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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利益关系,现存的劳资关系主要分为三种

类型,即:私有制中的劳资关系、公有制的劳资关系和股份制中的劳资关系。
由于现代社会中股份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为此,股份制

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也就成为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利益关系。

  股份制中的劳资关系与马克思着重分析的劳资关系有很多不同之处,并
且越来越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现代股份制劳资关系主要受到股权结构、工
会协调、政府调节的影响,它们共同决定了劳资关系的发展态势。我国由于所

有制结构的不同,股份制企业中劳资关系与西方社会股份制企业劳资关系也

不同。

一、股份制劳资关系特征

  劳资关系中的“劳”是指劳动者,“资”是指资本所有者,包括私有资本所有

者、公有资本所有者和混合资本所有者。劳资关系则是指资本所有者与劳动

者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在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

  自马克思劳资理论问世以来,虽然劳资关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如
果以资本的产权形式为依据,到现在为止无非以三种类型存在着:第一种是私

有经济中的劳资关系,第二种是公有经济中的劳资关系,第三种是股份制经济

中的劳资关系。

  股份制中的劳资关系是指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混合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

在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在股份制企业中,随着产权主体

多元化、劳动者分享企业剩余、工会协调作用的加强以及政府宏观调节力度的

加大,股份制的劳资利益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利益共享性、复杂化等特征。

  1.利益主体多元化

  股份制企业的投资主体是多元的,股份公司内部产权安排以 “三权分离”
为基本特征,即股东、董事会、经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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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权分离”的产权安排改变了马克思时代资本与劳动关系结构,劳资关

系由原来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单一化利益关系,形成了资本所有

者、经理人、劳动者之间三元利益关系。经理人在这种利益关系中代替资本所

有者专门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成为了资本与劳动两方关系中的中间环节,
这就避免了劳资关系的直接利益冲突。

  2.利益分配分享化

  在股份制企业中,随着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和不断提高和产权的归属多元

化,企业的收益不再归属于某一主体,而要随产权分散化而分归各项产权所有

者,这就打破资本独占利益的分配机制,出现了资本所有者通过向经理人让渡

部分剩余索取权而让出部分剩余价值,资本所有者通过向劳动者让渡部分剩

余索取权而让出部分剩余价值。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双方的利益

对抗,而且为劳资双方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3.利益关系复杂化

  受产权主体多元化以及产权性质的影响,股份制中的劳资关系也与一般

企业不同。如当私有资本在股份制企业中占主导地位时,股份制的劳资利益

关系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所有者、经理人、劳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这里的资

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既存在利益一致性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经营者与

劳动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利益一致性与差异性。当公有资本在股份制企业中处

于控股地位时,劳动者具有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这时,劳
动者作为资本终极所有者与企业利益具有一致性,追求的是企业整体利益最

大化,劳动者作为企业的劳动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利益具有一

定的差异性,这些就使得股份制的劳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

二、股份制劳资关系理论模型:LCFM模型

  在股份制企业中,对劳资关系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变量:一是产权

结构,二是工会协调,三是政府作用。为了考察这三个变量因素对劳资关系的

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劳资关系模型LCFM(Labor-CapitalFactorsModel)。

  我们假设劳方和资方的利益分别为:

  
IL=f(OL,UL,GL)

IC=f(OC,UC,GC)

ILC=IL+I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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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L 表示劳方利益,IC 表示资方利益,OL 表示产权对劳方利益的影

响,OC 表示产权对资方利益的影响,UL 表示工会对劳方利益的影响,GL 表示

政府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UC 表示工会对资方利益的影响,GC 表示政府对资

方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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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权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产权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研究产权对于劳资利益

关系的影响时,我们假定工会、政府对于企业的影响处于一种相对不变的状

态,劳方利益与资方利益之和为企业的整体利益。为此,我们建立一个产权与

劳资关系的模型:

  
IL=βLLC+C0
IC=αLLC+C{

1

  (其中:α表示资方在生产资料中所占的比例,0≤α≤1,β表示劳方在生产

资料中所占的比例,0≤β≤1,C0,C1 表示常量;其他因素对劳资利益的影响暂

不考虑。)

  这里,由于劳方利益IL 和IC 资方利益的总和为企业利益,因此,资方对

于生产资料占有比例α增大,其获取的利益也将相应增大,而劳方利益将不断

下降。当劳方所占生产资料的比例β不断增加时,则劳方利益相应随之增加,
资方利益将不断下降。

  根据α和β的取值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 当α=1,β=0时

  此时企业为纯私有产权,资方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在利益分配处于优势地

位,而劳方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

  ● 当α=0,β=1时

  此时企业为纯公有制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包括在此列中)。由

于劳方和资方身份的统一,其利益具有内在的一致。从理论上讲,当劳动者占

有全部生产资料时,劳动者不仅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V,而且能(间接)获
得部分剩余收益。

  ● 当0≤α≤1,0≤β≤1时

  此时企业主要为股份制企业,股份制的产权主体呈现多元化,不仅有私有

资本产权主体、公有资本产权主体,而且劳动者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权主体之

一。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使股份制的劳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当0≤β≤α≤
1,即私有资本产权主体占主导地位时,资方凭借其所有权优势占有大部分剩

余价值,这时劳动者不仅能够获得固定的工资收入,而且通过职工持股计划持

有企业部分股份等途径也能分享一部分剩余。当0≤α≤β≤1,即公有产权主

体在股份制企业中占主导地位时,这时劳动者不仅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

的V,还能间接分享企业的剩余。

  2.工会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工会是工人的集体组织,它不仅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增强工人与雇主的谈

判力,而且还会成为工人工资与就业条件的“引擎”。一般而论,当工会力量很

小时,资方会侵犯劳动者的权益,进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工会力量逐步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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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为劳动者争取更多的利益时,资方获得的利益则相应减少。当工会力

量过于强大,工会动辄以罢工等比较激烈的方式与资方相抗衡时,将会影响企

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增加企业成本,以致企业总体利益下降,最终也

使劳动者利益下降。因此,虽然工会是劳方的利益代表者,但是,如果要想保

证劳方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以保证企业利益以及资方利益为条件,否则劳方利

益也无法最大化。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示工会对劳动者利益具体的影响程度和方

式。

  
ILC=-τ*

U (U-t0)ψ+TU

IL=-λ*
U (U-u0)a+CU

IC=ILC-I

ì

î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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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U 表示工会力量,τU 表示工会对于总体利益的影响变量,表明工

会对于劳资利益的整体影响程度,λU 表示工会对于劳方利益的影响变量,表
明工会对于劳方利益的整体影响程度,t0 表示工会对于企业利益影响平衡点,

u0 表示工会对于劳方利益影响平衡点,ψ>1表示工会影响企业利益趋势变

量,该值越大,则表明企业利益对于工会影响的弹性越明显,α>1表示工会影

响劳方利益趋势变量,该值越大,则表明劳方利益对于工会影响的弹性越明

显,TU 表示常量 ,CC 表示常量。)

  从工会对企业利益作用来看:

  췍LLC

췍U =췍
(-τ*

U (U-t0)ψ+TU)
췍U

=-τ*
Uψ*(U-t0)ψ-1

  当췍IT

췍U=0
,如果企业其他相关环境不变,则工会的影响对企业的整体利

益贡献达到最大,此时,U=t0,其最大值为TU。

  从工会作用对于劳方利益的影响看:

  췍IL

췍U=
췍(-λ*

U (U-u0)a+CU)
췍U

=-λ*
Uα*(U-u0)α-1

  当췍IL

췍U=0
,劳方利益达到最大,此时U=u0,其最大值为CU。

  因而对于劳方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企业总体利益与劳方利益同时达到最

大,即u0=t0。

  对于资方而言,如果满足u0=t0 条件,资方利益也会达到最大化,其利益

最大点发生在췍IC

췍U=0
,即:

  -τ*
Uψ*(U-t0)ψ-1+λU

*α*(U-u0)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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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
Uψ

λ*
Uα=

(U-t0)ψ-1
(U-u0)a-1

  当:

  τ*
Uψ

λU
*α=

(U-t0)ψ-1
(U-u0)a-1

  ⇒τ
*
Uψ

λ*
Uα=

(U-t0)ψ-a

  ⇒U=
ln(τ

*
Uψ

λ*
Uα

)

ψ-a
+t0

  当资方利益、劳方利益以及企业利益同时达到最大时,有:

  
ln(τ

*
Uψ

λ*
Uα

)

ψ-a
+t0=t0

  ⇒τ
*
Uψ

λ*
Uα=1

  ⇒τ*
Uψ=λ*

Uα
  这表明工会作用也有个合理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才能保持劳方利益最

大化,而在这个合理的区间内企业利益与资方利益也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当
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工会活动的理性程度有限这一合理区间也只具有

趋向性。

  3.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政府是现代劳资利益关系中重要主体,在对劳资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的诸

多变量中,政府始终是居于重要的地位,它是惟一能通过立法改变劳资利益关

系制度规则的实体。政府对劳资利益关系的干预力和影响力,主要是运用行

政、经济和法律的手段,通过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以及制定政策,依法行政,
发挥其各种职能,对劳资利益关系的确立和运行进行必要的指导、监督和调

整。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决定着劳资双方利益关系的运行特征和双方的利益

格局。

  一般而言,当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很小时,即政府对劳资关系采取放任自

由的政策时,资方的自由度很大,很容易侵占劳动者的利益。在利益既定的情

况下,政府给劳动者带来的利益是很小,而资方却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当

政府的调节作用逐渐增大时,即政府采取保障劳动者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策,从制度上约束资方对劳动者利益的侵占,从而保证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实

现,这时,政府宏观干预将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增加,劳动者则能获得更多的

经济收益,而资方获得的利益则相应减少。从理论上讲,当政府对劳资关系的

宏观干预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能够使劳资双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此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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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达到一个最优的状态;当政府的干预程度超过这一最优状态时,政府过

度干预将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导致企业总体利益的下降,从而降

低了劳动者的利益。

  显然,政府对劳动者利益影响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规律,表现出一个抛物

线形式的变化趋势,从理论上讲,政府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能够达到最优的状

态。因此,根据政府对劳动者利益影响的抛物线变化规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

公式来表示政府对劳动者利益具体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IC=-τ*

G (G-c0)K+CG

IL=-λ*
G (G-l0)γ+L{

G

  (其中:G 表示政府及法律的影响程度,与前面所说θ相同,τG 表示政府及

法律对于资方利益的影响变量,表明政府对于资方利益的整体影响程度,λG

表示工会对于劳方利益的影响变量,表明政府对于劳方利益的整体影响程度,

c0 表示政府对于企业利益影响平衡点,l0 表示政府对于劳方利益影响平衡

点,k>1政府影响企业利益趋势变量,该值越大,则表明企业利益相对于政府

影响的弹性越明显,r>1政府影响劳方利益趋势变量,该值越大,则表明劳方

利益相对于政府影响的弹性越明显,CG为常量,LG 为常量。)

  随着政府对劳资利益关系的干预程度的变化,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劳

资双方利益的实现,我们通过求偏导,可以得出政府的干预程度对劳资双方利

益的具体影响程度:

  췍IC

췍G=
췍(-τ*

G (G-c0)κ+CG)
췍G

=-τ*
Gk*(G-c0)k-1

  如果췍L
췍G=0

,政府及法律对于企业的干预将有利于资方利益,使其获取的

利益达到局部最优(假定此时企业运行的其他环境维持不变),此时G=c0,最
大值为CG。

  从劳方利益来看,我们可以得到:

  췍LL

췍G =
췍(-λ*

G (G-l0)γs+LG)
췍G

=-λ*
Gγ*(G-l0)γ-1

  当췍IL

췍G=0
,政府及法律的影响作用将使劳方的利益达到最大,此时G=

l0,最大值为LG。

  然而政府及法律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可能使资方

或劳方的利益增加,但对社会整体利益,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从上述LCIFM模型,社会总体利益IT 可表示为:

  IT =I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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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G (G-c0)κ+CG-λ*

G (G-l0)γ+LG

=-γ*
G (G-c0)κ-λ*

G (G-l0)γ+CG+LG

  我们对其求一次微分,可得:

  췍IT

췍G=
췍(-τ*

G (G-c0)τ+CG+LG)
췍G

=-τ*
Gk*(G-c0)k-1-λ*

Gγ*(G-l0)γ-1

  可以看到,췍IT

췍G
的变化趋势较为复杂,它受k,γ等参数及G 的范围影响。

  在G 的一定范围内,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点发生在췍IT

췍G=0
,即:

  -τ*
Gk*(G-c0)k-1-λ*

Gγ*(G-l0)γ-1=0
  当G=c0=l0 时,政府的作用将使资方利益、劳方利益以及社会总体利益

达到最大化,无疑该状态是政府的最优干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

只能接近该状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产权、工会、政府这些变量从不同方面影响

着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它们可能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但对劳资利益关系始终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根据前述的分

析,我们可以用下述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三个主要因素对劳资利益关系的具体

影响,其数学模型具体描述如下:

  
IL=β*γ*θ*ILT+C1
IC=α*(1-γ)*(1-θ)*ILT+C{

0

  在通过产权、工会、政府这三个变量对劳资利益的影响程度和变化趋势的

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产权直接决定了劳资双方利益分配的比例,合理产权比

例可以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呈现快速变化趋势,而工会和政府对劳资利益都有

个最优的作用区间。在现实中,我们应该遵循这一变化规律,力求使产权结

构、工会的协调、政府的宏观干预靠近或达到一个最优状态,从而使劳资双方

的利益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形成一种相互均衡的利益状态。

三、我国股份制企业LCFM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验证LCFM 模型在现阶段我国股份中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一次较为

深入地实地调查取样分析,其过程如下:

(一)样本说明

  根据LCFIM 模型,产权、工会、政府这三个因素对劳资利益关系都有重

要的影响。但在实际调查采样中,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着重分析劳动者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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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实现程度。由于经济利益是劳资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所以双方对各自经

济利益实现的满意程度应是双方利益实现的衡量标准。从逻辑上推论,当劳

资双方对其利益关系感到非常满意时,劳动者将会发现自己的回报、补偿、激
励得到公平对待,并认为采取合作行为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是符合他们自己

的利益的。同样,雇主也会发现,在通过激励雇员采取高效率的行动外,再也

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激励来增加企业的总剩余收益。

  在实际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被调查的对象而言,劳动者持股所带来

的利益、因工会谈判协调所带来的利益和政府及法律保障获得的利益是一个

相对精确的数据,如某企业年度劳动者所分享到的股权红利,工会通过集体谈

判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政府通过《最低工资法》所确定的最低工资等;而劳资利

益关系的满意程度,却是一个相对较为模糊的变量,它是劳动者对自身利益实

现程度的一种主观感觉。因此,为完成这种相对精确的利益数据到较为模糊

的劳资利益关系满意程度间的映射,这里我们采用了基于模糊理论的分析方

法。

  该模糊分析方法中,劳动者总体收益,劳动者持股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
工会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政府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构成分析的主要采样变

量,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变量

变 量 符 号 变量说明

劳动者年总收益 TI   TotalIncome,劳动者本年度中的收益之和,主要
包括工资收入和持股所带来的收益

劳动者持股
对劳方利益的影响
(生产资料占有)

PIoS   ProportionIncomeofStock,指劳动者因为持有
企业股份所带来的收益占总收益比率(%)

工会
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 PIoU   ProportionIncomeofUnion,因为工会的协调所

带来的收益占总收益比率(%)

政府
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 PIoG   ProportionIncomeofGoverment,因为政府的作

用所带来的收益占总收益比率(%)

其他因素
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 C   除劳动者持股、工会、政府外其他因素带来的收

益

  上述各采样变量中有:

  TI=(PIoS+PIoU+PIoG)*TI+C
  由于劳资利益关系的满意度是一个相对较为模糊的概念,所以,模糊对应

关系如表2所示。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64  海派经济学 2007卷

表2 样本变量模糊化

变 量 符 号 变量定义

劳资利益关系的满意度 SD SatisficationDegree,劳资利益关系满意度

PIoS满意度

PIoS≤5% 不满意

5%<PIoS≤15% 基本满意

15%<PIoS≤45% 满意

50%<PIoS 非常满意

PIoU 满意度

PIoU≤2% 不满意

2%<PIoU≤6% 基本满意

6%<PIoU≤10% 满意

10%<PIoU 非常满意

PIoG满意度

PIoG≤2% 不满意

2%<PIoG≤8% 基本满意

8%<PIoG≤14% 满意

14%<PIoG 非常满意

  模糊分析方法中需要为每个采样变量进行模糊化处理,这个过程通过为

每个采样变量定义一个隶属函数完成,从该隶属函数中可以获取该采样变量

对于劳资利益关系满意程度的隶属度。分析中我们采用三角型形状的隶属函

数模型,图1是PIoS对于劳资利益关系满意的隶属函数:

图1 4PIoS隶属函数

  PIoU 和PIoG 对于劳资利益关系满意的隶属函数呈现相似的类型,为节

省篇幅,这里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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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分析过程,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5样本分析模型

  其数学模型可描述为:

  SD=W oR
  其中

  (W oR)Δ
=
∨(W∧R),即采用最小/最大相乘判决

  W 为各采样变量的权重,W={w1,w2,Λ,wn},其中wi 表示第i个因素

的权值,而且∑wi=1
  R 为劳资利益关系描述矩阵,其形式为:

  R=

r11 r11 ΛΛ r11
r21 r22 ΛΛ r2m
Λ Λ ΛΛ Λ
rn1 rn2 ΛΛ r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nm

  每行表示采样变量,每列表示相对于每个满意度的隶属度。

  通过上述模型,我们便可以通过实际样本数据,得到企业劳动者对于劳资

利益关系的满意程度。

(二)样本分析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总共调查了上海市9家股份制企业,在这9家企业

中,其中7家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形成的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另外2家是

以私人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而形成的企业。这9家企业涉及化工、计算机、通
信、仪器制造、来料加工等行业,并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实行职工持股制度。

  在对9家股份制企业的劳资利益关系的调查中,主要采取了定性调查和

定量调查。在调查问卷中,大部分调查问题是模型分析中所应用的数据。我

们根据9家企业的职工总数,抽样调查了500名不同层次的对象,其中,包括

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一般技术人员、普通职工等。收回有效问卷

446份。其中高级管理人员30份,高级技术人员40份、一般技术人员138
份,普通劳动者238份。由于高层管理人员一般看作是企业的代表,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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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股份,对他们的调查不能反映股份制企业中劳动者的权益状况。因此,
应把高层管理从样本中删除,剩下的最终有效样本是416份。对于个别问题

的调查,只有持股职工才能回答的问题,最终确定下来的有效样本数为386
份。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整理后,如表3所示。

表3 样本数据统计表

样本变量 TI
Stock Union Governmen

w1 PIoS W2 PIoU W3 PIoG
C

公司1 3.475 0.70 10.0% 0.10 2.00% 0.20 5.00% 2.884

公司2 4.574 0.75 18.0% 0.10 5.80% 0.15 5.60% 3.412

公司3 2.532 0.72 8.00% 0.15 4.00% 0.13 3.50% 2.139

公司4 2.857 0.68 11.0% 0.13 2.50% 0.19 3.50% 2.114

公司5 2.231 0.76 9.00% 0.11 2.30% 0.13 2.00% 1.934

公司6 2.046 0.71 4.00% 0.12 2.10% 0.17 1.90% 1.902

公司7 3.342 0.74 13.5% 0.13 2.70% 0.13 3.70% 2.673

公司8 2.455 0.66 3.80% 0.14 2.10% 0.20 2.20% 2.234

公司9 4.134 0.67 8.60% 0.15 3.40% 0.18 3.60% 3.489

  其中w1,w2,w3 为企业劳动者对于各采样变量的权值。

  单位:万元

  利用上表中的样本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各企业中劳动者对于劳资利益关

系的满意程度。如对于公司1,我们有:

  通过各自采样变量的隶属函数,可以得到表4。

表4 公司1采样变量的隶属函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PIoS=0.1 0 1 0.3 0.1

PIoU=0.02 0 0.6 0.3 0.1

PIoG=0.05 0 1 0.4 0.2

  因而公司1的劳资利益关系描述矩阵R 为:

  R=
0 1 0.3 0.1
0 0.6 0.3 0.1
0 1 0.4 0.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2

  同时从采样数据中可以得到劳动者对于采样变量的权重,

  W ={w1 w2 w3}

={0.7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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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公司1劳动者对于劳资利益关系的满意度:

  SD=W oR=[0.7 0.1 0.2]*
0 1 0.3 0.1
0 0.6 0.3 0.1
0 1 0.4 0.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2

=[0 0.7 0.3 0.2]

  由于落在基本满意中的隶属度最大,为0.7,根据最大化原则,可以认为,
公司1的劳动者对于劳资利益关基本满意。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其他公司的

劳动者对劳资利益关系的满意度,如表5所示。

表5 9家公司的劳动者对劳资利益关系的满意度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结论

公司1 0 0.70 0.30 0.20 基本满意

公司2 0 0.20 0.60 0.35 满意

公司3 0 0.72 0.41 0.20 基本满意

公司4 0 0.56 0.17 0.18 基本满意

公司5 0.10 0.68 0.21 0.16 基本满意

公司6 0.45 0.31 0.16 0.08 不满意

公司7 0 0.70 0.48 0.12 基本满意

公司8 0.52 0.44 0.15 0.09 不满意

公司9 0 0.66 0.27 0.17 基本满意

(三)结论分析

  根据劳动者对所持有的股份、工会、政府对其利益的影响程度的分析,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1.从劳动者对劳资关系满意程度看:根据被调查的9家股份制企业的调

查结果,其中5家企业的劳动者对其利益关系感到基本满意,1家企业的劳动

者对其利益关系感到满意,有2家企业的劳动者对其利益关系感到不满意。
这说明,股份制企业的劳资关系并没有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2.从劳动者持股对劳资关系的影响看:我们调查发现,9家股份制企业中

的绝大多数职工认为持有企业的股份后,其利益并没有得到较快的增长,但是

大部分职工还是愿意购买企业股票,74.38%的人表示有了股票会更加努力工

作,另外有25.62%的人表示不会较原来更努力工作,不会努力工作的原因可

能在于持股的数量太少,或者是职工的参与管理权利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88.45%的劳动者认为其持股的比例太小,持股给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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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收益份额还是很低的,工资收入仍是劳动者利益的主要来源。另外,我们

调查发现,在大部分股份制企业中,职工股份全部来源于工龄补偿和现金购

买,职工仍然是凭借物质资本的投入来获得企业剩余的,这就使得职工持股制

度难以像美国的ESOPs一样,这必然对劳动者利益和企业绩效有一定影响。

  3.从劳动者对工会的满意度来看劳资关系: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劳动者

对工会的利益维护功能并不很满意,在本次调查中,在关于对工会是否真正代

表劳动者利益时,只有21.46%的职工认为工会真正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

78.54%的职工持有否定态度。另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劳动者认为

工会给其带来的利益只占总收益的2.21%左右。此外,劳动者对工会的整体

满意程度不高,在调查中,劳动者对工会的“很不满意”的比例占9.15%,较不

满意的比例为16.47%,一般为53.86% ,比较满意的比例为14.17%,非常满

意为6.61%。

  4.从劳动者对政府作用的认识方面来看劳资关系:在本次调查中,当问

及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将采取什么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只有

23.48%的职工回答采取仲裁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0.68%的职工选择

上诉的方式,大多数职工不愿意采取诉讼的方式,其原因在于诉讼的费用昂贵

和等待的时间过长。此外,劳动者对政府的利益调节作用的整体满意度也不

高,其中很不满意为6.34%,较不满意为10.32%,一般为61.23%,比较满意

为16.45%,非常满意5.66%。

四、我国股份制企业中劳资利益关系的协调

  根据上述劳动者对劳动者持股,对工会以及政府作用的满意程度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劳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劳动者的利益获

得还不充分,其利益也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维护,政府调节作用都没有发挥应有

的作用。

  为此,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与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处理好劳资利益关

系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处理劳资利益关系与产权的关系

  劳动者持股是劳资合作的一种有效的制度选择,根据上述调查可见,在我

国由于相应的政策措施还不到位,过于注重股东权益,而忽视劳动者权益,劳
动者权益在股份制企业中还缺乏相应的保障。因此,针对股份制企业中,重资

本权益、轻劳动者权益的情况,股份制企业协调劳资利益关系的一般思路应当

是,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要理顺劳资利益关系,明确和重视劳动者的劳动权

益。同时,针对股份制企业中还存在一些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我们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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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利,更需要从组织上保护劳动者的经济

利益。突破原有的物质资本至上的观念,放弃传统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单边治

理和独占剩余的做法,兼顾两种资本产权的收益。因此,在股份制企业改革

中,可以适当提高劳动者的持股比例,把劳动者的劳动贡献折合为一定比例与

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剩余,这样不仅可以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能

为建立一种生产率更高的合作经济提供动力和收益,并在协调劳资利益矛盾

基础上形成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把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本回报与企业的

稳定发展与利益最大化联系起来,可以使劳动者的个人目标与整个企业的团

体目标一致,劳动者从作为资本收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使劳动

收益和资本收益都有所增加。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还必须明确和重视劳

动者的民主参与权利,建立有效的“参与管理制度”。

(二)协调工会组织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

  根据上述调查,我们发现我国股份制企业中的工会作用还很有限,其重要

原因是由于我国股份制企业中存在着以其拥有不同要素为基础的不同利益主

体,即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这样,企业的产权构成、领导体制和劳资利益关

系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反应在企业的组织权力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传统

的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组织基础与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发生重叠和冲突。后者的权力替代或压制了前者行使企

业民主管理的权力,使得企业管理成为少数人的权力,劳动者则逐渐失去话语

权。这样,股份制企业的劳资利益关系的协调中,实现工会组织与治理机制的

有效衔接就成为一个重要制度创新内容。

  为此,在我国,首先要加强工会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针对企业工会依附于

企业的现象,上级工会要高度重视,一要全力构建基层工会干部合法权益的保

障体系;二要大胆创新工会干部管理体制;三要努力尝试把基层工会无力解决

的一些劳资利益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升到上级工会来协调处理。其次,实现工

会组织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股份制企业里传统的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

和工会是企业民主管理的组织基础,它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发

生重叠和冲突。后者的权力替代或压制了前者行使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使
得企业管理成为少数人的权力,劳动者则逐渐失去话语权。因此,现阶段重点

要处理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之间的关系:一是要

规定在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中,必须有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二是对于国有

独资公司,必须要保证职工代表在董事会中占主导地位,提高职工代表在董事

会成员中的比例;三是在国家控股公司中,把《公司法》中关于出资者委派董事

与职代会民主推荐、民主推选职工代表相结合起来;四是对国家参股的公司,
要进一步落实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和功能,建立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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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三)加强政府差别调节股份制劳资利益关系的制度创新

  根据前面的分析,政府对股份制企业的劳资利益关系的调节功能并没有

达到一个最优的区间。为使劳动者、企业法人、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达到一种相

对平衡的状态,政府应根据其股份制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和担当的角色来调节

不同产权主体的利益关系。

  在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中,政府一方面要履行好出资人的职责,通过所

有权和经营权的制约作用来减少劳资利益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如国有资产

的代表可以通过其在企业中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作用,监督、约束经营者的行

为,保障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力和各种经济利益,促进劳资利益关系的和谐。
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利益调节的制度创新,政府法律部门要提供一套完整的、
有效的利益调节仲裁机制,从制度和法律上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为劳动者提供

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提高劳动契约实施的有效性,给劳动者发出“维
护其利益”的信号,从而切实保护好的劳动者的利益。

  在私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中,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以

《劳动法》为主体,《劳动仲裁法》、《最低工资法》等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为劳资

利益关系的调整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使劳资利益关系双方的正当权益得到

法律的保护。此外,政府还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劳动合同

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就业促进法》等,使《劳动法》与《公司

法》有效的衔接起来,支持工会的利益维护功能,为工会的维权作用提供相应

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从而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同时,要发挥“监控器”
的作用,加强劳动司法工作,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赋
予的处罚权,对违反《劳动法》的不当行为进行严格的查处,加大企业违反《劳
动法》或其他相关法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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