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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劳资关系的构建
———访经济学家胡乐明①

陆　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陆夏(１９７９－),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①　胡乐明(１９６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秘书长.

　　内容提要　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构建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新型劳资关系,以期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者权益享有的

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劳资关系的构建需要明确权益确认

原则、广泛覆盖原则、适度保护原则、劳资两利原则和动态调整原则.

　　关键词　劳资关系　劳动争议　劳动者权益

　　陆夏(以下简称陆):尊敬的胡教授,您好! 我知道您参与主持了中国社科

院国情调研重点课题«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您能就此谈

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的构建?

　　胡乐明(以下简称胡):好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现代

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和劳动之间

的矛盾一直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矛盾,劳动关系一直是社会经济生活最基本的

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劳动关系同样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在新

型劳动关系体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状况却趋向

恶化,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官方统计表明,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

的劳动争议案件从１９９４年的１９万千余件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４７万件,增加

了２０余倍,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劳动者人数也从７万余人上升到近

６８万人.劳资纠纷不断、劳动关系恶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的重要隐患.因此,如何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成为一个

摆在我们面前的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陆:所以你们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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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胡:是的.我们调研目的是想深入了解各类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的状况,探
析企业职工权益侵害的原因,寻求职工权益保护的渠道,提出企业职工权益保

护的机制和策略,推进和谐的劳动关系的构建.

　　陆:你们调研后,发现我国企业职工权益的现状如何?

　　胡:总体上看,我国企业职工权益状况在许多方面尚未达到我国«劳动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对应,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也表现出层次性、差异

性和复杂性.

　　陆:能够具体谈谈我国企业职工权益的状况吗?

　　胡:好的.比如,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较低.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

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中国的人均产值增长了６４％,工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却

从１２％下降到１１％,延续了１９８０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不仅大大低于

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作为制造业大国,目
前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价格比印度约低１０％.调查显示,８３２％的企业

职工月工资额在１６００元以下.这是其一.

　　其二,劳动用工随意性大,劳动合同管理不规范.调查显示,有２３８％的

职工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只有３１６％的书面劳动合同签订时征求了职

工的意见.许多企业未能按照«劳动法»和劳动部门提供的样本去制订劳动合

同,合同条款权利、义务不对等,片面强调用人单位的权利和职工的义务,对职

工的权益规定得较少又空泛或者没有明确规定.

　　其三,企业职工的休息休假权没有切实执行.调查显示,职工每周正常休

息２天的仅占５０７％,企业职工加班大多是企业的硬性要求或者企业布置的

工作过多在８小时内难以完成,职工被迫加班的占８７４％.

　　其四,企业职工加班大多没有得到法定的补偿.调查显示,职工在正常工

作日、每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三种时间加班得到法定补偿的比例仅仅分别为

１９７％、１９０％和３０３％,从未得到任何补偿的比例则分别高达 ４４３％、

４４０％、３０７％.

　　其五,职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根据２００６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
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为２７３３１万人,参加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工 伤 保 险、生 育 保 险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４８０％、３６７％、３９０％、３１０％、

１９８％.近两年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有所扩大,但是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

参保率仍然较低.

　　其六,企业的安全生产和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情况普遍,职工因工伤

亡和患职业病情况频繁发生.许多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生产安全和

卫生设施的投资,劳保用品发放不足,导致职工伤亡和职业病频繁出现,超时

用工现象普遍存在.调查显示,５７０％的职工遇到过因工伤亡或患职业病的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３２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劳资关系的构建 ３　　　　

情况.

　　其七,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感下降,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发展权没有保

障.调查显示,认同“老板或领导是企业的主人,职工只是雇佣劳动者”的人数

占被调查者的５０８％,显著多于认同“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的人数;６４３％
的职工从未参与过企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经营方针的制定、企业管理人员的任

命、工资薪酬的调整、劳动保护方案的拟订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７１１％的职

工认为向企业提出建议没有作用或作用不大.

　　其八,劳动争议逐年增多,且大多数企业的内部劳动争议协调机制尚未建

立或不完善.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１９９４年

的１９万千余件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４７万件,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

劳动者人数也从７万余人上升到近６８万人.调查显示,遇到过劳动争议的职

工比例为６１９％;劳动报酬问题是产生劳动争议的首要原因,占比４６８％,其
次是工伤或职业病问题,占比２２５％;仅有１６６％的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协

调委员会,发生劳动争议时,职工更愿意找上一级领导进行解决.

　　陆:那为什么说,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还呈现出层次性、差异性和

复杂性呢?

　　胡:我们调查的结果可以明显显示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规模企业、不同

经济效益企业、不同经营状态企业、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区域企业的职工权益

保护状况差别甚大.

　　调查显示,第一,从企业的所有制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企

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整体上明显好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中,企业职工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分别为８８０％、

６８８％、５１６％;企业职工没有因为法定节假日、婚丧假、病假和依法参加社会

活动等不工作而扣减薪酬的比例分别为６１４％、６１６％、５６１％,在治疗工伤

或职业病期间工资正常发放的比例分别为５５１％、３４１％、３３７％,平均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８小时的比例分别为７０７％、７１７％、４９４％,每周正常休息

两天的比例分别为６０５％、３１５％、２４２％;企业职工接受过安全卫生知识的

培训的比例分别为６９５％、５２９％、５３７％,参加过本企业组织的职业技术、
技能或管理方面的培训的比例分别为８０８％、５６９％、５８０％;企业为职工办

理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８８３％、５８３％、４８７％,办理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

为８５８％、４５３％、４３９％,办理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６７２％、４２８％、

３０３％,办理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３１８％、１５６％、１７２％,办理住房公积

金的比例分别为７１４％、１４５％、１８７％.

　　第二,从企业的规模看,规模较大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整体上好于规

模较小企业.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发现,规模较大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企业的工会、职代会、劳动安全委员会等职工权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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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对较为健全,职工工资一般都以打入银行卡的方式定期发放,基本没有

出现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规模较大企业注重对职工的技能培训,鼓励员工

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一般都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或基金.规模

较大企业还注重培养企业文化,组织职工参与各种文体活动,关心职工的生活

状况,劳保用品的发放和福利提供较好.

　　第三,从企业的经济效益看,经济效益较好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好于

经济效益较差企业.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发现,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一般都

会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定期发放职工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金或基金,而经济

效益转差的企业或者经济效益一直较差的企业的现金流常常出现问题,企业

工资的拖欠和克扣经常发生,职工的流动性较大,企业的安全卫生保护措施较

弱,劳动争议案件大量出现.

　　第四,从企业的存在状态看,正常运转的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好于改

制或破产企业.企业一旦进入改制或破产状态,通常伴随职工的下岗分流,出
现职工安置和补偿、工资拖欠、社会保险费欠缴等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

发现,一些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如集体上访、阻断交通等,重要原因就是改制或

破产企业的职工经济补偿和利益问题没有妥善处置.在面临下岗分流的压力

下,一些在岗职工对一些侵犯他们权益的做法、措施也不敢声张,而企业的原

有职工维权机制通常处于瘫痪状态,职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

　　第五,从企业的所在行业看,采矿业和建筑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差于制

造业等其他行业企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企业的职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恶

劣,因此企业需要具备较高的安全卫生生产条件和标准,而要达到较高的安全

卫生生产条件和标准需要企业较大的生产成本投入,一些企业为了追求更大

的利润往往降低安全卫生方面的投入,而这些企业的职工以农民工和非正式

工为主,职工流动性大,导致企业和职工都忽视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调

研和实地访谈发现,一些采矿业和建筑业企业与职工签订除足额发放工资外,
生老病死和工伤都与企业无关的所谓“生死合同”.

　　第六,从企业的职工类别看,在本企业工作年限长的、职位高的、学历高的

职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好于工作年限短的、职位低的和学历低的职工.根据此

次调研的问卷调查统计,工作年限分别为３年以下、３~６年、７~１２年和１２年

以上的企业职工书面合同签订率分别为４４０％、７２７％、８８４％和９２８％,养
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３８５％、６５８％、８９３％和９５５％,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分别为３３９％、６２０％、８５８％和９１９％,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２５５％、

５０１％、６７８％ 和 ６７９％,住 房 公 积 金 的 办 理 率 分 别 为 ２１０％、３７１％、

６１４％、７３６％,可见工作年限越长的职工,书面合同签订率越高,社会保险和

基金的缴纳率也越高;工作职位分别为一般职工、基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

高层管理者的书面合同签订率分别为７１１％、７８７％、８３７％和８９３％,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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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参保率分别６８７％、７３９％、８９０％和９６４％,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

为６４４％、７１６％、８４１％ 和 ９２９％,失业保险的参保 率 分 别 为 ４６７％、

６１１％、７２３％ 和 ８９３％,住 房 公 积 金 的 办 理 率 分 别 为 ４５６％、５０３％、

６６５％、７８６％,可见工作职位越高的职工,书面合同签订率越高,社会保险和

基金的缴纳率也越高;学历分别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和研究生的

企业职工书面合同签订率分别为７００％、６６５％、８４７％和８８０％,养老保险

的参保率分别为６７１％、６４０％、８３４％和８４０％,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

５８２％、６０６％、８１２％和８８０％,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３７０％、４６２％、

６６８％和 ８００％,住 房 公 积 金 的 办 理 率 分 别 为 ３５８％、３９３％、６５２％、

８２０％.可见,学历越高的职工,书面合同签订率越高,社会保险和基金的缴

纳率也越高.

　　第七,从企业的用工形式看,正式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好于合同工或临时工

及派遣工.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发现,许多企业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现象,一些

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后,原有工人一般为正式工,改制后进入企业的工人

一般为合同工或临时工和派遣工,这些职工享有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技能

培训等都差于原有正式工人.合同工或临时工及派遣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一

般由职工与企业或者派出机构与企业谈判决定,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

况下,这些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被压低,他们的就业稳定性也差,社会保险

或基金的缴纳率较低.

　　第八,从企业的职工身份看,当地户籍职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好于非当地的

城镇户籍职工或农民工.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我们发现,许多企业大量雇用

了非当地的城镇户籍职工和农民工,但大都没有为这些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险或基金,而且这些职工工资的拖欠

和扣押现象严重.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４年以前全国进城务工

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１０００亿元左右,全国农民工的数量有１亿人左右,
即每名农民工平均被拖欠１０００元左右,近７０％的农民工有过被拖欠工资的

经历 .虽然近几年各级政府大力推进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并取得显著

成效,但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仍然大量存在.

　　陆:我国职工权益的享有状况确实不容乐观?

　　胡:是的,但是同时我们应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在政府积极推动、工会努力维权和职工主动

参与下也在逐步得到加强和改善.首先,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职工权

益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节仲裁法»,不断加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不断采取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措施改善职工权益的保护.其次,我
国企业工会的独立意识、自身角色意识和维护职工权益意识开始增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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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工会的组建方式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企业工会的功能定位从维

护企业利益向维护职工利益转变,从文体活动型向集体谈判型和职工维权型

转变.最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职工的权益意识开

始增强,敢于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陆:您认为我国职工权益享有的水平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胡:归纳起来,可能有如下原因:

　　一是,全球劳工形势对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造成不利影响.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后,西方右翼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在资本主义各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

各国推行了解除管制、私有化、削减或取消社会福利计划、变累进税为递减税

以及限制工会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导致资本在劳资关系中的主导

作用逐渐增强,工人阶级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分化,且其整体状况趋于不断恶

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强资本弱劳

工”的政治格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推进,加速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

围内的流动,改变了世界要素资源的配置格局,尤其影响了劳动要素在各国的

供需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
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对跨

国公司采取超国民待遇,甚至采取“竞争到底线”的做法,众多的跨国公司大量

地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非工会化”纳入公司的发展战略.其结果,
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及其工会组织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还导致发达

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产生严

重的“利益分裂”和冲突,强化了国际垄断资本的主导地位.此外,由于资本组

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小规模批量生产的流行导致大规模工会的组织困难和工

会谈判能力的下降,以及曾经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恶化工人状况发挥过重要

抑制作用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蜕变”,工会运动在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遭受到极大挫折,工会的力量和作用逐渐减弱.国际劳工组织的资

料显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下

降的趋势.２００３年与１９７０年相比,美国工会密度下降了１１１％,法国下降了

１３５％,日本下降了１５４％,英国下降了１５６％,即使工会力量强大的德国,
工会密度也下降了９４％.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和全球劳工形势恶化对

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是,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伴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作为公有制载体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数

目锐减,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数目迅速增加.在国有企业

和集体企业改制和改革前,企业的工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企业的主人,
而且被视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企业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经济利

润最大化,常常兼顾社会公益目标,比如解决就业、维护社会公平等,劳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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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劳资关系的构建 ７　　　　

法规的执行和劳动保护很容易顺畅地实施,比如８小时工作制、劳动安全卫生

的国家标准、劳保用品的足额发放、职业病的防治、女职工特殊保护等,都得到

了较为切实的执行.在企业内部,作为职工参与的组织,工会和职代会大都能

够较为完整地组建和发挥沟通职工的作用,职工能够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和献

言献策;虽然职工的工资水平较低,但是职工却享有从生到死的全程的国家福

利保障,从提供住房到医疗报销,从幼儿入托到员工培训,无所不包.但是,伴
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和改革,许多国有企

业和集体企业转化为了民营企业.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下岗分流,减员

增效”成了社会“最响亮”的口号,大量职工从公有制企业转移到民营企业等非

公有制企业就业.一方面,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弱化职工权益的保护,如随意延

长工作时间、降低生产安全卫生标准、压低职工工资等,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利润的目的;同时随着资本集团利益的形成,资本对法律、制度框架

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日益显现,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体系也在相当程度被资本

的利益所左右,例如过分地强调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所谓劳动力成本“竞争优

势”,对职工的生存现状进行有意无意的忽视,抬高资本的主权和利益.另一

方面,即使是没有改变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由于过度市场化的改制,企业

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不断地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转化.企业一方面

通过压低职工工资水平和降低职工福利等手段提高企业效益,另一方面把企

业原先承担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保障剥离给社会,导致职工权益自觉或不自

觉地受到忽视,并常常受到侵害.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的权威不断地得到强

化,不再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日益忽视职工的参与决策权.与工人的政

治地位下降相伴随的是职工的权益保护状况的相对或绝对的下滑.

　　三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矛盾制约我国企业职工权益的改善.
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和供需结构性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劳动力市场供过

于求和供需结构性矛盾对我国职工权益状况有一种向下的压力,不利于我国

职工权益状况的改善.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推进,城市不仅存在大量“下
岗工人”等待就业,而且还面临来自农村的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的廉价劳动

力,甚至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在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出现了供过于求和绝对过

剩,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便会趋于下降,企业职工权益状况在庞大的产业后备军

的压力下自然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还强化了资本的权

力,加剧了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均衡.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争夺有

限就业机会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得到工作机会,劳动者往往竞相降低工

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甚至要求“零工资”就业.在遭受企业不公正的待遇甚

至人身伤害时,劳动者也大都只能忍气吞声,得过且过.这样,企业自然不会

重视对职工劳动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而且,在资本相对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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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为稀缺资源时,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的增长,也较少考虑甚至以牺

牲劳动者利益的方法,来满足投资者的利益.

　　陆:还有哪些原因?

　　胡:四是,职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以及工会的职能意识尚待提升.调

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对劳动法律法规的了解比较欠缺.企业职工了解«劳动

法»的比例最高,但也仅达到６２４％,对其他法律法规了解的比例更低.既然

企业职工对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当然就无法正当地运用法律的武

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体而言,我国企业职工的主动维权意识还处于

起步阶段,有效维权能力还需要切实加强.工会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也有

待不断提升.尽管目前我国工会组织已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工会组织的维权

意识和维权能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尚存在明显差距.在我国,目前

国有企业工会行政化、非公有企业工会形式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工会组织普遍

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工会由雇主或企业方控制或操纵.
工会组织没有罢工的法律条款支持,缺乏有力的制度性手段来制衡雇主或雇

主组织,相反雇主却可以通过解雇工会主席和工人、关闭工厂、迁移工厂和异

地投资等手段来要挟工会和工人.这样,工会维权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和限制.
行业性工会/区域性工会建设滞后也严重影响了工会维权能力的提升.在一

个分散化、小型化的经济结构中,在企业职工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按照

企业内“集体谈判”和企业内工会维权的思路来进行工会工作,必然弱化工会

的维权能力.

　　五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劳动法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在探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政府由职工权益的直接保护者逐渐

转变为职工权益保护的间接调控者.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化,政府原

有承担的职能撤去,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还不明确,导致我国职工权益状况的

一定程度的恶化.首先,政府职能的转换扩大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博弈

的空间,带来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失控和无序状态.由于政府缺乏独立于企

业与劳动者的公共服务和公平维护意识,在劳动关系中角色和定位不清晰,在
维护职工权益和处理纷繁复杂的劳动争议中缺乏有力措施和手段,甚至出现

不知所措和无所作为;其次,政府非科学的政绩观,导致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

博弈的天平向企业方倾斜.片面追求 GDP的扭曲政绩观使得许多地方政府

力争为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和保护,往往以牺牲职工的权益,如降低工作环境和

条件标准,来迎合企业的利益;再次,政府的劳动监察不力.一些地方政府劳

动监察部门,为了所谓改善投资环境,对劳动违法行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不能及时严格查处劳动违法案件,而且劳动监察部门力量不足,工作人员

严重短缺,无法有效开展劳动执法和检查活动.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

构建还在探索之中和劳动争议等劳动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也不利于我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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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权益的保护.完善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为职工提供最低的生活和权

益保障,从而增强职工与企业主的博弈能力,有利于企业职工权益的保护.由

于我国缺乏完整和统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构成的社会保障体

系,企业职工的保险保障主要依赖企业来承担,他们往往只能容忍企业对自己

合法权益的侵犯.同时,我国各项劳动法律制度尚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
如劳动争议制度在解决劳动争议时,职工维护自己权益的成本较高,企业的违

法成本较低,这样就导致企业不主动和积极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往往只能忍气吞声.而且,我国现有的各项劳动法律制度

还没有切实地被执行,“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象严重,导致我国企业职工权

益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

　　六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强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初始阶段,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企业经营目标片面化和短期化,不愿履行职工权益

保护的职责.首先,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习惯于通过降低劳动条件

和劳动标准,忽视职工的安全卫生,压低劳动的工资水平,延长工作日,来达到

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许多企业没有认识到低薪酬和低劳动力成本,总是与低

技能劳动力相对应,低技能员工必然塑造低竞争力的企业.这不仅导致企业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职工享有职工权益水平的提

升.其次,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没有认识到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来自职工素

质的提高.当企业把职工的工资水平压低到劳动力自身简单再生产的水平

时,职工的自身的教育、医疗匮乏,导致职工只能依赖自己的“青春”来糊口,职
工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没有得到加强和改善,尤其是许多民营企业依赖不

断地雇用农村源源不断地输出的青壮年劳动力来生存,一旦农村劳动力输出

中断,企业也就面临生存的危机.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一些企业不重视职工的

技能培训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法规等手段,逃避

承担为劳动者购买各种社会保险的义务,企图以扣押劳动者证件和拖欠劳动

者工资等手段达到约束劳动者长期为企业服务.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欠缺,
企业经营目标片面化和企业行为短期化,制约了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水平

的提升.

　　陆:您认为如何提升我国职工权益享有水平?

　　胡:我认为,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针
对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享有水平不高的原因,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

质要求的新型劳资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者权益享有的水平.

　　我特别强调一下,强化“劳工权益”,必须明确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的基本原

则.(１)权益确认原则.强调“劳工权益”,重提“劳工神圣”,不仅是坚持社会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而且也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

济体制的内在要求.(２)广泛覆盖原则.劳动者权益保护不仅应承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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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劳动权、劳动报酬权等基本权益,还应承认和保护劳动者的集体行动

权等各项权益;劳动者权益保护不仅应保护劳动者的一切权益,更应保护一切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３)适度保护原则.劳动者各项权益的具体标准和保护

程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所制约,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能脱离社

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做到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同步协调发展.(４)劳资两利

原则.资本和劳动是一对市场经济的孪生儿.必须在兼顾资本的利益的前提

下保护我国企业职工权益.(５)动态调整原则.劳动者各项权益的具体标准

和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与进步而不断变化和调整.

EstablishmentofNewCapitalLaborRelationship
UnderSocialistMarketEconomy

———AnInterviewwithEconomistsHuLeming

LuXia

　　Abstract　Inviewofthelowlevelofrightsofdomesticworkers,this
paperestablishesanewcapitallaborrelationshipsuitablefortherequireＧ
mentsofsocialistmarketeconomybyinstructionofscientificoutlookofdeＧ
velopmentandharmonioussociety,soastosteadilyimprovetherightsof
domesticworkerAtthesametime,thenewcapitallaborrelationshipunder
socialistmarketeconomyneedsmakingcleartherulesofrightsconfirmaＧ
tion,widecover,moderateprotection,winwinresultsofbothcapitaland
laboranddynamicadjustments
　　Keywords　capitallaborrelationship　labordisputes　rightsofla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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