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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私 营企业中工人权益保障与私营企业发展的矛盾逐渐

尖锐 , 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保障私营企业工人合法权 益, 妥善 协调劳资 关系, 才 能保持私 营经济健康 发
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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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后,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
研讨班上的讲话中, 以/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

益保护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尤其是大量中小型企
业工人权益更令人担忧。
( 一) 不签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不规范
目前, 全国个体、
私营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0六

合同的不到 40% , 即使签订劳动合同的也很不规

个要素, 勾勒出和谐社会的蓝图。温家宝总理在
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5政府工作报告6

范 。由于私营企业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企
业主随意解雇工人, 随意调整薪酬和安排劳动时

中,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作了进一步阐述。

间。一旦劳资纠纷发生, 由于缺少有效证据, 工人

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
标, 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

依靠法律维权步履维艰, 社会也难以对其提供保
护和救助。有些企业通过签订不规范的劳动合同

题, 现时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和谐, 成了人们关注的

规避责任, 甚至无偿剥夺工人劳动。一些劳动合

重点, 其 中, 私 营 企 业 工人 权 益 问 题 更 是成 为

同只是规定工人的责任和义务、规定违反劳动纪

焦点。

律的惩罚以及解雇工人的条件等, 而不设定企业
主的责任和义务、
违约后的赔偿等; 有的合同任意

一、私营企业工人权益保障存在的主
要问题
当前, 非公企业职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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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试用期, 试用期内只发生活费或与其劳动不
相符的报酬; 有些企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违规收
取培训费, 变相侵吞工人财产。劳动合同非但没

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统
计, 2002 年底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24 780万人, 其

有成为保护劳动者的/ 护身符0, 反而严重侵害了

中各类非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已占城镇全部从业
。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工人,

( 二) 加班加点, 克扣拖欠工资现象严重
许多私营企业打着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旗号,

在促进私营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私

随意抬高工作定额, 变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有

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私营企业工人权益保障与

些私营企业的加班加 点甚至超过了 人的生理极

私营企业发展的矛盾逐渐尖锐, 私营企业工人权

限, 导致因疲劳过度酿成人身伤亡的事故时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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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 70% 以上

y

工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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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部分私营企业 几乎没有休息 日、节 假日。
据半月谈 记者在 / 珠三角0、浙东南、
/ 闽三角0、

宪法和/ 劳动法0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作了明确规
定: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 创造劳动就业, 加强劳动

/ 长三角0等地的非公企业和民工中展开的调查发

保护, 改善劳动条件, 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提

现: 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在 10 小时以上的企业比比
皆是, 有的甚至一天工作 16 个小时以上[ 2] 。并且

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2005 年 2 月 14 日国务
院颁布的5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

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不能按5劳动法6规定的标准支

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6对保障职工的合法权

付加班工资, 有的企业主还以各种理由克扣、拖欠

益也作了具体规定。国家和企业负有保障职工劳

工人工资。

动权的义务。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

( 三) 工作环境恶劣, 缺乏劳动保护
一些小型私营企业主/ 只管赚钱, 不管安全0。
为了降低生 产成本, 追求利润的最 大化, 有意降
低、
减少甚至取消安全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 减免

动力。只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 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向前
发展。如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恶劣

国家明文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 一些企业即使发
放安全卫生防护用品, 也存在着以次充好, 不按期

的劳动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 就无法调动人们的

更换等问题。由于工人长期在拥挤、
昏暗、
潮湿的

工荒0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 2004 年 9 月 8 日发布的5关于民工短缺

车间里生产, 在噪声、
高温、粉尘污染等有害的环
境中劳动, 导致工人职业病发病率较高。
( 四)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没有保障

积极性。去年以来, 东南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 民

的调查报告6显示: 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
[ 2]

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没有为工人办理养老、医

缺乏保障是导致民 工短缺的主因 。只有切实
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 才能更好地调动和发挥这

疗、
失业等社会保险。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应付检

些产业工人新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全面建

查, 要么为少数技术业务骨干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要么避重就轻只买一种保险, 而回避其他险种; 要

设小康社会注入强大的新生力量。

么只办理高危岗位意外伤害保险。工人一般的社
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没有保障。

二、保障私营企业工人合法权益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 一) 以人为本, 保障人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本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是要把关注的目

( 二) 妥善处理劳资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 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企业
内部利益摩擦不断增多, 因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引
发的劳动争议特别是集体劳动争议逐年增加。有
关统计显示, 从 2001 年~ 2003 年, 各级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年受理案件分别为 15 万件、18. 6 万
件、
22. 63 万件, 平均年增幅达 23% ; 各级人民法
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 28% 的速度增长[ 1] 。

光从片面追求物质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加, 逐渐转
移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坚持以人为本, 首

劳动关系矛盾已成为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

先要保障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那些源于人的自

马克思主义认为,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

然本性和社会本质, 与人的生存、
发展和主体地位
直接相关的, 人生来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或转
让, 且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权利 [ 3] 。十届全国

主要矛盾。

的基本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

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首次将/ 人权0

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劳动矛盾是最基本的
社会矛盾,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劳动矛

概念引入宪法, 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0,

盾得不到协调解决, 劳动关系不能实现和谐稳定,

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的一件大事, 是中
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劳动权是人权构成的

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 构建社会主

基本要素之一, 劳动权的行使是人们赖以生存的

义和谐社会, 应把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
重中之重。

基础, 同时也是行使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我国

( 三) 保持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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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基础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使国家的

劳动法成了一些人眼中的/ 软法0。加之缺乏配套
单项法, 所以在具体运行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 其

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后果是造成劳动执法环境越来越恶劣, 对工人的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解决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 包括构建

劳动保护愈加艰难。因此, 全国人大应尽快修改
和完善5劳动法6, 补充具体的实施规定, 加大对违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关键要靠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抓紧制定出台与劳动法配

发展, 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才能更好地促进

套的单项法, 避免实际工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尬局面。同时各地要完善地方立法, 建立健全劳
动合同平等协商、
集体合同制度, 规范劳资双方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 私营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扩大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目前, 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对外开放的生力军。
在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 对劳动力资源的掠
夺性开发必然导致资源结构性枯竭, 一时追求效
益而不顾及职工的利益, 最终会损害企业的发展。
尤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

等协商和 签订集 体合 同行为, 维护 工人 的合法
权益。
( 二) 发挥政府维权的主导作用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是我们党坚持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对此, 作为社会公平和稳定
维护者的权威, 政府应当在保障工人合法权益中
居于主导地位。

的进程中, 企业要想在全球采购和生产的国际大

转变经济发展观和政绩观, 把妥善协调劳资
利益关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长期以

循环中获取利益, 就要主动适应国际标准。目前,

来,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片面追求 GDP 指标, 急于

社会责任国际( SAI) 出台的/ SA8000 标准0, 作为
全球首个道德规范标准, 其宗旨是确保产品符合

大干快上出政绩, 随意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

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有人认为这个标准是社会

造成安全生产基础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认为维
权工作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矛盾, 站在出资方的立

良知对资本权力的一种制约, 是针对/ 血汗工厂0

场上, 漠视劳动者权利, 有的甚至限制劳动保障监

[ 4]

;也

察执法活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政府要

有人认为 SA8000 标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
表现形态, 是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取

树立科学发展观, 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推进企
业信用制度建设, 强化劳动保障监察职能, 重点加

得全球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但无论如何评

强对非公有制企业执行劳动合同、工资报酬、
劳动

价, 它的普及将是一种趋势。要保持私营经济的

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法规、政策的监督检查。建立
和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健全劳

的/ 大棒0, 是中国企业 走向世界的通 行证

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思维形式, 从重视劳资
关系、
善待职工做起。

三、保障私营企业工人合法权益的主
要措施
( 一) 完善劳动法律体系
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

动争议处理制度, 及时化解劳动争议, 促进劳动关
系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
( 三) 充分发挥工会的维权功能
私营企业工会理应是维护工人权益不受侵害
的/ 第一道防线0。但在私营企业中, 大都没有组

是保障。我国现行的5劳动法6是于 1994 年颁布

建工会, 工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维权渠道。有些
企业虽然有工会存在, 但因工会主席或是与企业

的, 当时劳动者主要是各类城镇企业职工, 随着社

主有利益关系和亲缘关系, 或是因为自身是雇员,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 劳动关系日趋多元化、复杂化, 5劳动

很难与企业主平等协商。政府应督促企业组建工

法6已显现出种种不适。并且由于5劳动法6在许

会, 并出台政策确立工会组织在私营企业中的地
位, 使工会组织独立于企业管理层之外, 在经济上

多方面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 缺乏强制操作力度,

摆脱对企业主的依赖, 工会主席应在上级工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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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下, 严格按照5工会法6的选举程序产生, 建立工
会主席维权保障机制, 使工会主席在行使维权职

权益被侵犯后, 没有想到过或不知道如何依法维
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少数私营企业主的

能时没有后顾之忧, 真正发挥工会的维权功能。

侵权行为肆无忌惮。

( 四) 加强对私营企业主和工人的普法教育、
职业培训

为此, 一方面加大对私营企业主的普法和教
育力度, 对经营者定期开展教育培训, 同时在私营

我国大部分私营企业目前仍处于资本原始积

企业中大力倡行/ 关爱员工活动0, 引导经营者切

累阶段, 增加工人劳动强度、
降低工人待遇是比技

实尊重和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增强企业凝聚力

术革新更直 接、更迅速、更有效的获得利润的手
段。因此, 一些企业主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 为

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另一方面, 政府有关部门应
加大对工人教育培训的投入, 采取多种形式, 对工

降低成本侵害工人利益。而绝大多数工人由于文

人进行普法教育、
安全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

化水平低等原因造成权益保护意识淡薄, 在自己

工人综合素质和自我维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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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rranty of the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private
busin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ious society
ZHAO Xiao- lan, XU Xiu- w en
( College of Public M anagement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Wit h t he development of t he private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s and opening policies, t 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contradiction bet ween t he w arranty of t he w orkers. rig hts and interests and t 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usinesses. So, t he w riters of t his paper assume t hat only proper measures are t aken t o
w arrant t he w orkers. right s and interests of t he private businesses can t he private economy m aint ain a
healthy g row th, and harmonious society come t 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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