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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的劳 动就业 政策发 生了根本 性的变 革。这种 变革的总 趋势是 放

弃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 奉行新自由主义 的劳动就业政策。集中分析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新自由主
义变革趋势的主要表现、
根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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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西方各国的劳动就业

所进行的劳动就业政策改革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新

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总趋势是

自由主义特征。2003 年, 欧盟委员会宣布了/ 新
欧洲就业战略0( 2003~ 2010) 。T homas Court ( 法

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 奉行新自由主
义的劳动就业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的这种新自由

国) 认为, / -新欧洲就业战略. 体现了彻头彻尾的

主义变革趋势, 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并对各

新自由主义日程安排0[ 1] ( P86) , 主要表现在: ( 1) 新

国的劳动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就业战略依旧从属于重点放在金融和物价稳
定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就业战略必须

一、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变革的主
要趋势

服从于/ 广泛经济政策指导方针0 下, 新欧洲就业

近 20 年来, 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变革的主

战略就只局限于/ 结构性0( 即微观经济方面) 政
策, 而不能再采取 对就业具有重 要影响的/ 协同

要趋势是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 奉行

性0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 2) 新欧洲就业

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新自由主义也称为

战略以新的/ 充分就业0代替传统的/ 充分就业0,

新保守主义, 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在反对凯恩
斯主义的过程中, 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起

将提高就业率作为劳动就业政策的目标。传统的
/ 充分就业0意味着每一个想工作的公民都能找到

来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学派众多,

一份体面的工作, 只存在一小部 分的/ 摩擦性失

主要包括伦 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

业0。而新的/ 充分就业0则只意味着就业率所能
达到的最高值, 即到 2010 年使欧盟的就业率提高

派、
供给学派、
弗莱堡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与古
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一样, 新自由主义
以推崇市场机制、
反对国家干预为基本特征。目

到 70% 。这种以提 高就业率为目标的就业政策

前, 新自由主义已取代凯恩斯主义, 成为了居于主
流地位的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从 20 世纪 80 年

劳动者, 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仍不愿意调整自己
的薪酬期望或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 那么, 失

代开始, 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就在英美等传

业就成为了公民的一种 自愿选择, 即/ 自愿性失

统的自由化国家盛行, 目前欧洲等传统福利国家

业0。( 3) 新欧洲就业战略强调就业数量, 忽视了

*

的新理念是, 如果所有的信息和机会都已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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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新欧洲就业战略所强调的是放松对劳
动力市场的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而忽视

劳动者的/ 向上流动0, 从而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
和劳动生产率。古典经济学认为, 影响劳动供给

了工作条件、
工作安全以及职业健康等就业质量

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的价格( 工资率) 、劳动者受

问题; 里斯本小组认为, 劳动就业政策的新自由主
义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 1) 充分就 业政策被放

教育的程度、职业以及地域分布等, 其中, 工资率
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内生变量, 其他因素是外生变

弃, 失业救济受到限制; ( 2) 用于反社会贫困的财

量。这样, 劳动的供给曲线在劳动的收入效应和

政政策被削减, 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反社会贫困

替代效应相互作用下成为一种/ 后弯曲线0。供给

日益让位于自愿的公民倡议; ( 3) 社会保障措施被
不断缩 减; ( 4) 用于 促 进机 会 平等 的 资 金被 取

学派则认为, 在一个动态演进的社会中, 由于存在
着贫富之分, 人们极富/ 向上流动0的欲望, 期望通

消[ 2] ( P64) 。概括起来 讲, 西方各国劳 动就业政策

过提供 更多 的劳动 获得更 多的 报酬 而/ 向 上流

变革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动0。但是, 在高税收社会中, 由于大量劳动收入
被抽走, 使这种希望变得渺茫。因此, 高税率特别

1. 放弃凯 恩斯主义的劳动 就业需求 管理政

是高的边际税率将导致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

策, 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劳动 就业供给管理政策。

的下降。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实行了大

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以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
流动性陷阱和

规模的减税政策, 并有力地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从
1981 年到 1987 年 1 月, 全美新增加 1300 万个就

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为分析前提, 提出了有效

业机会; 2003 年 5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减税法

需求理论。根据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进一步提
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的政策主张, 认为

案, 计划在今后 10 年内减税3 300亿美元。布什
政府认为, 减税将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

只依靠市场力量不能 迅速有效地使 经济恢复均

业率。

衡, 只有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

2. 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放弃管制, 减少政

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从而使经济在充分
就业的水平上保持均衡发展。在 20 世纪 30~ 70

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多干预, 推行劳动力
市场灵活化政策。新自由主义认为, 劳动力市场

年代, 西方各国所实行的劳动就业政策就是这种

的僵化是大规模失业产生的重要原因。所谓劳动

凯恩斯 主义的劳动就 业需求管理政 策。但是从

力市场的僵化是指由于存在工资刚性、劳动力流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面对严重的经济滞涨和大
规模失业, 西方国家逐步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劳

动性差等问题, 劳动力市场不能适应外部经济发
展变化的一种状态。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

动就业需求管理政策, 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就

过多干预被认为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僵化的根本原

业供给管理政策。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供给管理
政策的核心是, 政府将促进就业的宏观需求管理

因。二战以后, 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 西方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缓和

转变为微观供给管理, 通过减税刺激资本和劳动

劳资关系、
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

供给, 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就业。其理论依

措施涉及工资标准、劳动力成本、
解雇、雇佣、
工作

据是, 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主导因素不是
需求, 而是供给, 但是只有降低边际税率才能保障

日、
工作环境和工作安全等各个方面。新自由主
义认为, 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干涉只

资本和劳动供给的不断增加。因为: ( 1) 就业机会

会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僵化, 不仅不能促进就

与雇佣工人的成本直接相关, 政府的高税率, 特别
是高工资税率, 将在劳动的供求之间打入一个/ 楔

业、
保护劳动者, 而且会因减少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而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因为: ( 1) 最低工资标

子0, 增加雇佣工人的成本, 从而减少雇佣工人的

准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最底层劳动者的利益, 但是

就业机会。同样, 政府的高税率也将在资本的供

它也可能使工资标准高出/ 市场出清0水平, 而使

求之间打入一个/ 楔子0, 增加资本供给和需求的
成本, 导致资本供给不足和投资引诱的削弱, 并最

最底层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所以, 它只是
保护了就业者的利益, 而使失业者进一步被排斥

终造成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 2) 高税率将阻碍

在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另外, 虽然根据效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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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较高的工资标准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减少旷
工和跳槽, 但是,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而强

作的性质, 使工作成为人们获得社会地位、
融入社
会经济生活一种手段。但是, 在工作日益变得不

迫企业提高工资, 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

稳定、
失业增加、贫困范围扩大的情况下, 新自由

被工资的增长所抵消。近年来劳动经济学的许多
实证研究也表明, 最低工资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

主义者对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提出了质疑。新自由
主义认为, 过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人们对

即使是积极的, 也必然 是微乎其微的 [ 3] 。( 2) 严

社会福利的过分依赖, 使失业者不愿重返竞争激

格的解雇程序和高额的解雇补偿费的目的是为了

烈的劳动力市场, 是导致持续高失业率的重要原

增加劳动就业的稳定性, 但它同时也会增加劳动
就业的不确定性。因为, 面对严格的解雇程序和

因。因此, 新自由主义主张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实

高额的解雇费, 企业会采取分包合同形式雇佣非

行激活性( activat ion) 劳动就业政策。激活性就业
政策的核心是, 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严格失业

正规行业工人, 从而使非正规就业增加, 降低劳动
就业的稳定性。另外, 严格的解雇程序和高额的

保障资格申请, 缩短失业保障期限, 降低失业保障

解雇补偿费在降低劳动力流动性同时, 也降低了

相结合, 从而/ 激活0失业者, 促使他们积极地重返
劳动力市场, 以工作代替福利。激活性劳动就业

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影响企业竞争力的

水平, 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

进一 步提高, 并最终危及劳 动者就业的稳定性。
( 3) 过多的、矛盾的和不清晰的规定, 限制了劳资

政策被认为是消极的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向积极

双方谈判的余地, 使他们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第三阶段。目前, 激活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已成为
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的基石。减少保护性劳动

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因此, 新自由主义主
张实行劳动就业灵活化政策, 改革僵化的劳动力

的劳动就业政策转变之后, 劳动就业政策发展的

力市场政策, 增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严格失

市场。劳动就业灵活化政策的核心是, 通过放松

业津贴的申请, 缩短享受失业津贴的时间, 降低失

管制、
减少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多干预,

业保障水平成为了欧洲就业政策改革的方向; 美
国在 1996 年通过了5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6, 英

使劳资双方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自行确定
劳动者的雇佣、工资标准、
工作时间、
福利待遇、
解

国在 1999 年通过了5福利改革与养老金法案6, 对

雇和劳动保护等, 从而使劳动力市场在宏观上确

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其共同的

保劳动供给可以随总需求的增长而适度扩张, 在

改革方向是/ 从福利到工作0 或/ 工作福利0, 在保
留社会保障基本功能的同时, 恢复市场的激活机

微观上允许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必要的人力
资源组建生产团队, 生产产品, 提供服务, 以适应

制, 从简单地保护失业者转变为促进他们再就业。

外部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其具体措施是: ( 1) 废
除企业不得解雇工人的制度, 扩大企业解雇工人
的自主权, 并降低企业解雇工人所承担的经济赔
偿; ( 2) 推行弹性工资和协议工资制, 充分发挥工
资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调节作用; ( 3) 实行更为灵活

二、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变革的根
源
1. 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失灵。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滞涨和大规模失业, 宣

的弹性工作制, 如减少工时、
设置部分劳动和临时
工作岗位等; ( 4) 取消全国性的产业集体谈判, 实

告了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失灵。从目前来看,

行分散化的企业级集体谈判; ( 5) 削 弱工会的力

斯主义就业政策的时效性。弗里德曼根据其/ 自
然失业率0理论认为, 凯恩斯就业政策只具有短期

量, 限制工会的权利。
3. 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

导致凯恩斯就业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是: ( 1) 凯恩

效应。自然失业率, 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

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被认为是/ 雇佣劳动

下, 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

者的胜利0。它使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庭不再处于

作用时应有的、
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 它取决
于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因素, 而与货

不稳定的状态, 并为他们的将来提供了保障, 使他
们不再受劳动市场变化、失业、
疾病以及年龄等因
素的影响。并且,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工

币无关。货币数量只能在短期内影响实际产量和
就业 量, 而在长 时期内, 由 于人们 的/ 适 应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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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0, 只能影响价格( 包括货币工资) , 不能影响实
际变量; 理性预期学派以/ 理性预期0 理论进一步

在大规模失业面前丧失了采取扩张性财政、
货币
等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自主权。( 2) 经济全球化

指出, 只要政府的经济政策能为人们准确预期, 则

使/ 高工资、
高福利和高税收0的劳动就业政策难

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 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无
效的。所以, 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不仅在长期而

以维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自由贸易的迅速发
展以及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性的增强, 使/ 高工资、

且在短期也是无效的。从凯恩斯主义劳动就业政

高福利和高税收0 所造成的额外劳动力成本以及

策实施一段时间后所出现的经济滞涨和大规模失

其他产品成本不能再加入产品价格之中, 从而使

业的现实来看, 凯恩斯主义劳动就业政策的确存
在着时效性问题。( 2) 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效

/ 高工资、
高福利和高税收0的劳动就业政策失去
了其经济基础。这是因为, 低劳动力成本、
低福利

率性。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 财政投资的效

和低税收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的

果一般较差。这样, 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要手
段的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就存在着一定的效率性

增加, 将具有较高额外生产成本的产品排斥在了
国际市场之外; 跨国公司也可以通过跨国采购、
国

问题。( 3) 周期性失业向结构性失业的转变。凯

际分包以及生产基地的外移避免这些额外的生产

恩斯主义就业政策所针对的主要是由经济波动引

成本。另外,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竞争进入了一个

起的周期性失业, 对于周期性失业, 采用凯恩斯主
义的劳动就业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是有一

新时代, 维持/ 高工资、
高福利和高税收0就意味着
经济竞争力的丧失。( 3) 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方

定效果的。但是, 目前西方各国所面临的主要是

式、
工作组织方式以及劳动就业模式发生的根本

由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僵
化所引起的结构性失业。OECD( 1999 年) 将结构

性变革, 侵蚀了传统劳动就业政策的基础。传统
的劳动就业政策是与工业化时代的福特式生产方

性失业定义为/ 非加速通货膨胀率失业0, 即不存

式相适应的, 它以福特式的大规模、
正规就业为基

在通货膨胀率上升或下降趋势情况下的失业。因

础。而在全球化时代, / 弹性生产0已取代福特式

此, 对于结构性失业, 不能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劳
动就业需求管理政策, 而应当采取新自由主义的

的/ 刚性生产0, 并推动了企业工作组织方式的内
部改造和外部改革。在企业内部, 它导致工作组

微观劳动就业供给管理政策、人力资源管理政策,

织方式向着分散决策、减少等级和以项目为基础

并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实行劳动就业灵活化

的工作团队方向演变, 以适应易变的产品市场和

政策等。
2. 经济全球化对传统劳动就业政策的冲击。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需要; 在企业外部, 它通过扩
大外包加工等形式, 促进了灵活就业方式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西方国

目前, 在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企业内部, 劳动就业变

家劳动就业政策变革的深层原因就根源于经济全
球化的迅速发展, 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

得日益板块化和具有/ 好莱坞模式0, 企业中只有
很少一部分是基本的核心雇员, 其他大部分则属

结果, 同时又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

于变化的( 附属的或边缘的) 临时雇员。当有项目

求。具体来讲, 经济全球化对传统就业政策的冲

时, 企业以核心雇员为主并招募大量临时雇员组

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 经济全球化限制了各
国实施劳动就业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自主权。经

建生产团队; 在没有项目时, 则解雇临时雇员。而
在企业的外部, 外包就业、承包就业、
独立就业以

济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参

及自营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得到了迅速发展。所

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首先必须使本国经济迅速地
或渐进地转向市场经济, 这就意味着要弱化政府

有这些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就业方式的变革, 都促
使劳动就业政策向着更加灵活化的方向发展。

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 另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3. 持续高失业率加剧了传统劳动就业政策的

各国制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

危机。首先, 持续高失业率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 这也增加了宏观需
求管理政策实施的难度。如前所述, 欧盟委员会

促使劳动就业政策向着/ 激活性0方向发展。以德
国为例, 近些年以来, 德国失业大军一直维持在

实行的/ 广泛经济政策指导方针0, 就使欧盟各国

400 万人上下, 失业率为 10% 左右。居高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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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意味着公共财 政将继续承受 巨额失业补
贴, 这迫使政府对现行的劳动就业政策进行/ 激活

过的5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6明确地规
定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四个

性0改革。2004 年 6 月 30 日, 德国政府和联邦参

方面: 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 消除一

议院就联邦德国成立以来劳动力市场上最为重要
的一项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将失业救济和社会救

切形式的强 迫劳动, 有效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
视。从历史上来看, 劳工权益的保护同政府的有

济合并为第二阶段失业金。今后, 失业者领取失

效干预、
强大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密切相联。从二

业保险金的时间将从现在的 32 个月缩短至 12 个

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由政府主导的集

月, 之后就只有领取第二阶段失业金。除此之外,

体谈判一直是欧美国 家调整劳资关 系的主导方
式, 这种政府居中制定规则、劳资双方地位对等、

在发放第二阶段失业金时, 个人的私有财产和家
庭收入也将更多地考虑进去。同时, 将实行更为
严格的规定, 促使失业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即
使新工作的工资和待遇不如以前。这种/ 激活性0

平等地进行谈判的三方合作机制有效地保护了劳
工的权益。但是, 自劳动就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
变革以来, 随着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减少、
工

就业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 不是政界总结经验和
教训的结果, 而是国家、
企业和劳动者都已不堪重

会力量的削弱, 以及集体谈判的分散化和低层次

负。失业津贴、失业救济以及失业培训等与失业

制遭到了破坏。从此, 资本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
的扩张, 劳动相对于资本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和

有关的失业补贴一年的支出大约为 830 亿欧元,
[ 4]

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其次, 持续
高失业率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造成了巨大的压

化, 这种对劳工权益具有保护作用的三方合作机

依附性地位, 劳工的权益不断受到损害。里斯本

力, 迫使劳动就业政策向着提高就业率方向发展。

小组将劳动就业政策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
称之为/ 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0 [ 2] ( P11) , 它使资本

持续的高失业率极易 使失业者陷入 长期失业之

主义重新回到了资本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竞争资本

中, 而长期失业者一旦与劳动力市场脱节过久, 再
重新就业的机会将越趋下降。如果对他们进行失

主义时代。目前, 劳工权益保障已成为一个世界

业培训, 则不仅成本高、经济效益差, 而且可能与

性的社会 问题, 也成 为了反 全球化 运动 的中心
之一。

市场需求不相符。所以, 长期失业对于社会和谐

2. 贫富差距的扩大。劳动就业政策的新自由

与稳定极为不利, 其结果是社会整体人力与社会

主义变革在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提高就业率

资本逐渐受到侵蚀。研究也表明, 持续的高失业
率与青少年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因

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以美
国为例,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2003 年的一份报告

果关系( Stevenson, 2000 年) 。

指出,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

三、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变革所产
生的影响

长, 并使失业率达到了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与
此同时, 美国贫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
大, 达到了近 70 年来之最。占美国人口总数 1%

如上所述, 西方各国劳动就业政策的变革有

的最富有 的人, 所占 有的财 富超过 占人 口总数

其客观根源, 并且这种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40% 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富人财富在整
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 1979 年的7. 5% 上升到

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 提高了就业率。如实施
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变革的美国和英国,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

2000 年的15. 5% ;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等机构发

被称为/ 就业奇迹0。但是, 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

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显示, 过去 10 年中, 处于收
入最高层的 20% 的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增加

策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了17 870美元, 而处于收入最底层的 20% 的家庭

1. 劳工权益的保障。劳工权益又称劳工权利
或工人权利, 是指法律所规定的处于现代劳动关

的平均年收入仅增加 110 美元。对于美国贫富差

系中的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与

距扩大的原因, 美国华盛顿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
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两份报告都指出, 虽然造成

劳动有关的社会权益。1998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是政府所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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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无疑是其重要原因。
如促进经济 发展、增加就业的减税 政策, 不是减

2003 年度经济报告公布的数据, 美国的贫困人口
连续两年上升。2001 年美国贫困人口增加了 130

缓, 而是加速了贫 富不均的 趋势。自 1977 年以

万, 是 10 年来的首次增加; 2002 年贫困人口又增

来, 美国减税政策已使最富有的 1% 家庭年平均
少交税 4 万美元, 超过了中等收入家庭全年的收

加了 170 万, 达 到 3 460 万 人, 占 美国 总 人口 的
12. 1% 。
更为 重要的是, 这些贫 困者大多 是工作

入。另据财务部的估计, 2001 年 5 月国会通过的

者。缅因州经济政策 中心发表的一 份调查报告

税法 所 减 的 税 中, 高 收 入 的 20% 家 庭 将 占

5工作勤奋, 收入落后6指出, 在被调查的 300 户贫

78. 5% , 而 低 收 入 的 60% 家 庭 所 减 的 税 只 占
7. 5% 。并且, / 社会安全网的减弱0及/ 没有有效

困家庭中, 大部分都有全职工作, 在双亲家庭中,
52% 是两个人都在工作, 并且 21% 的被访者从事

的劳工法来调节集体论价的权力0都促使了贫富

两份以上的工作, 导致他们贫困的原因只是他们

[ 5]

[ 7]

差距继续扩大 。
3. 不确定性就业与/ 工作贫困0的增加。劳动

的工作具有不确定性, 并且报酬太低 。
4. / 劳工边缘化0与/ 社会排斥0的加剧。劳动

就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变革虽然有助于提高就业

就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不仅给美英等发达国

率, 但是, 这些新增加的就业大部分属于不确定性

家的/ 就业奇迹0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且随着劳动

就业( precarious job) 形式。所 谓不确定性 就业,
指的是介于长期失业与就业之间, 而在劳动力市

就业政策新自由主义 变革在世界各 国的逐渐推
行, 给大部分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劳

场上处于较不稳定且无保障的就业形式。其主要

动就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如在东欧国家的经济转

特征是: 劳动契约具有过渡或短暂性, 通常一份工
作的时间不超过一年; 工作时间弹性化; 薪资水准

型中普遍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现象, 保加利亚就
业率下降最多, 在 1989~ 2000 年间下降的最大幅

比全职就业者较低; 被排除在一般社会保障之外。

度达到了 34. 3% 。这种令人遗憾的倒退局面的

国际劳工局5世界就业报告( 2001) 6指出, 虽然稳

出现主要归咎于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

定性就业仍然在工业化国家中占主流, 但是, 不确
定性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在趋于增加。在 1990

的新自由主 义就业政 策
; 同样, 在 新自由
主义泛滥的拉美国家, 2002 年的失业率达到了创

年至 1999 年间, 欧盟的这一比例从 13% 增加到

记录的 9. 1% , 不仅比改革前高出 1 倍以上, 而且

了 16% , 全欧洲从 13% 增加到了 15% , 所有经合

比经济大衰退 的 80 年代也高 得多[ 8] ( P11) 。大规

[ 6] ( P12)

[ 1] ( P165)

组织成员国 从 14% 增加到了 16%
。不确
定性就业之所以成为目前人们关注的目标, 还不

模失业加剧了/ 劳工的边缘化0, 将越来越多的劳
工排斥在了劳动力市场的边缘而不能进入较稳定

仅在于这类就业在整体就业市场中比重的不断上

的核心劳动力市场。/ 劳工边缘化0的最严重的社

升, 而是这类工作与贫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
是目前社会不平等与贫困的主要原因( Bhalla 和

会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 社会排斥0, 使/ 边缘化劳
工0不仅在经济上, 而且在社会关系上、心理上、
政

apeyre, 1999 年) 。在美国,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就

治参与 上和 文化 上 长期 处 于匮 乏 之中 ( Bergh-

业的增加, 出现了 一种新的贫困, 即/ 工作贫困0

man, 1995 年) 。劳动就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变革

( working poor) 。大卫#史普勒( David K. Shipler)
在5工 作的穷人: 在美 国所看不 到的6 ( 2004 年)

之所以给大部分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
劳动就业带来一场灾难, 其根源就在于新自由主

( 5T he Working Poor : Invisible in America6) 中

义及其就业政策, 从其本质上来讲, / 是资本主义

指出, 所谓/ 工作贫困0是指, 虽然每 日都辛勤工
作, 但是仍处于贫困之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0
, 是适应资本
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政策主张。

[ 8] (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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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the western employment policy
WANG Wei1 , KONG De- wei2
( 1. Hebei Y out h M anagement College,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31,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H ebei N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 the emp loy ment policies of the w est ern count ries have experienced sig nificant
changes. T he general trend of t he change is to abandon t he Keynesian modal, and to pursue t he new- liberal
policy . T he art icle is int ended to analy ze t he social and economic causes as w ell as t he influences of t he employ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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