实现体面劳动。为此,

开放之后的中国在正规部门也实际存在大量非正规

各国政府将非正规经济作为工作重点。我国原劳动

就业, 探讨我国的非正规就业不能囿于国际劳工组

和社会保障部张左己部长提出: 实现体面劳动的关

织所讲的非正规部门, 而主要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
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
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

键是改善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群体的就业环
境和劳动条件。在我国强调重视非正规就业人员共

包括有: 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 正规部门里

享体面劳动权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的短期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分
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 即 正规部门里的

( 一) 体面劳动是 一种社会稳定性机制
视非正规就业人员体面就业有利于社会稳定

[ 8]

[ 10]

,重

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部门主要指在依法设立的独

邓小平强调在中国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不能

立法人单位( 企事业、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社会组

保障大多数人就业, 稳定无从谈起。但非正规就业

织) 之外的规模很小的经营 单位。包括 有: 由个
人、
家庭或合伙自办的为社会需要提供商品和服务

多是一种低端就业, 大多进入的是次属劳动市场, 其
劳动权益保障程度低。国际劳工组织指出, 非正规

的微型经营实体, 如个体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雇

就业人员经常被剥夺劳动力市场保障、
就业保障、
工

工在 7 人以下的个人独资企业等; 以社区、企业、
非政府社团组织为依托, 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

作保障、
生产保障、
技能更新保障、收入保障和代表
性保障等基本保障。如果我们不注意非正规就业人

经营目标的生产自救性和公益性劳动组织;

员的体面劳动问题, 将使他们的基本保障缺失程度

其他

[ 4]

自负盈亏的独立劳动者 。李强等将我国当前非正

更甚, 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规就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户籍分割、
劳动契约关系
松散、
福利保障差、
工作不稳定等[ 5] 。

( 二) 重视非正规就业人员共享体面劳动权利是
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非正规就业具有正规就业所不具备的 特殊优

科学 发 展观 核 心 是 以 人 为 本。以 人 为 本 的

点, 如对劳动技能、
资本要求低且易进入、
包容性大、
灵活机动、适 应性强 等, 被认 为是吸 纳就 业的 海

人 , 在当代中国, 就是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
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重

绵 。非正规就业 人员是许多国家 劳动力的主体。

要内容就是要保护包括非正规就业人员在内的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 世界上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已占

者的工作权、报酬权、休息权、
职业安全权、
培训权、

工人总数的一半, 它已不是一个边缘的或临时的现
象, 在所有的国家迅速增加,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 6] 。

社会保障权、
结社权、
民主管理权等基本劳动权利。
( 三) 重视非正规就业人员共享体面劳动权利是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 到 2015 年非正规就业将占亚洲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7]

地区就业总人数的 60% 左右 。关于我国 非正规
就业人员的数量尚无统一的说法。 2006 中国非正

当前, 我国的效率与公平矛盾突出, 普通劳动者
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不能充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规就业发展报告 指出: 我国城镇部门总就业人口的

的问题凸显,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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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人员共享体面劳动权利, 是对弱势群体

点和行业。另一需注意的问题是, 由于城乡二元分

的维护, 实际上是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主

割的户籍制度, 农民工比城镇人口更难获得正规就

体间利害关系, 使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促

业机会, 不得不大量加入到非正规就业行列, 凸显出
体制性的就业机会不平等。

进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如果我们片面强调效
率、
强调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而不重视社会公正、

( 二) 劳动报酬权频遭侵害

公平, 片面以就业率的高低作为衡量相关政策合理

通过合法劳动取得报酬是体面劳动所要求的一

与否的标准, 而无视就业的质量、
基本社会保障和社

项基本权利。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弱势地位和法
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 其劳动报酬权屡遭雇主或用

会对话权利, 就会影响劳动者与企业的和谐、劳动者
与党和政府关系的和谐以及劳动者内部各阶层的和
谐等。山西黑砖窑等事件突出说明了不仅要使非正

人单位侵害。主要有:

劳动报酬协商权不能落实,

规就业人员就业, 还必须保障他们的体面劳动权利

强势地位的雇主或用人单位压低报酬现象普遍。以
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为例, 国家统计局的 2009

对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

二、体面劳动视域中非正规就业人员劳
动权益的缺失
劳动权益是指劳动者在就业前、就业中和失业
后所享有的与劳动有关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组合。而
体面劳动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
劳动权益。据钱大东研究员的阐释, 国际劳工组织
的体面劳动的四项战略目标涉及劳动权益的三个方

入为1 417元, 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在2 400元以下
[ 9]

的占 92. 4% , 2 4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 7 6% 。相
比之下, 2008 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为2 435. 75元;

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就业人

员, 虽与正式职工从事同样的工作, 劳动报酬却落后
很多, 同工不同酬; 大量存在非正规就业的建筑业
等工资拖欠现象突出。
( 三) 休息权难以保证

面: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属于基本人权, 是体
面劳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就业 和 社会保护 的

休息权是体面劳动题中应有之义, 是保证劳动
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条件。2005 年对外地在京非正

战略目标, 即具有社会保障和安全保护的就业, 属于

规就业人员劳动时间的调查显示, 每天工作 8 小时

生存权, 是体面劳动的根本; 社会对话 的战略目标

的比例仅为 14. 3%

属于知情权和参与权, 是保障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和其他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手段。四项战略目标所体

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 21 5 小时 , 有些雇主认为
花钱请来的护工就不该休息, 24 小时都须处于警觉

现的三个方面的权益, 包含了劳动者的尊严、生存和

状态。 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也显示出了

实现权益的手 段, 是 现时 代劳 动者权 益的 基本 要

非正规就业人员休息权的缺失, 以受雇形式从业的
外出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 26 天, 每周工作 58. 4 小

[ 11]

求

。我们从体面劳动所强调的涉及劳动 权益的

上述三个基本方面透视我国农 民工的劳动权 益问
题, 发现其劳动权 益的缺失主要表 现在以下七点。
需说明的是, 一些高素质的主动在非正规经济中就
业人员的状况要远好于一般非正规就业人员, 其所
占比例很小, 不在本部分讨论之列。
( 一) 就业机会的不稳定、不公平

[ 12]

。2009 年外地在京医院护工
[ 13]

时, 多 于
占 89 8%

劳动法
[ 9]

所 规 定 每 周 44 小 时 的

。

( 四) 整体工作环境恶劣, 劳动安全缺乏保障
体面劳动要求劳动者享有在职业劳动中的安全
和健康的保障、免遭职业伤害的权利。但出于一心

非正规就业普遍带有短期性、季节性特点, 就业

追求最大利润的考虑, 雇主或用人单位往往尽量降
低对劳动安全和劳动环境的投入, 非正规就业人员

机会 不稳定、工作缺乏连续 性。当前, 城镇 大量失

工伤及死亡事故率居高不下。据北京打工妹之家联

业、
待业人员和农民工的涌入, 劳动力供应总体上大
过于求, 非正规经济在容易使劳动者获得就业的同

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 2009 年的调研表明, 医院护

时, 也使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性和工作缺乏连续性的

工认为自己工作环境 非常脏 和 有些脏 的占到
50% 左右, 25% 的人遭遇过性骚扰。护工常成为医

程度加深。还有一个需注意的问题是, 由于社会保

患矛盾的出气筒、替罪羊, 病人及其家属常会产生无

障体系不完善, 使非正规就业人员的自由择业能力
大打折扣, 他们被迫利用熟悉的亲友网络来起到保

理取闹甚至有虐待护工的行为。面对访谈人员, 很
多护工 出于在工作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恐惧与无助

护作用, 而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选择就业地

感, 甚至不敢坦率地讲出自己的遭遇和心中的痛苦,

39
担心如实讲出来会有危险、
会遭到报复, 彷佛置身黑
社会的威胁之中

[ 13]

。

这些规定很难被执行, 非正规就业人员缺乏应有的
知情权、
民主管理权。

( 五) 社会保障权利缺失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有效保证社会公平, 减
缓社会动荡, 是现代社会必需的安全网。体面劳动

三、实现推进体面劳动与保护非正规就
业人员劳动权益的统一

要求劳动者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对此

体面劳动反映了一切劳动者共同的意愿。加强

我国法律也有明确规定。非正规就业人员收入低且
不稳定, 面临着较明显的基本生活、
失业、
疾病、
养老

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 确保他们共享

保障压力, 对社会保障的依赖和迫切程度比一般群

分; 同时, 以体面劳动的理念为指导, 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保护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权益, 二者是相辅相

体更大, 但除少数城市下岗再就业人员的特殊安排
以外, 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总体较低。2009 年, 外

体面劳动权利, 是我国推进体面劳动的有机组成部

成的统一整体。

地在京非正规就业的市场女工、
餐厅女工、
护理女工

( 一) 在推进体面劳动中加强对非正规就业人员

中希望拥有社保的比例分别为 46% 、45% 和 50% ,

劳动权益的保护, 要在理解体面劳动内涵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国情及非正规就业人员特点, 确定保护他

[ 13]

而实际拥有则分别 为 10% 、18% 和 19% 。雇主
或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医疗
保险、
失业 保险和生 育保险 的比例 分别为 7. 6% 、
21. 8% 、
12. 2% 、3. 9% 和 2. 3% 。工伤风险 较高的
建筑行业农民工, 雇主或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
险的比例仅为 15. 6% , 离 工伤保险条例 要求相差
[ 9]

甚远

们劳动权益的基本原则,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则:
体面劳动一般要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体现先
进性的原则。推进体面劳动是一个国际性的事物,
但在不同国家如何充分展开与实现还必须结合本国
具体国情。国际劳工组织在 2001 年指出: 确保体
面劳动的普遍性, 并不意味着将一种统一的固定格

。

( 六)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签订劳动合同、
保障劳动权利是体面劳动的内

[ 11]

式强加于人。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要求。主要由于雇主或用人单位的问题, 也有部

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 充分实现对非正规就业人员
劳动权益的保护是个过程, 不能脱离具体国情一味

分非正规就业人员认为签订合同不自由, 妨碍跳槽,

拔高。应在遵循体面劳动一般要求基础上, 结合我

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2009 年, 外
地在京非正规就业的市场女工、
餐厅女工、
护理女工

国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实际需要, 分轻重缓急加以解
决, 并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同时, 又必须注

劳动 合 同 签 订 率 分 别 为 35% 、18% 和 30% [ 13] 。

意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体面劳动的要求应更

2009 年, 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 与雇主
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 42. 8% 。建筑业 农民工

自觉、
标准也应更高, 相应地我们对于非正规就业人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最高, 达 74%

[ 9]

。

( 七) 团结权、
知情权、
民主管理权缺失

员劳动权益的保护要在可能条件下力求做得更好。
这样才可以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雇主、
用人单位 与非正规就业 人员两利 原则。

政府、
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共同参
与的三方机制, 加强社会对话是实现体面劳动的保

体面劳动不是简单地对资方的限制和剥夺, 而是鼓

证条件。要做到这一点, 非正规就业人员加入工会

时, 必须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 雇主、用人单位
和非正规就业人员都需从双方长远利益出发, 从推

组织、实现基本团结权必不 可少。近年来, 各级政
府、
工会加大了在非公有制企业建工会的力度, 但实

励双方合作共赢。在保护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权益

进体面劳动的大局出发, 尊重对方利益, 求同存异,

际上在非正规就业人员较集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工会

共谋长远发展。

的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并不高, 一些被个体工商户

维权与增权相结合的原则。这里所讲的维权就
是维护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基本生存安全权利, 如提

或私人雇佣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更无工会可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用人单位在 直接涉

供就业机会, 保证最低工资、
最低层次的劳动安全和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

社会保障等。增权就是在维权基础上更多关注其发

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
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 这在劳

展权, 如通过职业培训增加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生存
技能和收入, 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改善劳动保

动关系不规范、非正规就业人员处于弱势的状态下,

护和社会保障, 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保证他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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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话权利等。维权是基础, 增权是其发展趋势。

雇主或用人单位要切实承担起保护非正规就业

二者有机结合的实质是要在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就业

人员劳动权益的责任。要认识到保护非正规就业人

与保障、
生存与发展间确定一个最佳结合点, 在保障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弹力与规范非正

员劳动权益不只是种社会义务, 还对培育用人单位
的人力资源保障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 规

规就业劳动力市场、
保障非正规就业人员享受体面

范和引导雇主组织建设, 如私营企业者协会、
个体劳

劳动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

动者协会等, 用雇主组织的理性引导雇主或用人单

( 二) 建立 一个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整 合政
府、
工会、用人单位各负其责、加强沟通的保护非正

位, 并加强它们与政府和工会的合作。
借助工会的力量 保护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权

规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社会机制

益。正规部门中的工会要从一级中层管理部门的定

国际劳工组织强调在实现体面劳动中应该 通
过政府、
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共同参与

位中摆脱出来, 把维权作为生存的基础, 实现从活动
性、
福利型工会向服务型、
维权性工会的转型。在非

的三方机制, 加强社会对话 , 这是保障体面劳动实

正规部门,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有效扩大工会覆盖面,

现的基本手段。结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保证非正规就业人员入会不受户籍、单位、
工作时间

事业领导核心的国情, 我们强调在有关方面对话时,
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以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的限制, 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在扩
大工会覆盖面的同时, 要物色非正规就业人员中的

关系, 这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

活跃分子, 将之发展成为工会的骨干核心力量, 增强

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和协调作用, 采用经济的、

其维权意识和能力。

行政的、
法律的手段, 成为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权益
保护的主导者。其一,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 三) 提高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素质, 为实现推进
体面劳动与保护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统一提

变, 调整产业结构,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断提高

供合格主体条件

非正规就业人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 并采取措施增
强非正规就业人员的自主创业能力。其二, 健全非

非正规就业人员整体素质低是其劳动权益受损
的重要原因。2005 年的调研表明, 外地在京的非正

正规就业的管理机构、
服务体系, 支持城市社区和社

规就业人员中, 文盲占 7. 14% , 小学程度占 1. 79% ,

会组织参与对非正规就业人员 的劳动权益保 护工

初中程 度 占 85. 71% , 初 中 以 上 的占 5. 36%

作。其三, 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逐步建立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城乡一元化户籍管理

2009 年, 外地在京非正规就业的市 场女工、餐厅女
工、
护理女工在来京前参加过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制度, 打破制约来自农村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享受平

的比例分别 为 20% 、10% 和 10% [ 13] 。非正规就业

等就业和社会保障权 利的桎梏。其四, 修订 劳动
法 , 完善社会保险、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的

人员不仅文化素质、工作技能较低, 而且社会资本、
资金和维权意识、能力都有不足。政府、用人单位、

立法, 健全保护非正规 就业的法律体 系, 并严 格执

社会组织都应承担起提高非正规就业人员素质的责

法。其五, 由于现行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各种措

任来。特别是政府要建立起提高非正规就业人员素

施主要是按正规就业模式设计的, 不利于对非正规
就业人员提供广泛有效的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体系

质的长效机制, 加大投入力度, 开展文化知识教育、
职业技能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和法制教育。在非正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对全体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

规就业人员缺少公共服务资源, 企业又不愿意加大

障, 但现在还不具备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实行
社会保障一元化的条件。我们要按照 从无到有, 逐

培训投入, 市场培训费用高昂, 难以为他们所承受的
现实情况下, 还要重视发挥在政府、
市场之外的第三

步改善, 最终并轨 的政策路径, 逐步完善对非正规

种力量, 即公民社会的力量, 使大量社会组织加入到

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

[ 14]

。其六, 利用劳务派遣规范

非正规就业市场, 并依法规范劳务派遣, 解决其中的
一些弊端。

[ 12]

。

提高非正规就业人员素质的行列中来, 并发挥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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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irregular labo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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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egular laborers are co nsidered as vulnerable gro ups t he prot ect ion of w hom is an interna
t ional t opic. It is claimed t hat deficiency exists in t he pro tect ion of t he irregular laborers in China, and
therefo re, a proper pretec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 ablished w ith CPC cent ered int egrat ion of g overn
m ent , tr ade unions and employers f or the sake o f decency of t he irregular laborers.
Key words: irregular laborer; decent job; deficiency of labor right; prot ect ion of labor right
[ 责任编辑

陈

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