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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789:年9月出版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着重介绍了就业机会创造方面
的停滞局面# 而这种局面在持续冲击着全球经济# 同时提醒各国应通过提振总需
求和企业投资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就业缺口问题'

本报告名为.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 在本报告中# 我们描述了推动劳动力
市场目前正在经历的各种变革的一系列趋势'

本报告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超过9G8个国家的就业模式进行了分析' 在此
基础上# 我们发现# 在过去的十年中# 就业模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签订稳定
的全职就业合同的就业岗位在全部就业岗位中的占比不足9QI# 而且这一状况没
有发生明显的改善' 此外# 过去呈现的趋势如果延续下去# 在未来数年中# 稳定
就业关系在全部就业关系中的比例将会更小'

工作模式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总需求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和生产率
之间的整体关系' 工作性质的改变会加剧全球需求疲软和就业创造缓慢之间的恶
性循环风险# 而这种恶性循环一直主导着整个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以及许多国
家的劳动力市场' 国际劳工组织的估测显示# 全球就业缺口所产生的工资差额达
到全球总产出的约9D7V' 不过# 随着工作形式以及工作场所安排的不断多元
化# 如果不充分考虑工作质量以及工作者收入保障等因素而单纯实现就业增长#

可能会导致无法为总需求提供强大和持久的支持'

上述考虑因素为政策决策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本身提出了很多问题' 首先# 应
该确定正在出现的工作模式的多样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如新
技术的崛起( 生产分散化进程以及与其伴生的价值链演变' 本报告中给出的佐证
似乎表明# 全球价值链的蔓延与工作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生产力的提高相关!但这
并不一定导致在上述价值链中就业的工作者的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 不同国家
的就业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 这表明各国政府( 企业和工作者对所创造的就
业类型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其次# 不同就业类型对个人福祉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影响也需要虑及' 本报告
显示# 处于非标准就业形式的工作者的平均工资往往低于那些拥有稳定工作的工
作者' 此外# 非正规就业( 未经申报和临时工作安排以及非自愿兼职工作的兴起
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78年中
均出现了这种情况'

更加多样化的工作安排的存在也为社会对话和社会凝聚力提出了问题' 工作
者的就业类型存在差别# 而企业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也各有不同' 在这种多样
化的情境下# 工作者和雇主的组织安排变得愈发具有挑战性'

再次# 政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问题在于如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为各
种就业类型提供充分的劳动和社会保障' 由于全球就业和社会条件在变化的经济
状况中发生转变和逐步发展# 所以需要制定能够响应预计变化的政策' 在此方
面# 本报告记录了许多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政策创新'

上述国家的经历表明# 在提高生产率和增进技术创新的同时# 为女性和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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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体面就业机会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种多变的环境下# 各国需要对社会保障做出进一步的变革' 如采取措施
使个体经营者以及那些处于其他就业形式的人参与社会保障计划' 延伸非缴费型
!,#, H0#,-$1=3-#$*" 机制是扩大覆盖范围的一种可能方式# 尤其是针对那些处于
标准就业之外的工作者# 特别是那些个体经营者'

本报告还特别关注了劳动力监管针对工作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改变#

并显示# 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就业保障立法' 在一些案例中#

保障水平近年出现下降# 但并未起到促进就业产出的作用' 总而言之# 本报告指
明了监管与具体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的重要性'

第98I届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召开在即# 我希望本报告中所提供的调查结果能
够帮助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做出努力# 基于可持续性企业以及为所有人提供体面
工作的原则改善经济和社会效果'

盖伊,莱德!U3*W*&+$"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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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詹姆斯,霍华德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和建议# 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审查组于789:年9月9I*9:日召开会议# 对本报告进行
讨论' 我们对其成员为我们提供的深刻见解和建议表示感谢# 其中包括阿斯马,

洛朗,科佳教授( 贾亚提,高希教授( 杨格*苏克,纳姆教授( 乔斯,安东尼
奥,奥坎波,加维里亚教授和阿兰,苏皮尔特教授'

国际劳工组织非洲( 阿拉伯国家( 亚洲( 欧洲和中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的区域办公室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部门主任为本报告提供了反馈意见# 我们在此谨对他们表
示感谢' 他们是$ 就业政策部的阿兹塔,贝拉尔,阿瓦德) 数据统计部的拉斐
尔,迪茨,德,麦地那) 国际劳动标准部的克里欧佩特拉,敦比亚*亨利) 社会
保障部的伊莎贝拉,奥尔蒂斯) 治理和第三方部的穆萨,奥马鲁) 企业部的彼
得,伯申) 工作条件和平等部主任曼纽拉,托梅伊) 以及行业活动部的艾雷特,

凡,鲁尔' 此外# 经济和社会问题政策总干事特别顾问桑基恩,李以及789A年
国际劳工大会全球供应链问题特别工作小组也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最后# 我们要对研究部的同事以及其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意见和编撰建议的
国际劳工组织同事表示感谢# 包括$ 德拉古斯,阿德斯卡里泰( 玛利亚,阿勒科
斯因斯卡( 帕特里克,贝尔塞( 亚尼内,伯格( 帕特里克,布林( 薇若妮卡,埃
斯库德罗( 法利德,赫加齐( 萨米尔,哈提瓦达( 戴维,库塞拉( 斯蒂芬,库
恩( 菲利普,马克丹特( 桑托,米拉斯( 玛利亚,德洛丽丝,蒙特欧,库尔(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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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瓦,洛佩斯,莫雷洛( 伊姆加德,纽布勒( 爱丽丝,欧德拉古( 克莱门特,皮
革纳蒂( 那伦,普拉萨德( 丹,里斯( 阿里安娜,罗西( 凯瑟琳,扎格特( 沃尔
夫冈,肖尔茨( 戴维,赛里格森( 约翰娜,希尔万德以及艾米丽,希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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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由于目前全球经济未能创造出充足的工作岗位# 就业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
化'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789I年全球失业人口达到了7D89亿# 比788G年金融
危机爆发之前多出J888万'

" 而且# 每年全球劳动力市场新增I888多万劳动力#

事实证明# 为这些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已成为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 在失业潮四处
蔓延之际# 就业关系也面临着重大转变# 这带来了更多挑战'

就业关系的安全性有所下降""

本报告显示# 目前的就业正在偏离标准就业模式) 在标准就业模式中# 工作
者在与雇主形成的依赖性雇佣关系中赚取工资# 具有稳定的全职性工作' 在发达
经济体中# 标准就业模式的主导地位正在不断减弱'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尽管对雇佣合同和关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强化# 但非正规就业在许多国家依然普
遍# 而且# 在全球供应链的最底层# 期限非常短的合同以及不规则的工作时长正
在变得日益普遍!参见本报告的第一章和第五章"'

当前# 工薪就业在全球就业中的份额仅为大约9Q7# 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
南亚地区# 该份额仅为78V'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 工薪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
势# 逐渐偏离传统模式' 另一方面# 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之外的自营工作和其
他就业形式正在兴起'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提高工薪就业比例的历史趋势
正在减缓'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 非正规经济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以及无报酬家
庭工作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

此外# 在工薪工作者之中# 也正在出现新的发展动态' 从事长期全职工作的
工薪工作者的比例不足I:V# 而且这一比例似乎还在不断下降' 也就是说# 在
全球范围之内# 将近A8V的工薪工作者处于工薪就业的兼职或临时工作模式之
中' 在工薪就业的临时和兼职工作模式中# 女性所占比例偏大'

简言之# 由于仅有不足9QI的工作者的就业状况符合标准就业模式的特征#

在当今的全球就业中# 标准就业模式的主导性正在不断弱化'

""造成了需求不足# 产出降低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就业关系中不断发生的转变有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它为劳动收入和生
产率差距的不断扩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并且在全球大部分地区# 生产率的增
长速度要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 这进而导致了总需求不足# 而这种局面自从
危机爆发以来呈现迁延态势' 据本报告估测# 失业导致全球需求减少JDF万亿美
元# 劳动收入增长滞后以及这两者对消费( 投资和政府收入造成影响'

此外# 就业关系的改变可能也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第二章"' 尽管各国的
情况有所不同# 但总体而言# 标准就业形式的报酬优于其他工作类型***而且在
过去的十年中# 两者之间的差距出现扩大趋势' 临时和非正规工作者( 兼职工作

"

789A年7月出版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789:年趋势& 中文版中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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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无报酬家庭工作者多为女性# 贫困和社会排斥对其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为围绕标准就业模式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带来了重大挑战$

就业关系转变和新的工作形式蔓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新技术以及企业组
织生产的方式的改变' 对大多数工作者而言# 实现标准就业模式变得愈发困难'

因此# 公共政策不应仅关注推动非标准就业安排向全职的长期依赖性就业转
变' 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考虑如何确保为处于所有就业类型中的劳动者提供充分
的保障' 本报告探讨了社会保障和就业监管规定在这方面的作用!第三章和第四
章"'

在工作性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应制定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政
策""

!!孱弱的社会保障覆盖以及针对那些持有正规就业合同的劳动者在许多福利方
面设置的限制削弱了社会保障体系对大部分劳动力人口的影响和潜在贡献' 因
此# 应对现行规定进行审视# 将处于变化之中的工作模式纳入考虑因素' 如本报
告所示# 许多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且为这一进步提供了可能的
蓝图' 在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地方# 就有机会从一开始便覆盖各种不同的工
作形式' 而在那些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完毕的地方# 则需要更新现有的资格要
求和覆盖面# 以便更为精准地反映劳动力的构成'

上述政策创新有助于通过创建新的缴费型!0#,-$1=3-#$*" 社会保障( 简化注
册和税收征收流程以及针对社会保障体系缴费给予补助等方式将法定社会保障
!有些情况下是有效的" 扩展至那些非标准形式的工作' 例如# 在阿根廷( 巴
西( 中国和南非# 社会保障的创新形式业已帮助处于弱势就业状态的工作者改善
了收入保障情况' 在许多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 政府一直在采用各种社会保障和
劳动力市场政策组合# 并实现了正规就业的增长'

尽管存在上述积极的趋势# 处于不同就业类型的工作者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依
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例如# 个体经营工作者的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以及处于非标
准就业形式的工作者!大部分为女性" 的养老金领取仍然不甚规范'

""必须对劳动法规进行调整% 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就业形式$

本报告发现# 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调整和扩展就业法规的覆盖范围来应对不
断变化的就业模式' 在有关个体经营( 兼职工作( 固定期限就业和派遣工作的立
法领域已经有了显著改进' 本报告分析结果显示# 在我们所分析的大部分国家
中#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 上述领域的劳动法规的保障能力实现了稳步增长# 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平等待遇/ 立法的引入# 因为该立法要求对处于非标准
就业和标准就业形式的劳动者提供相同的保障' 尽管如此# 在未能与时俱进的或
不到位的法律框架未能充分反映工作不断变化的性质时# 仍有很大数量的工作者
被排斥在社会保障法律的覆盖范围之外' 此外# 近年来在一些国家# 尤其是在欧
洲# 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被双双降低# 其目的在于刺
激就业增长'

不过# 本报告针对劳动法规与失业等关键劳动力市场指标之间关系的分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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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降低劳动者的保障水平并不等于减少失业' 事实上# 本报告的研究结果表
明#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 那些弱化就业保障法律( 设计欠佳的变革措施可能会对
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起到事与愿违的作用' 显然# 在这一政策空间# 并不存
在.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方法' 恰恰相反# 对基于具体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
相关效果而非意识形态来精心设计的方法# 存在明确的需求' 如果社会对话能够
帮助寻找前行之路# 那么这一目标就更有可能达成'

全球供应链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 但就业质量和社会升级改造需要
付出额外努力$

!!本报告还考察了全球供应链在改变就业模式方面的作用!第五章"' 据估
计# 大约五位工作者中就有一位就职于全球供应链中' 行业分析表明# 参与全球
供应链与更高的生产率相关# 但在发展中经济体中# 其影响相对较弱' 行业分析
还显示# 一般而言# 在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行业中就业的工作者所赚取的工资与较
少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工作者的工资相仿' 总体来说# 生产率和工资未能实现同步
的增长表明# 在一段时期之内# 附加值进入工资的比例有所下降# 这导致了工资
份额的下降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某些全球供应链中所存在的激烈竞争以及较短的产品周期也导致了工作者合
同安排和工作时间的缩减'

上述特征使社会对话和劳动力市场治理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尽管企业社会责
任举措日益增多# 但还需要迈出更为大胆的步伐' 因此# 在这方面# 国际劳工组
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势在必行' 必须采取提高技能( 培训和教育等积极的劳动力
市场政策来确保通过其他就业机会来弥补技术和供应链全球化所造成的工作机会
损失' 在供应链的最末端# 既需要劳工规则也需要强制实行' 更广义而言# 从基
准标准起步的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对确保整个供应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步发展
至关重要' 这是向上融合# 而非向下融合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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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兴就业模式$ 全球和地区趋势#

引言
从全球经济危机初露端倪到现在为止# 已经接近八年了' 尽管在7898年至

7899年之间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 但最近全球失业状况加剧# 到789I年失业
人口预计已达到7D89亿' 此外# 还存在严重的不充分就业# 在许多新兴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尤甚' 国际劳工组织在其%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789: 年趋
势& 报告中强调# 危机爆发之后# 全球就业恢复至今一直处于不均衡和脆弱的
状态'

除上述最新趋势之外# 还需阐明就业模式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以
考量未来更长远的转变# 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顾过去78年间全球就业和劳
动生产率趋势并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第一节" 之后# 本章探究了就业模
式的多元化!第二节"' 本报告试图更加清晰地了解工作和工作场所组织形式上
的变化如何对企业( 工作者以及更加广泛的职场# 乃至对可持续的就业促进型经
济增长前景产生影响' 最后# 本章对报告的其他内容进行了介绍!第三节"'

第一节!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就业缺口) 在发达经济体最为严峻* 近年来女性的境遇最为不利
在全球层面# 自7899年以来# 就业增长一直停留在每年约9DIV的水平' 这

一增长水平比危机期间!788G*7898年" 有所好转# 当时的平均就业增长仅为
8DEV# 但是依旧远低于7888年至788F年间9DFV的年增长率' 尽管就业增长下
降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趋势# 但即便将该因素考虑在内# 各地区就
业增长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这种情况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地区尤为突出' 在上
述地区# 自788G年以来年均就业增长率仅为8D9V# 而在7888年和788F年之间
则达到8DEV'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比较危机前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趋势!考虑到人口统
计学方面的变化" 和自危机开始以来实际观察到的趋势# 通过估算获得了全球就
业缺口# 该缺口在789I年达到A988万' 也就是说# 789I年全球就业人口总数比
危机前就业增长趋势延续的情况下减少了A988万'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789:年趋势& 报告中指出# 全球就业缺口中大约有一半源自劳动力参与率的意
外大幅下降# 很大数量的怯志工作者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

帕特里克,贝尔塞和克里斯丁,索贝克为本章中给出的工资差距计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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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按年龄组和性别划分的全球和地区就业缺口* !""(年和!"#)年

注$ 关于国家分组表# 参见附录S'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基于%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计算'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就业缺口在全球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人口统计学群体
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图9D9给出了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六大地理区域按照年龄
和性别划分的就业缺口估计值' 根据该图# 789I年全球就业缺口中约有F9V是
由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就业情况造成的# 上述两大地区的劳
动力人口共占全球劳动力人口的约F8V'

不过# 通过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发现#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的就业缺口问题要比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严重许多' 尽管789I年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在全球劳动力人口
中仅占9:DIV# 但其在全球就业缺口中的比例超过了JFV' 788E*789I年# 全
球就业缺口:8V的增长来自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就业缺口的扩大' 与此同时# 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总人口的::D9V# 但789I年该地区在全
球就业缺口中的比例仅为JIV左右'

对按照年龄和性别划分的估计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789I年全球就业缺口
中接近FJV源自女性!主要是成年女性" 就业机会的不足# 而女性在全球劳动
力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约I8V

"

' 全球女性就业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印度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人口的急剧下降# 这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总体就业缺
口产生了显著影响'

$

在788E年至789I年之间# 许多地区女性失业状况的好转也相对较为缓慢'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女性失业率在此期间下降了8D9个百分点# 而男性失业率
则降低了8DE个百分点!表9D9"' 788E*789I年# 欧盟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均
出现了上升# 但女性失业率的上升幅度相对更大' 在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
外的全球所有地区# 女性失业率趋势相比男性均更为严峻'

"

$

在本章中# .青年/ 指年龄介于9:岁至7I岁之间的人群) 而.成年人/ 指年龄在7:岁及以上的人群'

凯普索斯等人!X.)6#6等人# 789I" 发现# 尽管上述下降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家庭调查难以对无报酬家庭工作
进行准确计量# 但印度女性就业缺口主要源自劳动力市场中职业隔离和歧视所造成的印度女性工作机会的相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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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全球和各地区按性别划分的失业率* !""*年% !""(年% !"#+年和!"#)年"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年!""(年!"#+年!"#)年 变化*

!""(!!"#)年!""*年!""(年!"#+年!"#)年 变化*

!""(!!"#)年
全球 :D7 AD9 :DF :DF H8DI :DE AD: ADI ADJ H8D7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DA GDG GDA FDG H8DE AD9 FDE GDI FDG H8D9

欧盟 !"! #"$ %$"# %$"% %"% &"# '"# %$"# %$"( %")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
盟" 及独联体 GDA 98DA GD8 GD8 H7DA FDG ED7 FD: FDI H9DG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ID7 IDA IDJ IDI H8D7 JDE ID7 ID9 ID7 8D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D: ADJ :D7 :D: H8DF ED8 EDI FDG GD9 H9DJ

中东和北非 GDF GD7 ED8 ED9 8DE 9GDF 9EDJ 79DJ 79DJ 7D8

撒哈拉以南非洲 ADE FD9 ADE ADE H8DJ GDG GDG GDA GDF H8D7

注$ 参见附录S中的国家分组清单' .变化/ 一栏中的数字表示百分点变化#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可能不能完
全精确对应年度失业率栏中的数字'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计算'

不充分的经济增长抑制了就业机会的产生++

就业增长的放缓可能源自经济增长的减速# 产出( 就业和生产率之间关系的
改变或者上述因素的结合' 本小节主要通过衡量经济增长的.就业强度/ 这一
指标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该指标对在某选定期间产出增长发生9个百分点的
变化所带来的平均就业率的百分比变化给出了数值估计***即就业针对产出的弹
性# 在本文中称之为.就业弹性/'

三个历史时期!9EE9*9EEE年# 9EEE*788F年以及788F*789I年" 的就业
弹性趋势显示# 全球的增长就业强度变化并不显著$ 9EE9*9EEE 年的平均值为
8DJ:) 9EEE*788F年略有下降# 达到8DJJ) 在788F*789I年的危机和恢复时期
又稍降至8DJ7'

" 这样# 在上述时期#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UTC" 每增长一个百
分点# 就业增长率介于8DJ7V至8DJ:V之间'

$ 这样看来# 危机后时期全球疲弱
的就业状况并非源于就业强度本身的显著下降' 事实上# 就业表现走弱似乎反映
了全球经济增长远逊于危机前时期这一事实'

不过# 从细分角度来看# 在此期间在就业强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尤其是在
发达经济体中' 图9D7给出了在上述三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组别和发达国家组别的
就业弹性估计值以及平均UTC增长率' 总体而言# 在发达经济体中# 788F年至
789I年的危机和后危机时期的就业弹性最大# 但该时期的整体就业增长率则比
其他两个危机前时期要疲弱很多' 原因在于# 该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8DFV# 比危机前时期低大约两个百分点' 与全球状况相同# 在发达经济体中#

总体而言# 关键问题并非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强度降低# 而是经济增长不充
分# 无法加速创造就业和避免就业缺口的扩大'

在发展中经济体# 较为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有所不同的模式# 在上述三个时期

"

$

总就业弹性的计算基于各国的就业弹性# 并按照劳动力规模进行加权' 各国就业弹性通过就业对数针对产出
对数的双变量回归来计算得出'

应注意到就业弹性也给出了产出*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对于给定的经济增长率而言# 就业弹性的增长对应就
业强度的增加# 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要大于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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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组别在部分时期的就业弹性和,-.增长率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计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数据库# 789I年98月'

内所体现的就业强度方面的变化较小' 在9EE9年至9EEE年这段时期# 实现了最
具就业密集性的增长!就业弹性为8DJA"' 不过# 在9EEE年至788F年期间# 经
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综合表现显著提高# 年平均经济增长加速# 达到ADIV !在
9EE9年至9EEE年期间为JDEV"# 而就业强度也仅出现了小幅下降' 在危机和恢
复期# 发展中世界的就业强度有所下降# 就业弹性下降至8D7E# 而经济增长率下
滑了9D7个百分点'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全球需求不足++

近期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全球总需求不足' 尤其是# 劳动力
收入和生产效率之间的脱节加剧# 可能对私人消费和全球需求产生了影响# 并进
而降低了私人投资' 可能已经出现了恶性循环# 需求降低影响了产出和就业# 并
进一步抑制了需求' 事实上# 如果就业下降或者其增速低于正常状况# 则工资总
额会受到负面影响# 并进而对家庭消费及总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将包含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缺口估算的各国就业缺口估算值与国际劳工
组织的全球工资数据库中的工资估算结合起来# 我们有可能获得由全球就业缺口
导致的全球工资总额的减少!附录O详细描述了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 由于全
球工资额反映的是全部就业人数乘以平均工资的总和# 所以# 请注意# 该估算值
仅考虑了全球就业增长率下降所导致的全球工资总额的缩减# 而没有考虑自全球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工资增速减缓这一情况' 在整个危机和恢复期间# 劳动力
市场的疲弱加剧# 大多数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减缓# 在一些受危机打击最大的国
家中# 平均工资出现下降'

"

全球就业缺口对工资总额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 如表9D7所示# 789J年的全
球就业缺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约9D79G 万亿美元的工资缩减!按购买力平
!!!!

"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全球工资报告$ 789IQ7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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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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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和各地区由于就业缺口导致的工资损失估计值* !"#+年国际美元"#"亿#

工资缺口*

男性
工资缺口*

女性
工资缺口*

所有性别
全球 A7E :GE 979G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J9 J:G GGE

!欧盟 *'% %'! (!&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IA :8 EF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J: 99I 9I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HI 7F 7J

中东和北非 F 9A 7J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9I 7J JF

注$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数字有可能无法精确加总'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基于%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计算)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 数据库'

价"'

" 这相当于全球年度总产出的约9D7V# 或者全球总消费的约7V'

$ 从地
区角度来看#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的工资缺口在全球总工资缺口中的比例为FJV#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占97V# 其他地区的比例约为9:V'

'

工资收入减少对于全球UTC下降产生了哪些影响- 如果不存在当前的全球
就业缺口# 789J年的全球工资总额应比实际观测水平提高9D79G万亿美元' 由于
工作者通常会花费掉其工资收入的很大部分# 所以在估算工资对整体UTC的影
响时需考虑重要的乘数效应' 也就是说# 通过降低全球就业缺口来增加工资总额
会导致家庭消费增加# 并进而增加收入# 不仅会增加直接获益的工作者的收入#

还会增加整个经济体中众多企业和工作者的收入# 因为通过销售更多的商品和服
务# 企业和工作者会实现更多的利润和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收入后# 这些公司和工作者将有能力增加支出和投资#

从而提供更多总收入和收益' 简言之# 该情境所体现的是就业增长疲弱( 消费支
出和企业投资减缓以及整体经济增长疲软所形成的恶性循环的反转# 而这种恶性
循环在危机迁延期间一直主宰着全球经济' 乘数效应以及弥合全球就业差距所
带来的工资增长( 消费增加( 利润和投资水平提高所形成的良性循环估计将会为
全球UTC带来JDF万亿美元的增值***相当于全球产出值一次性猛增JDAV'

(

重要的是# 上述估值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 即投资的主要限制存在于需求

"

$

'

(

在本章中# 全部全球工资缺口估计值所使用的单位为经购买力平价!CCC" 调整过的定值国际美元# 基准年
为789J年'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全球UTC估计值!按789J年购买力平价" 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
展指标& 数据库的7897年全球消费在全球UTC中的份额估计值'

除就业缺口外# 工资增速降低也对全球工资总额缩减产生了显著影响' 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欧盟而言# 与危机
前!7888*788F年" 平均年工资增长率在788G*789J年期间继续保持的情境相比# 估计危机和危机后时期工资增长
减速造成该地区789J年工资总额下降IG:8亿美元' 这相当于该地区因就业缺口工资总额下降的::V# 如表9D7中所
示'

为了对消除就业缺口所带来的全球产出增长进行估算# 我们将平均消费倾向!SCB" 的全球预估值应用于就
业危机所导致的国民工资损失估值' 我们采用了8DF:的SCB值' 即我们所采用的假设是# 弥合全球就业缺口所额外增
加的每9美元工资中有8DF:美元将用于消费# 8D7: 美元将用于储蓄' 采用8DF8 的SCB值# 计算可得全球产出增长
7DGI万亿美元# 而采用8DG8的SCB值则会得出全球产出增长IDGF万亿美元' 通常认为# 上述取值范围较为保守# 因
为历史数据表明# 在那些具有可用数据的国家# 净家庭储蓄率通常低于98V !789J年欧元区的平均估值为FDGV左右)

美国的估值为ID:V"' 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家庭储蓄率***预测# 网址为$ K--)$ QQLLLD#+0& H1%1=$.$*D#$>Q+0#Y

,#(106QK#36+K#%& H6.Z1,>$.-+6H@#$+0.6-6[ 78FIJGI\H-.=%+F !789:年I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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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0!!"#+年全球就业缺口导致的全球工资损失估值* !"#+年国际美元"万亿#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计算)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 数据库'

端# 而非由于利润率较低!;<2# 789J."' 更为常见的假设是# 世界经济的运行
远未达到满负荷# 而那些有助于恢复生产与其产能之间关联的传统机制并未充分
发挥作用***比如# 由于限制货币政策效率的流动性陷阱'

也可以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整个恢复期间工资缺口的演变过程进行估算!图
9DJ"' 由就业缺口产生的全球年度工资损失从788G年的不足9A88亿美元跃升至
788E年的E788亿美元# 在7898*7897年期间又增至每年9D9万亿美元以上# 并在
789J年超过了9D7万亿美元' 在788E年危机最为严重的这一年# 男性的工资损失占
工资损失总额的三分之二) 不过# 在恢复期# 由于女性就业增长率降低# 该比例日益
提高# 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几个地区中# 女性的相对劳动力市场恢复情况较弱' 总之#

在788G年至789J年期间# 全球就业缺口所导致的工资损失估计达到:DFGE万亿美元'

工资收入缺口对国民收入的劳动分配比例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章对此
进行了详细探讨"' 对于全球整体而言以及从地区角度看# 可以对7899年工资缺
口!未经调整" 对国民收入的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进行估算'

" 在全球层面上#

据估算# 工资缺口导致劳动收入分配比例下降8DF个百分点!表9DJ"' 在发达
经济体和欧盟# 下降幅度为9个百分点)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的下
降幅度为8DA个百分点)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8DJ个百分点'

以上对全球工资缺口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中可以看出# 危机引发的就
业岗位损失以及经济恢复期间全球就业岗位创造的疲弱局面为全球经济投下了阴
影' 总需求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消费渠道遭受了严重损失' 与此同时# 上述分析也
表明# 通过劳动收入分配渠道# 劳动力市场的疲弱对经济恢复期间许多国家中出
现的不平等加剧现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生产率趋势所致++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 生产率增长可能出现了下降# 并对上述疲弱的经济增长

"

一般说来# 未经调整的劳动分配比例是指雇员薪酬占全部附加值的比例# 两者均为名义上的数值' 调整后的
劳动收入分配比例将!个体经营工作者" 的劳动所得的正面贡献考虑在内'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报告$

7898Q7899年& !技术附录;;"# 其中有对调整后和未经调整的国民收入劳动分配比例的说明' 本分析中的工资估计不
包括雇主缴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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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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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和各地区在存在和不存在全球就业缺口情况下的
国民收入劳动分配比例"未经调整#

劳动分配比例
"百分比#

不存在就业缺口时的
劳动分配比例"百分比#

差异
"百分点#

全球 IIDE I:DA 8DF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7DI :JDJ 9D8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IADA IFD7 8DA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I7DG IJD9 8DJ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JED7 JEDI 8D9

中东和北非 7:DJ 7:DA 8DJ

注$ 由于劳动分配比例数据有限#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估值未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计算)

国际劳工组织# %全球工资& 数据库'

表现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 一个国家内部的平均生产率趋势与就业和产出趋
势紧密相连$ 就业人数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每个工作者的平均额外产出数量"

共同决定了整体经济增长动态' 因此# 与就业模式一样# 劳动生产率趋势也是长
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

生产率增长是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 的前提
条件' 在企业或者国家层面# 生产率可通过各种途径提高# 包括增加固定资本投
资( 改善基础设施( 进行结构转变( 加速创新和技术发展( 采用更加高效的商业惯
例( 提高工作者的教育和技能水平( 改善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状况以及促进工作场
所中更加有效的社会对话' 在企业层面#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劳动
生产率提高# 企业利润将增加' 增加的利润可用于为企业工作者提高工资水平# 降
低企业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对消费者有利" 以及Q或者为企业主提高利
润' 如何将增加的利润用于上述目的是各种体制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率的提高可使企业利用更少的工作者来生产相同!或甚至更多" 数量
的产出# 这将导致就业人口的缩减' 生产率增长确实会减少工作岗位# 尤其是在
那些受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新兴技术影响最大的行业和职业当中!专栏9D9"#

但生产率增长也是创造新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减轻上述.创造性破坏/

负面影响的重要议题包括确保劳动者具备抓住就业机会所需的技能# 确保经济体
产生足够数量的新的体面和生产性就业机会# 以及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那些
受到负面影响的人员提供充分的保障'

当我们考察全球总体生产率趋势和就业增长趋势时# 我们会发现# 在7898

年至789I年经济恢复时期#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恢复速度要明显快于就业增长率
!图9DI"' 危机前时期的全球劳动生产率增幅为平均每年9D:V# 在危机蔓延的
数年中降至H9D8V# 不过在7898年至789I年期间又反弹至9DIV'

在发达经济体# 危机期间生产率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双双跌入负增长) 不
过# 在经济恢复期间# 生产率的反弹势头要大大高于就业率增长' 在发展中世
界# 总体来说# 在危机蔓延的数年中生产率保持正增长并在恢复时期加速增长#

达到了JDFV的年均增长率# 这一增长率相比危机前ID9V的年均增幅有所减缓'

"

$

参见U#$&#, !7897" 和U#$&#, !789I"# 其中有关于美国生产率增长下降的讨论'

本章中的.劳动生产率/ 指标是指每个劳动者的产出'



++"""

!"#$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

专栏
),)

!

技术和工作$ 零和游戏,

!!有关.未来工作/ 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技
术的作用' 诚然# 自动化和创新在日常服务和生
产中方兴未艾# 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由微芯片和
计算机技术支撑的工业革命'

技术和创新与价值增值和增长密切相关# 所
产生的财富积累可用于研发领域的再投资# 并进
一步提高创新主导的生产率' 当前# 我们可以在
各种技术领域看到此类进步# 如在绿色和能源技
术领域( 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领域( 纳米技术和
材料科学领域( 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科学领域' 所
有上述发展为创业和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也在
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如降低价格和碳排
放"'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789J."# 过去十
年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 创新型新
建公司提供了接近一半的就业机会' 此外# 国际
劳工组织!789I0" 引用了.数字化泰勒主义/ 概
念!O$#3,等人# 7899"#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 服
务业中的新技术可通过外包推动进一步的就业增
长' 然而# 尽管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众多# 但还有
很多人被排除在外'

在最近的数十年中# 技术创新# 尤其是先进
的自动化技术一直在帮助完成日益复杂的任务并
进而取代技术要求更高的工作岗位# 这种态势目
前依然有增无减' 例如# 近年来# 数字化技术的
!!

应用明显缩减了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就业机会# 同
时对金融( 医疗以及法律等要求高技能的服务领
域也产生了影响' 在发达经济体中# 上述技术上
的进步对那些在技术领域具有高技能的人士( 就
职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掌握财富和资源的人有
利# 却为那些身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带来风险
!参见;<2# 789J="' 奥特尔!S3-#$# 789I" 认
为# 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 技术进步扩大了高
技能( 高工资工作者和低技能( 低工资工作者之
间的差距'

然而# 试图阻止技术进步的潮流也不是一个
可行的策略# 因为这种做法会限制生产率的提高
和产出的增长' 事实上# 问题在于各种政策如何
能够有效实现效益# 并同时确保为那些受到负面
影响的人提供各项保障以及实现经济体和劳动力
市场上的包容性' 例如# 斯蒂格利茨! /-1>%1-?#

789I" 指出# 市场重组响应技术快速变化的速度
通常较慢# 这导致了长期的高失业率和不平等状
况的加剧' 此外# 尽管创新和技术有能力产生大
量净收益# 但在实践中# 重新分配实际上很少能
够充分进行' 因此# 政府有责任创造一个有利于
创造体面工作机会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环境' 政
策响应是复杂的# 因为需要考虑就业关系的不断
转变# 本报告将对这种情况进行详细探讨'

图
),#

全球%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部分时期的年均生产率和就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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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经济结构和企业规模-

在上述生产率趋势中#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在劳动力的行业分布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 我们考察各国生产率水平及其就业的行业分布之间的关系时发现#

农业的就业份额与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 生产率水平与服
务业的就业份额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生产率和工业的就业份额之间存在略微弱一
些的正相关关系!图9D:"'

"

图
),$

最近一年各国生产率水平"每个工作者的产出对数* 以!""$年定值
美元计# 与各行业和不同状态组别的就业分布对比

注$ W平方估计值对应散点图$ 农业!8DG8"( 工业!8D7E"( 服务业!8DFG" 以及工薪就业!8DFE"' 图中:IV

的观测值对应789J年' G8V的观测值取自7898年至789J年# 其余78V观测值取自7898年以前'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国际劳工组织#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X;<]"# 第八版'

"

工业的就业份额和平均生产率水平之间较弱的相关性体现了各国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方面的较大差异# 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 小规模工业企业成为常态# 在最不发达国家尤为如此' 与此同时# 尽管总体而言服务行业工作者所占份
额与平均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但在不同的服务子行业中# 平均生产率水平和就业质量通常差异很大'

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的程度以及转型的类型在决定其整体生产率水平方面均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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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所有经济体按企业规模等级划分的生产率* 美元1雇员"千美元#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创业一览&# 789J='

在各个国家中# 工薪工作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份额也与平均生产率水平存
在很强的关联性***这反映了自营工作者和无报酬家庭工作者的平均生产率水平
较低# 而这两部分群体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比例持续保持在F8V以
上# 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这一比例超过I8V# 在东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 这一比例超过J8V' 除了生产率水平和平均收入较低以外# 与工薪工作
者相比# 上述两个.弱势就业/ 群体的工作者从社会保障体系获益的可能性要
小很多!第三章"# 也更加难以组建工会并从集体谈判中获益' 特别是在南亚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弱势就业群体的比例居高不下# 而工
薪工作者所占比例的增长极为有限# 这成为上述地区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生产率
水平较低的关键因素!图9D:"'

决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在不同规模等级中的分布情
况' 大型公司比例较高( 大型公司就业人口比例较高的经济体通常具有更高的人
均UTC水平# 因而也具有更高的平均生产率水平'

" 在具备可比数据的9F个发
达经济体中# 有9I个经济体的大型公司!雇佣7:8名或以上员工" 保持着最高
的工作者人均产出水平!图9DA"' 在上述9F个经济体中# 有9J个经济体的最
小规模公司的生产率处于最低水平' 在全部国家样本中采用简单平均值# 规模最
大公司的工作者人均产出水平几乎达到规模最小公司的7倍# 并达到雇佣78*IE

名员工的中等规模公司的9DJ倍'

除了受益于可实现更为高效生产的规模经济# 大型公司享有更好的融资渠
道# 并在培训员工方面投入更多!图9DF"' 事实表明# 大型公司通常具有更高
的平均生产率水平# 除此之外# 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中来自9JI个发展
中国家的最新可获得数据# 雇佣988名或者更多员工的公司的生产率增长水平高
于中小型公司# 大型公司的生产率年增长率平均为JD7V# 与此相比# 中型公司
!员工人数在78*EE之间" 的增长率为9DJV# 而小型公司!员工人数在:*9E

之间" 的增长率为9DFV' 如果这种局面保持较长时间# 这一生产率增长差异会
为大型公司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 因为大型公司更加有可能实现盈利能力的增长
并有能力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吸引顶尖人才'

"

参见C#60K4+# !789I"# 获得更多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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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最近一年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按企业规模等级划分的公司特征"百分比#

注$ 包括9JI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提供中值数据'

#

表明仅可获得制造业公司的数据# 包括98E个国家的数据'

资料来源$ 企业调查!K--)$ QQLLLD+,-+$)$16+63$Z+*6D#$>"# 世界银行'

在仅具备制造业公司数据的部分国家#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 即在三个企业
规模群组中# 规模较大的公司具有最高的无技能生产工作者份额# 而规模最小的
公司中的无技能生产工作者的份额最低' 具备更高平均生产率水平( 更高生产率
增长率# 同时具有更高无技能工作者比例说明大型公司的生产更加具有资本密集
性和技术密集性!本报告第五章详细探讨了企业动态# 并主要侧重于全球生产模
式"'

在全球总需求疲弱以及发达国家就业缺口持续存在且尤为严重的背景下# 上
述针对劳动生产率趋势的分析表明# 与发展中地区相比# 发达地区面临不同的挑
战# 其政策侧重地区也有所不同' 在整个发达经济体中# 与就业增长相比# 生产
率增长恢复相对强劲# 同时总需求持续疲弱# 这表明需要采用促进就业的政策#

同时加强生产率增长和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联系' 发达经济体如果希望实现持久
的经济恢复# 需通过实现消费增长来促进总需求的提高# 这将继而要求扩大就业
并提高工作者的购买力'

在发展中地区# 近期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表明# 需要采取政策# 提高生产
率# 促进投资# 支持富有成效的结构转型并加速经济增长# 如通过采用提高国
内需求的政策' 上述政策包括投资于教育和培训( 基础设施投资( 加强社会保
障体系以及有关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的政策' 各项政策应力图为企业提供有利
的环境# 如为小型企业提供支持# 使其能够更好地管理与大型公司相比所面临
的一些劣势'

第二节!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工作模式的变化# 以便更加清晰地阐明第一节中所谈到

的各种趋势' 工作模式确实很可能对总需求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和生产率增长之
间的总体关系的变化趋势产生影响' 比如# 如果整体就业增长源于无报酬家庭工
作者人数的增长# 则与由工薪工作者人数增长带动的就业增长相比# 在消费(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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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和总需求方面均会出现不同结果' 本节的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工作类型的
模式'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贫困和脆弱性在全球工作者之中依然普遍
存在
!!789I年# 全球工作者中有9QI的人与其家庭成员每天的生活标准不足7美
元# 98V的工作者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每日人均家庭消费不足9D7:美元' 上
述数字已经体现出巨大的进步# 因为在十几年前# 全球工作者中有一半生活在7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先看一下发展中国家' 789I年# 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的工作者生活在贫困
或接近贫困之中# 7GV的工作者生活在7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还有7:V的工作者
的每日人均消费介于7美元和I美元之间!表9DI"'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789I年G8V的工作者生活在贫困或接近贫困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在过去的78年中# 发展中国家在降低工作性贫困方面成绩斐然# 但发展中国家
刚刚脱离贫困线!7美元至I美元之间" 的工作者的比例总体上出现上升# 大部
分发展中地区均为此种情况' 也就是说# 尽管在降低贫困工作者比例方面取得了
非常良好进展# 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依旧处于贫困状态或徘徊
在贫困边缘' 上述趋势表明# 贫困和脆弱性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还将继续存在'

表
),#

!

#((#年% !"""年和!"#)年部分地区生活在贫困状态"不足!美元# 和接近贫困状态
"介于!美元和)美元之间# 的工作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贫困
"不足!美元#

接近贫困
"介于!美元和)美元之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发展中世界 AGD7 ::DE 7GD8 9IDJ 77D: 7:D7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AD8 98D: 7D9 9AD7 7IDF 98D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9AD: 9:DJ :DJ 77DA 77D9 9JD7

东亚 G:D8 :AD8 99DI 99D9 7FDJ 79DF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FID9 AID8 7JDE 9IDF 78DG JID:

南亚 G:D9 FGD: :IDI 97DI 9FDE JID7

中东和北非 78DJ 9ADI 98D: J7D8 JIDJ J9D8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FAD9 FFDE A9D9 9IDI 9JDA 7JDI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X.)6#6和O#3$()#3%.!789J"'

工薪就业人数出现增长* 但也仅占全球总就业人口的一半
从全球范围来看# 仅有9Q7的工作者属于工薪就业# 具体情况在全球不同地

区存在很大差异!图9DG"'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以及中欧( 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大约G8V的工作者属于雇员# 而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该
比例接近78V# 而大约F:V的工作者为自营工作者或者无报酬家庭工作者' 在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接近半数的工作者处于上述两种弱势就业状态之中) 在东
亚# 这一比例超过I8V' 这两种弱势就业状态的特征是更加可能从事非正规就
业# 并且从劳动和社会保障覆盖中受益的机会更小!第三章和第四章"'

在789:年至789E 年期间# 全球净新增就业增长中估计有7QJ 来自工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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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全球和各地区的工薪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业# 大约J8V的新增就业来自自营工作者和无报酬家庭工作者人数的增加***主
要由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就业增长所带动'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全
部就业增长中的7QJ可能来自自营工作者和无报酬家庭工作者' 在南亚# 新增就业
中大约有一半来自上述两种就业形式' 在其他发展中地区# 未来五年新增就业的大
部分将由工薪就业的增长所带动' 在其他条件保持一致的情况下# 如果工薪就业在
净就业增长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将会促进就业形势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

兼职就业分布较广* 尤其是在女性之中* 且总体而言处于增长趋势
兼职就业广泛存在' 在覆盖全球A:V就业人口的GA个国家中# 超过9FV的

就业人口从事每周工作时长在J8小时以下的兼职工作!图9DE"' 与男性相比#

女性兼职的比例更高# 在样本国家中# 7IV的受雇女性从事兼职工作# 而从事兼
职工作的工薪男性的比例为97DIV' 在工薪工作者中# 兼职就业率较低# 比例为
99DAV !男性雇员的兼职就业比例为GD7V# 女性为9:DEV"' 无报酬家庭工作
者的兼职就业率最高# 超过9QJ'

在信息可获取的绝大部分国家中# 788E*789J年兼职工作数量的增长超过
了全职工作的增加'

$ 在法国( 意大利( 日本( 西班牙以及欧盟7G国# 兼职就业
的增加与全职工作的减少同时出现# 造成了在此期间总体工作机会减少的一些情
形' 例如# 在欧盟7G国# 全职就业岗位减少了接近JJ8万个# 而兼职岗位增加
了798万个' 在数据可获得的国家中# 只有巴西( 俄罗斯和美国的整体就业机会
实现增长# 主要由此间全职就业机会的增加带动' 在上述几个国家中# 全职工作
岗位的增长超过了兼职就业岗位的下降' 应着重指出的是# 在数据可获得的国家
中# 大部分增加的兼职就业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 工作者转入兼职就业岗位是
由于无法获得全职工作机会"'

'

"

$

'

国际劳工组织# %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全职和兼职就业数据表$ .基于同用定义的R5C5就业/' K--)6$ QQ6-.-6D#+0&D#$>Q

例如# 在欧盟7G国中# 非自愿兼职就业!占全部兼职就业中的比例" 从788F年的77DIV上升至789J年的
7ED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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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最近一年按就业状态划分"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的兼职和全职就业

注$ 基于GA个国家# 代表总就业人口的A:V !7AV来自低收入国家# AIV来自中等收入国家# E:V

来自高收入国家"' 全职就业是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J8个小时'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在全球范围内* 签有长期合同的工作者依然是凤毛麟角
在覆盖全球GIV总就业人口的数据可获得的国家中# 仅有约9QI !7ADIV"

的工作者签订了长期合同# 约9JV的工作者签订了临时合同或固定期限合同#

而绝大部分工作者!A8DFV" 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图9D98"' 在高收入经济体
中# 超过JQI的工作者签订了长期合同!其中不足7QJ为全职工作"# 还有另外
EDJV工作者签订了临时合同# 没有签订合同的劳动者比例仅为9IV' 在数据可
获得的中等收入国家中!覆盖中等收入国家GGV的就业人口"# 接近F7V的工作
者没有劳动合同# 仅有9JDFV的工作者签订了长期合同' 在数据可获得的9J个
低收入国家中!覆盖低收入国家IEV的就业人口"# 仅有:DFV的工作者签订了
长期合同# 近GFV的工作者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 这些工作者中的绝大部分
为自营工作者或无报酬家庭工作者'

"

因而# 全球未签订雇佣合同的工作者的较大比例与发展中国家从事自营就业
或无报酬家庭工作的劳动者占比居高不下紧密相关' 不过# 即便在工薪工作者当
中# 仅有约一半人签订了长期合同' 上述数据表明# 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
在的不安全感背后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尽管上述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高比例的非工薪就业# 但全球雇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也面临着由其雇佣合同引发
的不安全感'

按照合同类型划分的近期就业趋势如何- 目前具备充分的数据# 可对覆盖全
球高收入国家接近E7V就业人口的JJ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化进行研究!表
9D:"' 在上述国家中# 788I 年GIDAV的工作者签订了长期合同或临时合同)

7897年# 该比例略有下滑# 达到GJDIV' 新出现的不签订合同的雇员类型以及
自营工作者比例的轻微上升填补了上述比例的下降# 其中不签订合同类型雇员占
比在7897年达到9D9V' 上述趋势导致了高收入经济体中劳动力人口在危机前后
时期就业安全感的下降'

"

本分析仅针对员工# 而非全部雇员# 在可获得数据的高收入(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中没有签订合同的员
工比例分别为8DFV( JADEV和7ID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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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最近一年部分收入群组按就业状态和合同类型划分的就业分布"百分比#

注$ 国家分组对应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 估计值基于E8个国家#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GIV !9J个低收入国家# 占
全部就业人口的IEV) I7个中等收入国家#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GGV) J:个高收入国家#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E7V"' 最
具共性的一年为7897年!对于IJ个国家而言"' 将长期员工划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类仅针对高收入国家' 对于:AV的国
家而言# 最近一年在7897年和789I 年之间) 对于7AV国家# 介于7898 年和7899 年之间) 对于9GV的国家# 介于
788A年和788E年之间'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表
),$

!

!"")年和最近一年高收入国家不同合同类型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百分比#

总数 男性 女性
!"")年 最近 !"")年 最近 !"")年 最近

员工$ 长期 FID8 FJD7 FJD9 F9D7 FIDE F:DI

员工$ 临时 98DA 98D7 EDI ED7 97D7 99DI

员工$ 无合同 8D8 9D9 8D8 9D8 8D8 9D9

雇主 IDF JDE :DE :DI JD8 7D7

自营工作者 ED7 98DI 98DG 97DJ FD9 GD8

无报酬家庭工作者 9D: 9DJ 8DF 8DG 7DF 9DE

注$ 基于两年数据均可获得的JJ个高收入国家# 代表全部就业人口的E9D:V' 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
说# 7897年是可获得数据的最近一年'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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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本报告的结论和结构

由于工作模式的改变以及就业挑战的多样性* 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
采用差异化的政策
!!本章分析了全球总需求疲弱( 增长放缓以及就业创造减慢所形成的恶性循
环# 而上述特征在危机后的大部分时期内在全球经济和许多劳动力市场中都广泛
存在' 本章认为# 在现有境况下# 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 应认识到促进就业的
政策也会促进总消费和经济增长# 这一点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 在某些地区# 非
工薪就业工作者的比例居高不下# 非自愿兼职就业以及签订临时雇佣合同或者没

专栏
),+

!

定义就业类型

!!9EEJ 年# 第9: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
了%有关国际就业状态分类的决议& !;B/'HEJ"#

根据与经济风险和职权类型相关的关键标准以及处
于标准雇佣关系之外工作安排# 按照工作者的就业
状态对其进行分类' 最近# 国际劳工组织在其%非
标准就业形式报告& 中介绍了其编制的用以说明非
标准就业形式的类型学# 并在非标准就业形式专家
会议上进行了研讨!789:年7月"'

根据;B/'HEJ# 工作分类的依据是工作者与其
他人员或机构所签订的明确或隐含雇佣合同的类型'

用于确定分类群组的基本标准是经济风险的类型#

其中的一个构成因素是工作者与工作之间依附程度
的强弱# 对机构的职权类型以及工作者目前支配或
将要支配的其他工作者'

部分23456(+群组定义
有偿雇佣工作是指在职工作者持有明确的!书

面或口头" 或隐含的雇佣合同# 借此他们可获得基
本的酬劳# 该酬劳与其工作单位的收入没有直接相
关性!工作单位可以是公司( 非营利组织# 也可以
是政府机构或家庭"' 在职工作者使用的部分或全
部工具( 资本设备( 信息系统和Q或经营场所可能由
他人拥有# 且在职工作者可能受到业主或业主雇佣
的人员的直接管理# 或需要遵守其制定的严格规则'

"

工薪就业!雇员"# 雇员是指那些从事.有
偿雇佣工作/ 的工作者' 具有稳定合同的雇员是指
!!

那些与同一雇主之间一直持有且将继续持有明确的
!书面或口头" 或隐含的雇佣合同# 或一系列连续
的此类合同的雇员'

个体经营工作是指工作报酬直接取决于所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利润!或产生利润的潜能#

其自身的消费被视为利润的一部分"' 在职工作者
做出对企业产生影响的运营决策# 或者将上述决策
权下放但保留对企业发展状况的责任!在此处#

.企业/ 包括仅有一个工作者的商业运营"'

"

自营工作者# 自营工作者是指那些自己独立
工作或与一个或多个合作伙伴合作的工作者# 他们
所从事的工作属于.个体经营工作/# 且在参考期
不连续雇佣任何.雇员/ 为其工作' 应该注意的
是# 在参考期# 此类工作者可能曾雇佣过.雇员/#

但是雇佣不具有连续性!合作伙伴可能是相同家庭
的成员# 也可能不是"'

"

无报酬家庭工作者# 无报酬家庭工作者是指
那些在同一家庭的相关人员经营的市场导向型机构拥
有.个体经营/ 工作# 但不能被视为合伙人的工作
者# 因为他们对机构运营在工作时间或由国家情况所
决定的其他方面的承诺度与机构领导不具备可比性'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标准就业形式的类型学
目前# 对非标准就业形式!P/R'" 尚无官方定

义' 通常认为# 非标准就业状态包括那些不属于标
准就业关系领域的工作安排# 而一般认为标准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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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签订合同的工作者的比例双双增加# 这可能会制约就业水平提高对消费和总需
求的潜在贡献' 上述就业形式一般也会导致较低的生产率增幅'

本章中所做的分析指出了许多广泛的政策关注领域' 在就业差距持续存在的
发达经济体中# 着手推动就业增长和提高工资对于支持经济增长而言是首当其冲
的要务' 在发展中世界# 由于经历了对发展前景产生威胁并制约经济增长潜力的
生产率下降# 那些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政策# 如投资于教育( 培训( 医疗
和基础设施# 具有重要的意义' 财政( 货币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具体政策的确定
必须基于各国具体情况和工作重点' 不过# 由于工作形式和工作场所组织的多元
性和多样化不断提高# 上述政策必须意识到# 如果不对就业质量以及工作者的收
入保障和社会保障给予适度考虑# 就业增长本身并不能为总需求提供强劲和持久
的支持'

工作安排是全职性的( 无限期的# 同时属于一种从
属性的双边就业关系'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下述就业
安排为非标准性的$ !9" 临时性就业) !7" 包括临
时派遣工作且涉及多方的合同安排) !J" 模糊的就
业关系# 包括依附性的个体经营就业关系和隐含的
就业关系) !I" 兼职就业!;<2# 789:.# 789:="'

由于非标准就业的工作者处于一种依赖性的就业关
系# 所以独立的个体经营工作者即使处于非正规的
工作状态# 也不属于这一类别' 不过# 非标准就业
包括正规或非正规就业安排中的工作者# 只要其合
同状态属于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中所包含的四种类别
之一' 具体如下$

!9" 临时性就业是指从事一段时间的工作# 签
订的合同可能是固定期限合同# 基于项目或任务的
合同# 也可能是季节性工作或散工# 包括日工' 固
定期限合同可能是书面的# 也可能是口头的# 但都
具备预先确定的期限' 大多数国家有特定的法律条
款对固定期限合同的最长时间( 续签次数以及追索
权的正当原因进行规范' 散工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
工作具有偶然性和间歇性的特征# 可能工作几个小
时( 几天或几周# 并藉此获得每日或定期工作协议
条款所规定的工资) 散工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非正
规受雇就业的一个显著特征'

!7" 涉及多方的合同安排# 包括临时性派遣工
作# 包含这样的情况$ 工作者被私人就业机构或服
务提供商派遣到特定工作岗位并获取报酬# 但工作
是为用人单位完成的' 在大多数国家中# 就业合同
!!

或就业关系通常存在于派遣机构和工作者之间# 但
商业性合同所约束的则是派遣机构和用人单位' 由
于涉及多方# 通常认为劳动者处于一种就业关系之
中# 但劳动者的权益可能受到限制# 其权益也可能
界定不清# 特别是在工作者已经在用人单位服务了
较长时间的情况下'

!J" 模糊就业关系是指相关各方的各自权利和
义务不明晰# 或者法律中存在不足或差距# 如在法
律条款或其应用的解释方面' 有时缺乏法律清晰度
的一个领域是依附性个体经营就业# 在此类就业方
式下# 工作者按照民事合同或商业合同的约定为企
业提供服务# 但是其收入获取依赖于一个或若干客
户# 或者在如何开展工作方面接受直接的指导' 此
类工作者通常不受劳动或社会保障法律的保护# 尽
管许多国家通过了向依附性个体经营工作者延伸某
些保障的特定条款' 隐含就业关系的具体情况是#

雇主对待工作者的方式不是对待雇员的方式# 其方
式掩盖了其作为雇员的真实法律地位# 并剥夺了工
作者应获得的法律保障'

!I" 在兼职就业中# 工作者的正常工作时长少
于具有可比性的全职工作者的时长' 许多国家设置
了区分兼职工作和全职工作的具体法律门槛' 出于
统计学方面的原因# 通常认为兼职工作每周的工作
时长低于J:小时或J8小时'

应该提起注意的是# 国际劳工组织针对非标准
就业形式的类型学侧重于雇员以及依附型的个体经
营工作者# 因此不包括其他个体经营工作者'

资料来源$ 于9EEJ年第9: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有关国际就业状态分类的决议&# 以及;<2 !789:.#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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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其余部分将更加详尽地探讨上述重要问题' 第二章考察了非标准就
业形式方面的工作模式变化如何对收入保障和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专栏9D7讨
论了包括非标准就业在内的不同就业类型的定义"' 第三章分析了社会保障覆盖
的全球趋势以及就业类型与法律和实践中有效社会保障覆盖之间的关系' 该章也
讨论了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能够确保充分的收入保障这一问题'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
监管不同就业形式的法律' 该章利用一系列关键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指标# 对监管
变化的影响做出了实证评估' 最后# 第五章对全球生产模式的改变对工作者( 企
业和就业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该章对全球与供应链相关的工作做出了估算#

探讨了生产国际化对工作条件的影响并着重指出了与该现象相关的主要政策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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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国家和地区组别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欧盟#

奥地利!发达"

比利时!发达"

保加利亚!新兴"

克罗地亚!新兴"

塞浦路斯!发达"

捷克!发达"

丹麦!发达"

爱沙尼亚!发达"

芬兰!发达"

法国!发达"

德国!发达"

希腊!发达"

匈牙利!发达"

爱尔兰!发达"

意大利!发达"

拉脱维亚!新兴"

立陶宛!发达"

卢森堡!发达"

马其他!发达"

荷兰!发达"

波兰!新兴"

葡萄牙!发达"

罗马尼亚!新兴"

斯洛伐克!发达"

斯洛文尼亚!发达"

西班牙!发达"

瑞典!发达"

英国!发达"

北美洲
加拿大!发达"

美国!发达"

其他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发达"

以色列!发达"

日本!发达"

新西兰!发达"

西欧!非欧盟"

冰岛!发达"

挪威!发达"

瑞士!发达"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
盟# 及独联体
中欧和东南欧
阿尔巴尼亚!发展中"

波黑!发展中"

黑山!发展中"

塞尔维亚!新兴"

前南马其顿!新兴"

土耳其!新兴"

独联体
亚美尼亚!发展中"

阿塞拜疆!发展中"

白俄罗斯!新兴"

格鲁吉亚!发展中"

哈萨克斯坦!新兴"

吉尔吉斯斯坦!发展中"

摩尔多瓦!发展中"

俄罗斯!新兴"

塔吉克斯坦!发展中"

土库曼斯坦!发展中"

乌克兰!新兴"

乌兹别克斯坦!发展中"

南亚
阿富汗!发展中"

孟加拉国!发展中"

不丹!发展中"

印度!新兴"

马尔代夫!发展中"

尼泊尔!发展中"

巴基斯坦!发展中"

斯里兰卡!发展中"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南亚
文莱!新兴"

柬埔寨!发展中"

印度尼西亚!新兴"

老挝!发展中"

马来西亚!发展中"

缅甸!发展中"

菲律宾!发展中"

新加坡!发达"

泰国!新兴"

东帝汶!发展中"

越南!发展中"

太平洋群岛
斐济!发展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中"

所罗门群岛!发展中"

东亚
中国!新兴"

中国香港!发达"

朝鲜!发展中"

韩国!发达"

中国澳门!发达"

蒙古!发展中"

中国台湾!发达"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加勒比地区
巴哈马!发展中"

巴巴多斯!发展中"

古巴!发展中"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展中"

瓜德罗普!发展中"

圭亚那!发展中"

海地!发展中"

牙买加!发展中"

马提尼克!发展中"

波多黎各!新兴"

苏里南!新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展
中"

中美洲
伯利兹!发展中"

哥斯达黎加!新兴"

萨尔瓦多!发展中"

危地马拉!发展中"

洪都拉斯!发展中"

墨西哥!新兴"

尼加拉瓜!发展中"

巴拿马!发展中"

南美洲
阿根廷!新兴"

玻利维亚!发展中"

巴西!新兴"

智利!新兴"

哥伦比亚!新兴"

厄瓜多尔!发展中"

巴拉圭!发展中"

秘鲁!发展中"

乌拉圭!新兴"

委内瑞拉!新兴"

中东
巴林王国!新兴"

伊朗!发展中"

伊拉克!发展中"

约旦!发展中"

科威特!新兴"

黎巴嫩!发展中"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发展
中"

阿曼!新兴"

卡塔尔!新兴"

沙特阿拉伯!新兴"

叙利亚!发展中"

阿联酋!新兴"

也门!发展中"

北非地区
阿尔及利亚!发展中"

埃及!发展中"

利比亚!发展中"

摩洛哥!发展中"

苏丹!发展中"

突尼斯!新兴"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非
布隆迪!发展中"

科摩罗!发展中"

厄立特里亚!发展中"

埃塞俄比亚!发展中"

肯尼亚!新兴"

马达加斯加!发展中"

马拉维!发展中"

毛里求斯!新兴"

莫桑比克!发展中"

留尼汪岛!发展中"

卢旺达!发展中"

索马里!发展中"

坦桑尼亚!发展中"

乌干达!发展中"

赞比亚!发展中"

津巴布韦!发展中"

中非
安哥拉!发展中"

喀麦隆!发展中"

中非共和国!发展中"

乍得!发展中"

刚果!发展中"

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展中"

赤道几内亚!发展中"

加蓬!发展中"

南非
博茨瓦那!发展中"

莱索托!发展中"

纳米比亚!发展中"

南非!新兴"

斯威士兰!发展中"

西非
贝宁!发展中"

布基纳法索!发展中"

佛得角!发展中"

科特迪瓦!发展中"

冈比亚!发展中"

加纳!发展中"

几内亚!发展中"

几内亚比绍!发展中"

利比里亚!发展中"

马里!发展中"

毛里塔尼亚!发展中"

尼日尔!发展中"

尼日利亚!发展中"

塞内加尔!发展中"

塞拉利昂!发展中"

多哥!发展中"

!!

#

国际劳工组织地区组别的新分类体系即将推出# 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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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估算全球工资缺口

本章中所给出的全球和地区工资估计值是通过对9FG个国家的全国就业和工
资缺口估计值进行加总得到的' 本附录描述了用于生成估算值所使用的数据和
方法'

99A个国家的平均工资数据!对应雇员人数# 采用的是789J年的本地货币
单位" 取自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工资数据库' 上述99A个国家贡献全球UTC的
EJDJV# 覆盖全球就业人口的E8D9V'

上述99A个国家的年度平均工资是通过对月度工资估计值加总获得的!用月
度工资乘以97"' 接下来# 对其他无法获得报告工资数据的A7个国家的年度工
资进行计量经济学的估算!对应全球UTC的ADFV和全球就业人口的EDEV"'

计算方法是通过将789J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以国际美元计价的年均实际工
资对同一年份每位工作者的平均产出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
的%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 年98 月"' 地区交互作用项用于以下地区$

!9"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7"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J" 东亚)

!I"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 南亚) !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F" 中
东) !G" 北非) !E"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地区9略去'

对于包括中非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 几内亚( 几内亚*比
绍( 海地( 朝鲜( 利比里亚(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卢旺达( 索马里和多哥在内的
9J个国家# 我们假定每位工作者的实际工资与人均产出相等' 对于汇报非工薪
就业情况且采掘工业占比较大的七个国家!安哥拉( 赤道几内亚( 加蓬( 伊拉
克( 利比亚( 尼日利亚和叙利亚"# 工资的估算是通过用每个国家的工作者人均
产出水平乘以石油输出报告国!阿尔及利亚( 伊朗( 科威特(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
伯" 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比率的平均值得到' 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在生产率***

工资关系基础上对平均工资做出过高估计# 因为具有大规模采掘行业的国家通常
拥有非常高的劳动者人均产出水平'

上述历史工资序列数据是采用覆盖9J8个国家的全球工资数据库中的可获得
实际工资增长估计值得出的' 对于无法获得工资增长估计值的IG个国家# 针对
九大地区分别进行了工资增长的简单平均估算并应用于每个地区的无报告国家'

全球工资数据库中提供了F:个国家的女性( 男性和整体平均名义月工资估
算值' 我们计算了这些国家女性和男性工资占总平均工资的比例' 对于98J个无
报告国家# 我们应用了九大地区的地区平均数据' 之后将这些比例用于提供女性
和男性年均工资估算值' 最后一步# 对788G年至789J年之间的各年# 用各国的
女性和男性年度工资估算值乘以相应的各国女性和男性工作缺口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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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模式% 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引言
第一章从整体上描述了就业模式的多样性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章

的目的在于对就业模式变化所产生的收入影响进行评估' 本章考察了不同类别的
工作者中劳动收入对整体收入的贡献度及其在上一个十年中的演变!第一节"'

我们的分析基于针对I8个国家开展的微观数据调查# 其中包括J9个发达经济体
和欧盟以及E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 接下来# 本章考察了工作模式的变化对
贫困的影响!第二节" 以及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第三节"' 最后# 本章在总
结部分国家经历的基础上讨论了研究中所发现的政策影响!第四节"'

第一节!不同就业类型的收入状况
在本章中# 收入被定义为从工作中所获得的货币收益流!工资( 薪金以及个

体经营工作或自有生产所产生的收入$

"( 资本'

!利息( 利润或股息"( 土地
!租金" 或者私人转移!家庭间转移( 赡养费( 汇款"' 上述收入属于不同类别
的.市场收入/' 此外# 本章还涵盖了通过社会转移以及税收支付和向社会保障
机构供款所获得的收入# 这样便得到了.可支配收入/ !参见本章附录O# 图
7OD9"'

( 在分析所涉及的国家中# 全部工作者中平均有FFDIV的工作者为受雇
员工!即# 处于依赖性有偿就业之中"# 而个体经营工作者的比例为77DAV' 为
方便分析起见# 将受雇员工分为长期Q全职Q正式员工和临时Q兼职Q非正式员
工)

'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过的# 不同就业类型所占比例在不同地区之间
存在很大差别' 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 发达经济体中属于长期受雇就业类
型的工作者的比例更高# 而前者从事个体经营工作或非正规就业的工作者的比例
更高'

"

$

'

(

)

在本章中# 我们所使用的术语.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包括发达国家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 这与第一章附录S

中给出的国际劳工组织所定义的.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的地区定义是一致的' 而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我们是通
过收入分类来将不同地区进行分组的' 本章附录S提供了数据来源以及所覆盖的年份) 附录O介绍了分析所使用的收
入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以及数据局限性和方法论问题'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 某些国家未被收录进一些图表中'

这包括农业和非农业工作自有生产所创造的收入'

在本分析中# 包括在资本收入之内的货币收益是指那些在本质上具有规律性的收益# 而不包括一次性收益或
收入!现金遗产( 资本收入( 赌博( 博彩等"'

在本分析中# .股票/ 或者.资产/ 并未归入此类) 这里仅涵盖了收入流'

根据各国可获得的数据# 非正式员工的定义为$ !9" 那些未在社会保障机构注册或者不向该机构缴款的员工
!阿根廷( 墨西哥( 南非( 土耳其( 乌拉圭( 越南") !7" 未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注册和Q或未签订正式合同的员工!巴
西") !J" 短期或季节性员工# 或者那些按日或按周为不同雇主工作的员工!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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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按就业类型划分的劳动收入比例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
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长期工作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从事相同工作的非长期工作者++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所有员工和个体经营工作者的年平均收入在F888

美元*IF:88美元"之间# 在本文所分析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这一数字
为J888美元*9IF:8美元之间' 在所有国家中# 长期员工的年平均收入高于上
述总体平均数' 发达经济体中临时工作者的收入低于从事相同工作的长期工作

"

数字扣除物价因素!以7898年为基年" 并按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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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幅度在9:V !马耳他" 和::V !塞浦路斯" 之间'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 非正式受雇员工的收入低于正式受雇员工' 非正式员工的工资低于正式员
工"工资# 幅度在IJV !菲律宾" 和A:V !乌干达" 之间!图7D9# 第一
组"'

个体经营工作的平均收入具有较大的差异'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匈牙利
和意大利的个体经营工作者的收入高于长期受雇工作者# 而保加利亚和卢森堡
的个体经营工作者的收入与长期受雇工作者的收入接近' 在所有其他国家# 个
体经营工作者的收入达到长期受雇工作者收入的AFV*EAV# 但罗马尼亚和斯
洛文尼亚例外# 这两个国家的上述比例较低!见图7D9# 第二组"' 在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 在不同地理区域以及相同地理区域之中# 情况存在很大不同'

在巴西和土耳其# 个体经营工作者的收入超过正式受雇工作者# 而在南非# 两
者基本相同' 在其他国家# 前者占后者的比例在FAV !乌拉圭" 和JFV !墨
西哥" 之间'

在我们所分析的所有国家中# 女性的年平均收入低于男性' 在数据可获得的
最近一年# 平均而言# 女性的收入介于男性收入的:FV !瑞士" 至EFV !菲律
宾" 之间'

$ 上述调查结果与国际劳工组织!789I." 的报告内容是一致的# 在
该报告中# 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IV*JAV'

'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在我
们所研究的几乎所有国家中# 年平均收入的性别差距下降了9 !保加利亚( 捷
克( 法国( 希腊( 意大利( 斯洛伐克" *G 个百分点!立陶宛( 卢森堡"'

( 在
我们所分析的国家中# 仅有I个国家!冰岛( 马耳他( 波兰( 越南" 的性别差距
增加了9*:个百分点'

++在过去十年中* 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中# 临时工作者和长期工作者
年平均工资的发展变化情况存在差异'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我们所分析的大
多数国家中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减小# 但墨西哥( 土耳其和乌
拉圭例外!图7D7# 第一组"' 在除爱沙尼亚( 冰岛和西班牙之外的所有发达经
济体和欧盟# 个体经营工作者的年平均收入与长期工作者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出现
偏离'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我们所分析的国家中有:8V的国家其个体经营
工作者的收入与正式工作者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图7D7# 第二组"' 在过去的
十年中# 大部分国家个体经营工作者的收入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全球衰退的原
因) 也可能是由于那些被解聘的受雇工作者进入个体经营就业行列# 压低了个体
经营工作者的收入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

$

'

(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限制# 本报告未涵盖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体' 不过# 上述国家的一些相
关佐证为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提供了支持' 例如# 印度农村的非正式工作者的收入比农村正式工薪工作者低:IV# 比
城市地区正式工薪工作者低A7V !印度政府# 789J"'

我们可根据要求提供与本章相关的按照性别划分的详细表格'

许多针对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的因素的研究发现# 即便在考虑了教育( 年龄( 工龄( 职业以及其他劳动力市场
特征的影响之后# 在报酬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2# 788E# 789I.) P̂TC# 789J) W3=+$*和U$1(6K.L# 7899"'

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在上个十年中# 拉丁美洲工资的性别差距出现了下降' !P#)#和_#*#6# 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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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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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就业类型划分的劳动收入比变化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
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临时Q非正式受雇工作者与长期Q正式受雇工作者相比# 其在收入分布中处于
最顶端和最末端的劳动收入之比要高出许多!图7DJ# 第一组( 第二组"' 该比
例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 在大约I7V的国家中# 收入最高和最低的长期工作者
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对于临时工作者而言# 约JAV的国家中收入差距出现扩
大!附录B# 图7BD9"' 在最近发生的全球衰退之初# 我们发现高管层的工资有
所增长# 其中首席执行官的工资比普通员工高出F9倍至9GJ倍!;;</# 788G"'

"

"

除了收入差距扩大之外# 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分配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近期的许多研究记载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
降并剖析了这种趋势背后的可能缘由' 详情请见;<2 !789J") /-#04K.((+$!789J") B#$,1.!7897") ;;</ !788G# 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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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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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按照就业类别划分的劳动收入不平等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
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通常没有其他收入来弥补各工作群体的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
由于劳动收入是大多数工作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上述收入差距的扩

大至关重要'

"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在户主为长期员工的家庭的总收入中#

劳动收入的比例占到约G:V*E:V# 在户主为临时员工或个体经营工作者的家
庭的总收入中# 该比例达到F8V*E:V'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对于正式员

"

工作家庭的定义是那些其户主处于工作状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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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言# 劳动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份额超过GAV# 但对于临时工作者和个体
经营工作者来说#

" 该比例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图7DI"' 在一些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中# 对劳动收入的依赖性相对而言# 更强# 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由
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劳动收入对于维持生计而言至关重要# 尤其是年
老时期'

总体而言# 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在北欧国家!冰岛( 芬兰( 挪威和瑞
典" 中相对重要# 而在南欧国家!希腊( 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 和中东欧
国家# 缴费型社会转移是劳动收入之外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
的情况更加多样化' 在菲律宾( 南非和越南# 私人转移发挥着重要作用) 缴费型
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以及与私人转移的组合在阿根廷和墨西哥扮演重要角色) 缴
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以及资本收入在巴西发挥重要作用) 缴费型社会转移(

资本收入以及私人转移在土耳其扮演重要角色!图7DI# 第一组"' 按照工作状
态划分的其他收入类型的贡献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 但长期工作者和临时工作者
呈现出相似的总体趋势!图7DI# 第二组( 第三组"'

在发达经济体的那些户主为个体经营工作者的家庭中# 工作收入占到家庭总
收入的FIV*EIV' 第二大收入组成部分是资本收入' 在中欧和东欧国家# 资本
的重要性相对较小# 而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新兴
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表现则更为多元!图7DI# 第四组"'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的那些户主处于失业状态的家庭中# 工作收入在家庭总
收入中的占比为EV*A9V' 在北欧国家!芬兰( 挪威和瑞典"( 荷兰和英国#

家庭对非缴费型社会转移的依赖较强并藉此满足其消费和物质需求# 而在许多南
欧国家!希腊( 意大利和葡萄牙" 和塞浦路斯# 缴费型社会转移和私人转移共
同成为这些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奥地利( 比利时( 法国( 冰岛( 爱尔兰( 瑞
士和美国# 缴费型社会转移是仅次于工作收入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在中欧和东欧
国家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除了工作收入之外#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和私人转
移成为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图7DI# 第五组"'

最后# 对于非经济活动的家庭# 在除墨西哥( 菲律宾( 南非和越南之外的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缴费型社会转移是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图7DI# 第六
组"'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私人转移是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巴西
例外' 在北欧国家# 对于经济不活跃的家庭而言# 家庭总收入中大约有98V*

78V来自非缴费型社会转移# 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缴费型社会转移' 在其他发
达经济体和欧盟国家# 在上述类型的家庭中# 缴费型社会转移占家庭收入的很
大比例'

在家庭总收入构成方面# 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家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这种情况对于个体经营者( 失业者和非经济活动者而言尤为突出' 与男性户主家
庭相比# 对于从事个体经营工作的女性户主家庭来讲#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缴
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在家庭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而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 私人转移则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那些户主失业的家庭' 对于
非经济活动的家庭来说# 在拉丁美洲和土耳其# 缴费型社会转移在男性户主家庭
和女性户主家庭中均占据相对较高的家庭收入份额' 在亚洲国家和南非# 私人转
移在女性户主家庭的家庭收入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

近期的国际劳工组织报告!789I." 也表明# 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 劳动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相
当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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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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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 按户主就业类型划分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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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美国# 员
工被分为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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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变化中的工作模式和贫困
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性' 在某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

增长一直伴随着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参见第一章"' 不过# 这种下降并不总是显
著的# 而且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似乎一直保持平稳
!W.Z.%%1#,# 789I"' 此外# 在增长和贫困的关联性方面#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巨
大差异' 根据近期的一篇报告# 在全球层面# 极端贫困率已经从78世纪E8年代
的JAV下降至7898年的9GV# 但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从
9EE8年的7DE亿上升至7898 年的ID9I 亿! P̂B5ST# 789I"' 在阿拉伯地区#

极端贫困率从9EE8年的:D:V下降至7898年ID9V# 这归功于埃及( 约旦和叙利
亚所取得的进步' 不过# 据估计7897年极端贫困的发生率为FDIV ! P̂H<S/#

789J"' 在9EE8年至7898年之间#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减贫成果显著# 极端贫
困人口下降了约FDI:亿!STO# 789I"' 本节旨在评估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就业模
式多样化是否对贫困状况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评估不同就业状况和贫困之间的关系# 我们采用了比每天9D7: 美元
!购买力平价" 和每天7美元!购买力平价" 生活标准这种广义分类更为精细的
定义方式' 在本分析中# 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贫困阈值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贫困阈值被定义为收入中位数
的A8V# 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贫困是一个绝对衡
量标准# 其定义是基于足以维持全国范围内!农村Q城市" 基本生活标准的最低
收入水平'

贫困对临时工作者和失业者的影响不对称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根据上述定义方式得到的贫困率在EV和7IV之间'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贫困率在FV !乌拉圭" 和IAV !南非" 之间!图
7D:# 第一组"'

$ 贫困率随户主就业类型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与长期员工相比#

临时员工和个体经营工作者的贫困率往往更高!图7D:# 第二( 三( 四组"' 在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贫困率增幅最大# 而在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贫困率
在所有就业类型中均出现下降'

贫困率在户主失业的家庭中是最高的# 比例在9AV和GIV之间!图7D:# 第
五组"' 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国家# 上述数字保持稳定或者仅出现了轻微
下降' 不过# 在希腊( 葡萄牙和西班牙# 失业群体的贫困率有所上升# 而且芬
兰( 挪威和瑞典也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贫困率的提高'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巴
西( 南非( 土耳其和乌拉圭失业户主家庭的贫困率出现下降# 菲律宾基本保持稳
定# 而墨西哥和越南则出现了贫困率的上升'

"

$

极端贫困是指日均消费在9D7:美元或以下# 处于勉强生存的生活状态!"#$%& O.,4# 789I"'

由于我们使用各国的贫困线# 所以消费篮子可能会存在差别# 这会导致不同的贫困率# 所以贫困率在不同国
家之间不一定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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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按户主就业类型划分的失业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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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美国# 员
工被分为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欧
盟# 贫困是一个相对衡量标准# 而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贫困是一个绝对衡量标准'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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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非经济活动户主家庭的贫困率在98V和I8V之间'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大多数国家的贫困率出现下降或保持平稳# 但波兰和瑞
典例外' 在新兴经济体# 此类家庭的贫困率差异很大# 南非为G8V# 而乌拉圭
为AV'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上述贫困率出现下降或保持稳定!图7D:# 第六
组"' 在性别方面# 总体而言# 在我们所分析的国家中# 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率
一般高于男性户主家庭# 但墨西哥( 菲律宾( 土耳其和越南除外'

社会转移是贫困家庭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尤为
如此

对于贫困家庭而言# 工作可能并非总是满足其消费和物质需求的主要收入来
源' 这些家庭可能会依赖其他收入来源# 如社会转移!缴费型和非缴费型" 收
入( 私人转移收入!包括汇款" 以及资本收入' 上述各种收入来源对于那些未
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失业者( 老年人以及非经济活动者" 而言也非常重
要' 此类家庭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依赖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对于那些处于相对贫困水平以下的家庭# 劳动收入对
家庭总收入的贡献在9FV !芬兰" 和AAV !罗马尼亚" 之间' 在南欧国家!希
腊( 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 劳动收入对于此类家庭的家庭总收入的贡献超
过IJV' 缴费型社会转移是上述国家中此类家庭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而非缴费
型社会转移仅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 在北欧国家!芬兰( 冰岛( 挪威和瑞典"#

劳动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度存在较大差别!芬兰为9GV# 冰岛为:GV"' 在芬
兰#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IJV" 是处于相对贫困线下家庭的最重要收入来源#

其次为缴费型社会转移!JFV"' 在挪威和瑞典# 对于贫困家庭而言# 非缴费型
和缴费型社会转移是同样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 与其他北欧国家相比# 冰岛的非
缴费型和缴费型社会转移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 劳动收入成为最重要的
收入来源!图7DA"'

荷兰的情形较为引人注目# 因为该国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在相对贫困水平以下
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显著' 爱尔兰和英国所呈现的趋势与挪威和瑞典相似' 在
比利时( 瑞士和美国# 缴费型社会转移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要远远高于其他收入来
源' 在中欧和东欧国家# 劳动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在JIV !立陶宛"

和AAV !罗马尼亚" 之间' 其第二大收入来源为缴费型社会转移# 之后是非缴
费型社会转移和私人转移!图7DA"'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则存在很大差异' 在我们的分析所涵盖的国家
中# 劳动收入在贫困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大部分保持在约:AV至F8V之间#

但墨西哥( 菲律宾和越南除外# 在这几个国家中# 劳动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份
额甚至更高# 超过G8V' 在南非# 除了劳动收入!:AV" 以外# 处于绝对贫困
水平以下家庭的家庭总收入的另外两个重要来源为非缴费型社会转移!7EV"

和私人转移!9AV"' 私人转移收入主要来源于汇款'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包括许
多在上个十年中推出的补助金和救助金' 在发展中经济体# 其他收入来源的贡献
度存在差别$ 在墨西哥和菲律宾# 私人转移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具有同样重要的
作用) 在巴西# 资本收入是第二大重要收入来源) 在土耳其# 缴费型社会转移和
私人转移是第二大来源) 在乌拉圭#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是第二大收入来源) 在阿
根廷# 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是第二大重要收入来源) 而在越南# 私人转移
是第二大收入来源# 社会转移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图7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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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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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处于相对1绝对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来源"百分比#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美国# 员
工被分为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欧
盟# 贫困是一个相对衡量标准# 而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贫困是一个绝对衡量标准'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在性别方面# 男性户主贫困家庭中劳动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高于女
性户主贫困家庭# 这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如此'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女性户主贫
困家庭中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要远高于男性户主贫
困家庭'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女性户主家庭收入中私人转移!主要是汇
款" 和非缴费型转移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第三节!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和收入不平等状况
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收入分配重新燃起兴趣# 并开始重新关注日趋严重的不

平等现象# 自788G年全球衰退之后尤为如此!O+$># 789:) ;<2# 7899# 789I.)

C14+--*# 789I) 26-$*( O+$>和56.,>.$1&+6# 789I) STO# 7897) P̂W;/T# 7898)

U36-.@66#,( /K1和/103%.$# 788G) ;;</# 788G"' 在78世纪E8年代初期和79世纪
头几年之间这段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的时期# 在大约7QJ发达( 新兴和发展中
经济体中# 高收入家庭的总收入的增加速度要高于低收入家庭!;;</# 788G"'

在过去的78年间# JQI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呈现出类似的表现!B1,>.,##

789I"' 近期的一项研究也表明# 整体收入不平等加剧中约有一半源于薪资的不
平等!;<2# 789I."' 不平等也可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技术改变(

全球化( 行业重组( 劳动力和资本议价能力的变化( 弱化的重新分配机制以及金
融化等等# 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不在本章中探讨' 本节分析了市场和可支配收入不
平等性的趋势# 进而确定不断变化的就业模式是否对不平等性产生影响'



$*"""

!"#$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

在分析所涵盖的所有国家*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市场收入不平等一
直处于较高水平或呈现上升态势++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较高# 其后是发达经济体
和欧盟'

$ 考察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十年中的趋势# 我们发现# 在大约I8V的国家
中# 市场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 在其他国家中# 收入分配差距保持不变或者略微下
降# 如挪威的情况' 相比之下# 在分析所涵盖的99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中# G个国家
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下降或保持平稳# 其余J个国家则出现上升' 在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 在分析所涵盖的E个国家中# 有7个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
上升# 而其余几个国家基尼系数保持平稳或出现下降!图7DF# S组"'

'

在过去的98年中# 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大多数国家出现下降# 但奥地
利( 丹麦( 法国( 墨西哥( 西班牙和瑞典)除外!图7DF# 第二组"' 在拉丁美洲
地区# 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得益于通过精心设计的最低工资政策( 针对贫困人士*

的公共转移所实现的工资不平等的缩减以及受教育范围的扩大!;<2# 789I.)

B#$,1.# 789I) R+$$+1$.# 7897) <#)+?HB.%Z.和<36-1># 7898"' 转移体系和税收
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全球衰退发生之后# 几个国家推出
了若干社会救助计划或者扩大了公共转移规模!O#,,+-等人# 7897"# 这些举措
弥补了危机后高失业率所带来的不平等的影响'

++非长期就业形式发生率的上升以及失业和经济不活跃的加剧使这
一趋势更加显著++

!!在大多数国家# 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变化
所推动的' 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劳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 但马耳他( 荷
兰和挪威除外' 不过# 在大部分中欧和东欧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劳动收入不
平等出现下降# 但捷克(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墨西哥( 斯洛文尼亚和南非除外'

针对不同收入来源进行的详细分析!参见本章附录O中的方法论" 表明#

劳动力市场对于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发挥着主要作用!见本章附录B# 表
7BD9"' 对于长期员工户主家庭# 在本分析所涵盖的国家中# 最近一年的收入不
平等程度范围在8D7A !丹麦" 和8D:F !南非" 之间'

当数据统计覆盖临时员工户主家庭时# 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 所有发达经济
体的情况均为如此'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几乎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员工户
主家庭的不平等程度下降# 但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除外!见本章附录B# 表
7BD9"' 上述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可归功于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实际最低工
资的增长以及超过:V的年增长率!'3$#)+., B#((1661#,# 789:"'

+

"

$

'

(

)

*

+

市场收入包括劳动收入( 资本收入和私人转移' 如需更多详细内容# 参见附录O中的图7OD9'

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努力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偏差# 但由于本分析进行的是点对点比较# 所以可能会受到分
析所选年份的影响' 除了确立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之外# 本节更加侧重于分析不同收入来源是如何与整体不平等状况发生
关联的'

在788I*788:以及788E*7898年期间# 根据人均消费支出# 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也保持稳定' 在788:*7898

年期间# 俄罗斯基于人均净收入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和W360#,1# 789I"'

可支配收入的定义是# 市场收入与社会转移!缴费型和非缴费型" 之和减去社会保障供款和税金' 如需更多
详细内容# 请参见附录O中的图7OD9'

瑞典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工会会员人数下降有关!2'BT# 7899) P#.K# 7897年"'

参见第四节中有关巴西的讨论'

另一方面# 在过去的十年中# 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之中# 这可能也是导致劳动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
扩大的因素' 这是由于# 与男性相比# 女性更多地从事兼职工作# 这可能会扩大工资差距!'3$#6-.-# 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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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世纪头几年和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 市场和可支配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阿根廷( 巴西( 乌拉圭
和越南员工户主家庭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这一趋势的出现有各种不同促成因
素' 例如# 在阿根廷# 经济恢复时期就业的扩大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最低工资的
提高以及集体谈判的推动可能也促成了不平等程度的缩减!U.6).$1,1和B$30+6#

7898"' 在巴西# 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1>等人# 7897"# 而在乌拉圭# 工资委员会的重建以及实际工资的增长可能
促进了收入不平等的缩减!S(.$.,-+等人# 7899"'

如果在数据统计中涵盖个体经营工作者户主家庭# 那么几乎所有国家的不平
等程度都有所提高# 但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和立
陶宛"( 塞浦路斯和冰岛除外'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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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以及欧盟统计局'

的增加相对更为显著# 在上述经济体中个体经营工作者以及在生产率较低部门工作
的工作者的比例更高' 当数据统计涵盖失业户主家庭时# 有9QJ的国家的不平等程
度上升超过J个百分点!附录B# 表7BD9"'

" 同样# 当分析中涵盖非经济活动家
庭时# 有E8V以上的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超过98个百分点!附录B# 表
7BD9"' 我们在之后会将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包括进来# 作为缴费型社会转移的一
部分' 不过# 如果我们在现阶段将其加以考虑# 则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会相对较低'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由税收和福利体系来弥补-

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在降低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方面# 转移和税收一直发
挥着作用***降低幅度在97个百分点!美国" 和J9个百分点!爱尔兰" 之间'

其中# 奥地利( 比利时( 芬兰和美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相当接近' 不过# 不同
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导致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出现较大差异# 所以奥地利(

比利时和芬兰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远远低于美国# 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可支
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最高的' 类似地# 芬兰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发达经济体
中处于最高水平# 其基尼系数降低了J9个百分点# 主要归功于转移和税收的作
用!图7DG"'

如果将缴费型社会转移考虑在内# 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将会降低EDG个
百分点!美国" 至78DF个百分点!希腊"' 上述缴费型社会转移主要包含退休
金和失业救济金' 与79世纪头几年相比#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 缴费型社会

"

在希腊( 爱尔兰( 葡萄牙和英国# 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且出现上升# 原因可能在
于就业率较低' 同时# 在爱尔兰和英国# 兼职工作者的比例处于相当高的水平!'3$#)+., B#((1661#,# 789:"' 另外一个
原因也可能是家庭中存在多个收入获得者或没有收入获得者的情况# 这可能会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这个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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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再分配作用增强# 但奥地利( 卢森堡( 挪威和瑞典除外' 在所有发达经济
体#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也产生了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在北欧诸国( 爱尔兰和
荷兰#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使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降低IDE*98DJ个百分点# 而在其
他国家# 再分配的作用相对较弱' 在所有中东欧国家# 两种社会转移形式和税收
似乎将基尼系数降低了78个百分点以上' 缴费型社会转移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作
用特别强大# 这一点在匈牙利较为明显'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的影响相对较小!图
7DG) 附录B# 表7BD9"'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转移在降低不平等程度方面较为有效' 缴费型社会
转移对巴西( 土耳其和乌拉圭起到了有效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而社会转移对
阿根廷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在南非#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的作用较小!图7DG"'

不过# 在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只有很小比例的工作者享有社会保障!如需
更多详细内容# 参见第三章"' 将缴费型社会转移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全体工作者
将会在降低不平等程度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最后# 在除土耳其和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中# 税收均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图7DG) 附录B# 表7BD9"'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通常
无法获取税收信息# 这使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

尽管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的计时计酬工作有所增加* 但大约#Q+的国
家实现了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的降低

过去十年间# 在我们分析所涵盖的大部分国家中# 长期工作者的收入一直大
体保持稳定' 相比之下# 大部分国家临时工作者或那些处于非正规就业中的工作
者的收入出现下降# 这可能导致不同工作类型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为了评估临
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比例的变化是否导致了不平等程度的上升Q缩减# 我们根
据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比例的发展趋势以及在此期间
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 将各国分成四个类别'

在第一类国家中# 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就业发生率出现下降# 可支配
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参见图7DE# 类别9"' 本类别国家包括丹麦( 芬兰(

西班牙和美国' 该类别不同国家之间在体制的性质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丹
麦和芬兰的兼职工作比例较高# 上述两国对这种就业形式的依赖有助于其降低
临时就业的增加' 女性是兼职工作者中的主力军' 相反# 西班牙自全球衰退之
后一直在削减临时就业# 这部分就业人口中的大部分很可能失业# 从而引发收
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在第二类国家中# 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就业发生率以及可支配收入的不
平等程度双双增加!参见图7DE# 类别7"' 与79世纪头几年相比# 奥地利( 塞
浦路斯和瑞典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而且由于没有转移和税收
政策的弥补# 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

在第三类国家中# 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就业发生率以及可支配收入的不
平等程度双双下降!参见图7DE# 类别J"' 本类别中的国家包括许多中欧和东欧
国家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 许多拉丁美洲经济体或者通过
经济增长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或者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
方案将非正式员工正式化!O+$># 7899) U.6).$1,1和B$30+6# 7898"'

"

在我们的分析所涵盖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巴西( 土耳其和乌拉圭拥有社会保障缴费数据# 土耳其和越
南是仅有的在其家庭调查数据中包括税收信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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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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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头几年至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 临时% 兼职和
非正规就业比例的变化以及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美国# 员
工被分为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及欧盟统计局'

在第四类国家中# 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发生率以及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
双双下降!参见图7DE# 类别I"' 这一类别包括我们分析所涵盖的大部分国家'

在本类别中# 除马耳他( 荷兰和斯洛伐克之外的所有国家自79世纪头几年以来#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就业发生率的增加# 劳动收入不平等
程度加剧' 不过# 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 缴费型社会转移在降低可支配收入不平
等程度方面比79世纪头几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希腊( 冰岛和爱尔兰#

非缴费型社会转移在降低不平等程度方面卓有成效' 在一些国家中# 税收在降低
不平等程度方面也比较有效' 例如# 英国于7898年I月针对最高收入者推出了
:8V的边际所得税率# 这可能有助于缩减不平等程度!B$1==等人# 7897"' 类似
地# 冰岛将资本收入税率从9GV提高至78V# 这一举措也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
了影响' 自从788G 年全球发生经济衰退以来# 社会保障缴费也被提高了两次
!T.,1+%等人# 7899"' 本分析表明# 尽管临时( 兼职和非正式员工就业发生率上
升# 许多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这主要得益于全球衰退发生以
来各国采取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税收体系'

第四节!结束语! 从各国经历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在本章中我们发现# 总体而言# 长期就业以及正规就业类型通常可比其他就

业类型提供更高的收入' 本章还强调指出了不同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重大差异# 这
表明# 在就业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国家政策有助于保证劳动者获得充分的收
入' 为了说明国家政策在应对就业模式变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本节探讨了不同
区域和收入群体的各种经历'

综合性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推动了巴西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在78世纪G8年代末期之前# 巴西的不平等程度节节攀升' 随后# 在78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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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E8年代出现了轻微下降# 在7888年前后又发生了一次更加显著且稳定的下降
!O.$$#6等人# 7898) B#$,1.# 789I"# 但该国的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
较为严重!O.$$#6等人# 7898"' 这一下降对大幅度地减少贫困起到了促进作用
!参见图7D:# 第一组"' 类似地# 尽管在78世纪G8年代和E8年代非正规就业平
稳增长# 但随后这一趋势得到逆转# 非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7889年的
:IDGV降至789J年的IID7V'

"

上述积极变化得益于协调一致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 以及良好
的全球经济环境所带来的一段时期的强劲的经济增长' 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
策在本质上的协调性尤为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 巴西的最低工资政策不仅设定了
正式行业工资的最低工资水平# 也为非正式行业工资协议提供了基准# 并为养老
金设定了最低支付水平# 这样# 一个政策杠杆即可对贫困和不平等产生广泛的影
响!S(.,,和O.$$1+,-#6# 789I"' 最低工资实现了显著增长# 从9EE:年9月的
7E9D8巴西雷亚尔上升至7887年9月的I77DI雷亚尔# 并进一步增至789:年的
G8ED7雷亚尔'

$ 针对农村地区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规模从9EE9年起大幅扩大# 将
面向农业( 采矿业和渔业的非正规工作者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即农村养老金
计划!C$+Z1& ,̀01.W3$.%# 9EE9年" 与针对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
计划*新型社会辅助养老金!OCB# 9EEA年" 的支付与最低工资关联起来!O.$Y

$#6等人# 7898) _3=+$和/-+)K+,6# 7897) U#(+6&#6/.,-#6# 789J"'

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转变发生在非缴费型现金转移领域' 巴西利亚率先
实施了有针对性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 7889年这一计划又扩展成为全国性
的.学校津贴!O#%6.'60#%."/ 计划' 在此之后的788J年# 巴西又推出了.家
庭津贴!O#%6.R.(a%1."/ 计划# 将现有的各项计划进行合并和改革# 扩大了
.学校津贴/ 计划的覆盖范围# 原来所覆盖的家庭户数为:98 万# 到789I 年#

.家庭津贴/ 计划所覆盖的家庭达到约9I88万'

由于采用了上述各种计划# 到788F年# I:V的巴西人所在的家庭接受某种
形式的公共转移!O.$$#6等人# 7898 "' 这种方法被称为.基本的普世主
义/ ***将社会保险和故意扩大目标覆盖范围的社会救助融为一体# 并被框定为
一项公民权利!R1%>3+1$.等人# 788:) _3=+$和/-+)K+,6# 7897"'

人们对各种不同计划和政策对不平等程度下降所做的相对贡献的评估存在很
大差异!/#.$+6# 789J") 不过# 最被广泛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 788F年之前不
平等程度下降中有一半归功于劳动收入分配平等性的提高# 而其余部分则源自社
会支出!O.$$#6等人# 7898"' 值得一提的是# 自78世纪E8年代以来# 在教育
领域的投资导致技能溢价的下降# 而最低工资的提高又增加了非技术工作者的收
入# 两者共同促进了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O.$$#6等人# 7898"' 同时#

不平等程度的改变之中# 大约J8V源自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与最低工资挂
钩"# 约98V得益于.家庭津贴/ 计划# 还有98V得益于新型社会辅助养老金
!O.$$#6等人# 7898"'

类似地# 研究表明# 正式就业的增长有多重原因# 其中包括$ 强劲的经济增
长和就业机会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大宗商品繁荣相关联!S(.,,和O.$$1Y

+,-#6# 789I") 人口统计学改变和教育招生人数增加所带来的劳动力供应减少)

针对小微企业的监管变革减少了税负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特别是.简易税
率/ 法律***这样便降低了非正规性) 以及改善的劳动监察实践!O+$># 7899"'

"

$

资料来源$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C'S"# ;C'S数据# 789:年I月7J日获得' K--)$ QQLLLD1)+.&.-.D>#ZD=$Q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C'S"# ;C'S数据# 789:年I月9:日更新' K--)$ QQLLLD1)+.&.-.D>#Z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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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税率/ 于9EEA年推出# 旨在通过简化和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负( 社会保障缴
费以及税收规定来推动非正规企业的正规化' 788G年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针
对的对象也是小企业家# 为其提供简化的注册和统一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计划# 每
月缴纳一次费用!;<2# 789:"'

社会转移降低了南非的贫困程度* 但不平等程度依然居高不下
正如之前的分析所示# 失业依然是南非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事实上这种情

况自78世纪F8年代以来一直存在# 而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的状况则有着更长的
历史' 尽管近年来不平等程度出现了轻微下降# 但南非依然是全球不平等程度最
高的国家之一'

" 在过去的78年中# 南非政府采取的一项主要举措是扩大社会补
助金的覆盖范围' 例如# 需经入息审查的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覆盖范围显著扩
大# 从78世纪E8年代末期的大约J88万人扩大到788J年的A88万人!/++41,>6

和P.--$.6# 788:"' 此外# 9EEG年针对A岁以下儿童推出了需经入息审查的子女
抚养补助金' 在之后的若干年中# 规定可享受补助金的年龄被逐步提高至9G岁#

这样# 到7898年# 该补助金计划所覆盖的最贫困儿童人数超过9888万!<+Z*等
人# 789I) C.-+%# 789J) /++41,>6# 789J"' 针对获得社会补助金的家庭所占比例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7887年至7897年期间# 处于最后三个十分位的家庭的
社会补助金的金额增加!图7D98# 第一组"# 这个结论与其他研究结果!如#

OK#$.-和"+6-K31?+,# 7898" 是互相印证的'

在那些处于最后十分位的家庭中# 其收入中大约有F8V来自社会补助金#

而在处于倒数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分位的家庭中# 社会补助金所占比例不足I8V

!图7D98# 第一组"' 结论是# 这些经入息审查的补助金计划极大地推动了减贫
!/++41,>6# 789J) C.-+%# 789J"' 即便如此# 我们的分析表明# 基于补助金计划
的再分配政策在降低不平等方面仅发挥了较小的作用# 如在7897 年降低了
8D87V !参见附录B# 表7BD9"' 其他研究的结论表明# 社会养老金并未降低不
平等性# 而子女抚养补助金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大!/0K1+%等人# 789I"'

如果考察处于最末几个十分位的家庭的就业特征# 我们会发现失业人数相当
之高!图7D98# 第二组"# 同时# 这些家庭是社会补助金的主要接受者' 尽管失
业情况普遍存在# 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之中!])+&1# 789J"# 但针对适龄的失业成
年人的社会保障非常有限' 缴费型失业保险体系仅覆盖了约I:V的劳动力人口#

那些没有能力缴纳费用的人被拒之门外!C.-+%# 789J"' 针对儿童和老年人预留
了社会救助计划' 为了弥补这一缺口# 政府于788I年推出了扩充公共工程项目#

计划在第一个五年中创造988万个临时工作岗位# 到789I年之前每年再创造788

万个工作机会!])+&1# 789J"# 同时为失业者提供培训机会' 该计划主要侧重于
满足失业家庭的收入需求'

社会转移机制在降低贫困和不平等程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限#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 这种情况产生了正
式经济***其特点是生产率高( 具有相对较高的集体谈判工资( 社会保障和其他
福利的能力) 另一方面# 也出现了非正式经济***其特点是生产率低( 工资低(

福利较少# 缺乏流动机会! P̂W;/T# 7898"'

"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1$1和5.@@.# 789J"# 这些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在最贫困群体
中#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Q艾滋病的患病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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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社会补助金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南非的综合家庭调查所做的估算'

中国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提高最低工资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自78世纪E8年代末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扩大社会

保险和社会救助计划# 以应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中国
政府推出了社会保险计划# 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为不隶属于某一特定
雇主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提供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U3.,# 788:) B##4#

788G) bK3# 789J"' 此外# 中国政府还为下岗的原国营企业职工设置了缴费型失
业保险体系( 基本生活津贴( 职业培训并提供工作推荐等!".,>和̂>#4#

788A"# 而下岗职工的主体是女性!S))%+-#,等人# 788A) /.,-## 788A) B##4和
T#,># 7899"' 自78世纪E8年代中期开始# 由于现有的基于就业的社会保险计
划无法应对失业率上升和贫困加剧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城镇社会救
助计划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低保体系"' 低保体系为所有处于某一标准以下的
城镇家庭提供经入息审查的救济金!U3.,# 788:) B##4# 788G"# 其覆盖面从
7889年的99F8万人扩大到7898年的7J98万人!P>#4# 789J"'

自7888年以来# 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也大幅扩大!参见第三章"'

7887年# 中国政府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U3.,# 788:) B##4# 7897"#

到7899年# 已经有GDJ9亿农民!占农村总人口的EFD:V" 被纳入了该计划覆盖
范围!bK3# 789J"' 由于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大批
老年人被留在农村地区#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政府于788E年推出了一种新
的由国家提供补贴的缴费型农村养老金计划!bK3# 789J"' 该计划的覆盖面迅
速扩大# 到7899年所覆盖的农民人数达到JD7A亿# 根据已经制定的计划# 7878

年之前该计划将被扩展至全国范围!bK3# 789J# 第IG页"' 非缴费型社会救助
也实现了增长# 中国政府于78世纪E8年代末期建立了农村低保计划' 该计划在
788F年之前的覆盖范围一直较小# 从788F年起扩展至大部分省份# 覆盖人数从
7889年的J88 万人上升至7898 年的:888 万人!P>#4# 789J) B##4# 7897)

U3.,# 788:) bK3# 789J"' 与此类似# 根据788A年做出的统一提供国家资金的
决定# 中国自78世纪:8年代开始实施的( 旨在为农村社区最为贫困和脆弱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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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供支持的五险计划也得到了显著扩展!bK3# 789J"'

全球衰退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出口产品需求下降
78V并导致大规模的工作岗位损失***根据官方数字# 788G年的工作岗位损失
数量为AF8万# 但是根据一些估测# 如果将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损失计算在内#

788E年的工作岗位损失数量高达7888万至J888万!B##4# 7897"' 政府的应对
措施包括大规模的财政激励措施# 涉及住房( 农村基础设施( 社会部门( 环保计
划方面的支出以及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 这些措施帮助中国恢复了经济增长和就
业岗位的创造# 进而于788E年年末和7898年实现了失业率的显著下降!B##4#

7897"' 除了上述激励措施之外# 中国政府还制定了劳动力市场政策# 以便为失
业者和农民提供职业培训# 仅在7899年# 就有大约9988万农村人口接受了此类
培训!bK3# 7897"' 中国政府还在整个农村地区建立了就业信息中心网络# 以
帮助人们在小城镇寻找工作!B##4# 7897) bK3# 789J"' 自7898年以来# 中国
政府还通过全面提高最低工资来努力增加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 这一举措提高了
农民工的工资!c.,>等人# 789I" 以及城镇工资水平# 这对减贫可能也起到了
一定作用'

荷兰对兼职工作进行了规范* 以促进经济重组和性别平等
自78世纪G8年代以来# 荷兰的社会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改革# 对工作福利和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视不断加强# 而福利提供越来越多地仅面向那些不能工
作的人!B%#>>和d., "1e,=+$>+,# 7899) c+$4+6和Z., &+$d++,# 7899"' 这些改
革一直被视为.荷兰模式/ 的一部分# 该模式已实现了强劲的就业增长( 低通
胀率( 公共赤字下降以及相对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条款!C%.,-+,>.# 7887"' 上述
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兼职工作进行提升和正规化# 使其成为一种降低失
业率的方法!B#361,6和5.,># 788I"'

在失业率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的情况下# 9EG7 年签订的%瓦森纳尔协议&

为雇主和工作者共同努力以实现就业的结构性改进方面做好了准备!C%.,-+,>.#

7887) _##>+,=##(# 7899"' 最初的改革侧重于通过减少工作时长的方法实现工
资节制' 不过# 到78世纪G8年代后半段# 上述对每周工作时长的关注被促进兼
职工作的努力所取代!C%.,-+,>.# 7887"' 兼职工作的扩大有助于实现以下三大
主要目标$ 首先# 更好地实现现有就业机会的分配# 从而降低失业率) 其次# 帮
助实现经济重组# 使企业能够延长工作时间) 再次# 促进性别平等!C%.,-+,>.#

7887"' 在最后一个目标方面# 兼职工作被视为促进.组合模型/ 的一个核心手
段' .组合模型/ 认为# 无酬和有酬工作应该获得同样的重视# 并且由男性和女
性来共同分担!C%.,-+,>.# 7887) B#361,6和5.,># 788I"'

上述努力的结果是#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其兼职工作更加普遍# 在女性群
体中更为显著' 在兼职工作得到更多关注的同时# 自从78世纪G8年代以来# 女
性劳动力参与率迅速上升# 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788J年在女性所从事的
全部工作中# 有:EDAV为兼职工作!c+$4+6和d166+$# 788A# 第7I8页"' 鉴于
这种情况# 有些人认为# 荷兰之前的男性养家模式已经被.一个半人养家模式/

所取代!c+$4+6和d166+$# 788A"'

78世纪G8年代# 工会对兼职工作的增长最初是持抗拒态度的# 在此之后工
会便开始努力推动兼职工作的正式化!B#361,6和5.,># 788I) c+$4+6和d166+$#

788A) "1+%+$6和W.Z+,# 789J"' 这一目标是通过如下努力逐步实现的$ 9EEJ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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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改革# 废除了最低工资( 最低假日工资和社会保障的最低工作时长限制)

9EEA年通过了有关兼职工作者平等待遇的立法!+,-.,/012,3,4567,/068") 并在
7888年通过了工作时长调整法案!+,-956:5;;068 9<=,07;7>><"# 给予工作者要求
增加或缩减其工作时长的权利!C%.,-+,>.# 7887) c+$4+6和d166+$# 788A"'

尽管在许多国家中# 兼职工作往往与边缘化和低工资联系在一起# 但研究显
示# 在荷兰# 兼职工作通常出自员工的自身选择# 从事非自愿兼职工作的比例很
低!c+$4+6和d166+$# 788A) "1+%+$6和W.Z+,# 789J"' 此外# 在一些其他国家
中# 兼职工作并非一定与低技能工作者相关联!B#361,6和5.,># 788I"' 尽管在
保证兼职工作条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但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具体而
言# 尽管法律做出了平等性方面的规定# 但在实际生活中# 工资方面依然存在一
些不平等# 同时兼职工作者往往在工作培训方面的参与度较低# 并且其职业发展
前景也大打折扣!C%.,-+,>.# 9EEA) c+$4+6和d166+$# 788A"' 此外# 尽管组合模
型旨在促进性别平等# 但兼职工作者的主体是女性# 她们依然承担着大部分的无
酬护理工作!C%.,-+,>.# 9EEA) c+$4+6和d166+$# 788A"'

在发生全球衰退之后# 荷兰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就业的举措' 例如# 其中
一个举措是允许那些原本财务状况良好但遭到经济危机冲击的公司以提供兼职工
作安排的形式保留员工# 可以将工作时长降低78V*:8V' 这一举措被称之为
.兼职就业/ !T++%-1e& "+$4%##6K+1&6L+-"' 工作者可获得部分失业救济金# 作为
其工作时长缩减的补偿# 同时雇主需在雇员不从事工作的时间里提供培训机会
!c+$4+6和d., &+$d++,# 7899"' 这一举措由于防止了大规模裁员而受到赞誉
!T+%6+,# 7898"' 此外# 政府还特别针对那些存在失业风险的员工临时增强了对
就业能力政策的重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政府在现有培训资金的基础上增加了
一倍# 以帮助员工.转入另一个行业的新的工作类型/ !c+$4+6和Z., &+$d++,#

7899# 第IJE页"'

逐步采用一种增进平等和促进就业的综合性方法
许多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加剧# 而在大部分发

展中经济体# 贫困率居高不下' 在上述趋势背景下# 近年来的一个常见应对方法
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参见第三章"'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对扩大非缴费型
社会救助计划给予了特别关注# 并藉此覆盖了那些之前尚未覆盖的群体' 此类社
会救助计划在缓解最严重的贫困问题方面多次取得了成功# 如南非的情况就是如
此' 此外# 当社会救助计划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更为广泛的政策举措!如教育和
医疗卫生政策" 相结合时# 社会救助计划有可能对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同时产生积
极影响# 正如巴西所展现的那样'

不过# 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自身并无法发挥其最佳减贫效果或者
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问题#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 本章已经表明#

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所以问题在于如何为失业者创造充足的优质
工作# 同时确保为那些处于非标准就业形式的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前
景# 并释放小型企业的潜力' 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应对上述挑战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不过# 之前的分析表明# 创造大量优质工作以实现贫困和不平等的持
续削减不仅需要进行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干预# 同时还需要通过特定发展
战略以及侧重于就业机会创造的行业政策来协调重视增长路径就业强度的响应举
措! P̂W;/T# 7898) P̂B5ST# 789I) ;<2# 789I="' 鉴于此# 另外需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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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领域是# 对促进就业机会创造和企业扩张的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
进行详尽分析# 并探讨如何对相关战略和政策进行整合# 以提高收入和扩大社会
保障覆盖范围'

尽管就上述发展战略得出的结论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但值得指出的是# 当前
全球化经济以及与技术进步相关的生产实践的不断改变为各国的发展战略和就业
创造带来某些限制' 例如# 研究人员多次指出# 工业生产的资本密集性不断增强
这一全球性趋势所导致的结果是# 较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
低于那些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X.)6#6# 788:) UK#6K# 788G) _+1,-?# 788E)

P̂W;/T# 7898) P̂B5ST# 789I"' 不仅工业生产的就业密集性不断下降# 此
外# 研究人员表示# 各国已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相继开始去工业化的进程#

而去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发达经济体才有的一个特征!W#&$14# 789:"' 这一情
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即工业化是否可能解决就业短缺问题# 并进而将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减贫和减少不平等联系起来- 因此# 上述全球性限制
应该成为未来有关国家发展政策和就业创造之间关联性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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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S

数据来源和覆盖范围

表
+-,)

数据来源和所覆盖的年份
国家 数据来源 年份

阿根廷 常住户口调查#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PT'B"# LLLD1,&+0D>#ZD.$ 788:( 789J

奥地利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比利时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8

巴西 全国家庭调查!CPST"# 国家地理统计局!;OU'" 788:( 7897

保加利亚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中国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BS//" 788:( 7898

塞浦路斯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捷克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丹麦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爱沙尼亚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芬兰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法国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希腊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匈牙利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冰岛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爱尔兰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8

意大利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韩国 全国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 国家统计办公室# 首尔 788A( 7897

拉脱维亚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立陶宛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卢森堡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马其他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F( 7899

墨西哥 全国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P;U_"#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局!;P'U;" 788:( 7897

荷兰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挪威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菲律宾 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R;'/"#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 788J( 788E

波兰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葡萄牙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罗马尼亚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斯洛伐克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斯洛文尼亚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南非 家庭普查和劳动力普查# 南非统计局 7887( 788F( 7897

西班牙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A( 7899

瑞典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瑞士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F( 7899

土耳其 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 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788:( 7899

英国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H/;<B"# 欧盟统计局 788:( 7899

乌拉圭 家庭追踪调查# 国家统计局 788A( 789J

美国 消费支出调查# 劳工统计局!O</" 788:( 7897

越南 家庭生活标准调查!_<//"# 越南国家统计局 788A( 7898

作者特别感谢欧盟统计局和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我们对根据上述数据以及本表所列其他来源数据所做
出的结论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在此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都阳以及韩国健康与社会事务研
究所的康信旭!/K1, H"##4 X.,># 音译"# 他们分别帮助我们提供了中国和韩国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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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O

收入来源% 数据局限性和方法论

数据局限性和相关方法论问题
在利用来源完全不同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时# 存在数据局限性# 也可能会出

现许多方法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不同国家数据的可比性相关' 各国收集和提供
数据的方法存在差异' 在收入变量方面# 对于某些国家# 我们既掌握总值也掌握
净值# 而另外一些国家# 比如阿根廷( 巴西( 中国和南非# 仅报告税后数据'

第二个问题与数据收集和报告的方法相关' 对于欧洲国家# 我们采用的是欧盟收
入和生活条件!'̂ H/;<B" 数据' 由于所有国家按相同的变量口径向欧盟统计局提
供数据# 上述数据集较为统一' 尽管如此# 各国在数据收集和报告方法方面存在显著
的差异' 一些国家采用登记数据# 而另外一些国家通过全国性调查来采集数据'

第三个问题涉及标准化# 针对该问题维尔玛和贝蒂!d+$(.和O+--1# 7898"

指出# 在处理负值( 零以及非常大的数值方面# '̂ H/;<B数据集在不同国家之
间缺乏标准化的程序' 收入变量的上限和下限规定会导致不平等程度数据下降'

第四个问题与为比较所设定的变量相关' 方法中给出了一个核算框架# 但为
对此进行全面分析所需的所有变量却并非所有国家均能收集并提供' 值得一提的
是# 南非缺乏某些收入组成部分信息# 这使进行全面分析受到了限制'

第五个问题涉及不同时期的数据的可比性' 由于各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
对调查内容进行调整# 这会导致某些变量的改变( 新增变量或者取消之前存在的
!!

图
+.,)

用于分析的不同收入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 作者的定义基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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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对于那些我们发现已发生了上述改变的国家# 我们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尽
可能保持一致性'

第六个问题与某些收入组成部分的分解相关' 例如# 在社会转移领域# 欧盟
统计局要求各国为'̂ H/;<B数据库提供汇总变量' 因此# 在一些情况下# 可能
会出现将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福利混在一起的情况# 而且很难将其分开'

第七个问题涉及户主的定义# 因为在'̂ H/;<B数据库中并没有清晰解释家
庭中谁是.户主/ 这一问题' 因此# 针对上述国家# 我们假定.户主/ 是家庭
中的主要养家者' 在新兴经济体# 在调查中对户主给出了明确定义# 所以我们在
分析中就采用这种定义下的相关变量'

要素来源收入分解方法
在要素来源收入分解方面存在许多不同方法' 有关收入分解的早期著作采用一

种递增的分解方法!W.## 9EAE) R+1和W.,16# 9EFI"' 通过这种方法可产生各种要
素的贡献值# 既可产生正的# 也可产生副的贡献值# 加总起来整合等于总的收入不
平等程度' 研究人员普遍使用的用于调查不平等程度影响因素的方法是收入核算框
架!Rf$6-+$和"K1-+@#$&# 788E)

$

R3+6-等人# 788E) /-.,&1,>等人# 7898"' 在核
算方法中# 收入组成部分依次增加# 并在每一步骤对不平等指标进行计算'

由于我们希望考察收入的哪些组成部分会增加或降低不平等程度# 我们在分析
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与芬森等人!R3+6-等人# 788E" 所使用的方法类似的核算框架'

这一方法帮助我们评估社会转移和税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再分配' 与詹金斯
!g+,41,6# 9EE:" 类似# 我们还调查了工作收入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 在考察这
个问题时我们考虑了户主的就业状态' 正如詹金斯所说# .收入细分互相补充# 因
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既对贡献家庭收入的家庭成员的人数产
生影响# 也对每位家庭成员的收入来源产生影响/ !同上# 第I9页"' 通过这种方
法# 还可以了解失业率上升造成的影响' 鉴于此# 我们将家庭按照户主或主要养家
者的就业类型进行分类!长期Q全职Q正式或临时Q兼职Q非正式员工( 个体经营工作
者和失业人员"# 并对户主处于上述就业状态的家庭进行逐一介绍' 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将户主为经济不活跃人士!未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的家庭也包括进来!参
见图7DO9"' 我们采用基尼系数作为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标准' 在每次增加一个家庭
群组或一个特别的收入组成部分之后# 在每一步骤进行计算'

核算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同要素组成部分的排序# 这种排序发挥着很
重要的作用' 某一特定要素组成部分引入的顺序不同# 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大
小# 甚至方向均会发生改变' 我们采用了如下顺序# 如图7DO9中所示$ 首先从
如上所述的劳动收入开始!工资和个体经营者收入以及其他工作相关福利'

"'

之后我们引入资本收入或投资收益# 其中包括利息( 股息( 股票和租金' 然后#

我们考虑私人转移# 其中包括家庭间转移( 汇款( 赡养费( 来自慈善组织的收入
等' 接下来# 我们分别加上缴费型社会保险收入以及非缴费型社会保障福利' 缴
费型社会保险的主要组成部分为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以及疾病补助金( 产假补助
金和遗属福利等' 非缴费型社会福利涵盖子女抚养补助金( 老年人福利等' 最
后# 我们从中减去社会保障缴费以及个人所得税费# 便得到了可支配收入' 针对
所有的收入概念# 我们使用了平方根相等表来应对家庭规模不同的情况'

"

$

'

例如# 南非提交的7897年报告涵盖了养老金问题# 但这一问题并未在7887年和788F年报告中提及' 为保证分析的一
致性# 我们决定不在本次分析中考虑该问题' 根据需要# 我们可以提供将养老金问题包含在内的7897年分析结果'

其框架根据斯米丁等人!/(++&1,>等人# 9EE8" 的观点进行修改'

奖金( 工作相关社会保障!主要为缴费型计划"( 带薪假期( 产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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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图和分解表

图
+/,)

!"世纪头几年至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 按就业类型划分的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变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
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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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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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程度的分解$ 数据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核算框架
不平等程度
"基尼系数#

劳动收入 市场收入 可支配
收入

国家

户主为
长期Q全
职% 正
式员工

户主全部
为员工

9户主为
个体经营
工作者

9户主处
于失业
状态

全部家庭
劳动收入

9资本
收入

9私人
转移

9缴费型
社会转移

9非缴
费型社
会转移

6税金
和缴费

发
达
经
济
体
和
欧
盟

奥地利 J9DG J7DE JJDJ J:DF :FD7 ::DG ::D7 JADJ JJD: 7GD:

比利时 7FD8 7GD7 7ED9 JADG :FDF :AD9 ::DA JADJ JJD7 7FDG

保加利亚 JJD8 JJDG JJD7 JAD: :IDG :ID7 :7DA JFDI JAD7 JIDE

克罗地亚 J9D9 J7D9 J9D: JAD8 A8DJ :EDF :GDG I9D7 JADI J9DG

塞浦路斯 J7DI JJD7 J7DA JIDI :8DE IEDJ IGD8 JFDJ JIDE J7DI

捷克 7ED7 J8D7 J9D9 JJDJ :ID8 :JDG :JD8 JJD9 J8D7 7AD7

丹麦 7:DF 7AD: 7FDF J9DJ :ADE :FDE :FDF I7D8 J9DF 7GD8

爱沙尼亚 J7DE JJDJ JIDA JFD8 ::DJ ::DJ :IDG JEDE JFDI JIDI

芬兰 7ADG 7GDG 7EDJ JIDA :ADA ::D: ::D7 JEDG J7DI 7FDF

法国 7GDA J8DA J7DE J:DF :GD8 :IDJ :JDA J:DG JJD8 7EDJ

希腊 7GDJ J9D8 JAD: I8D8 A7D: A8DE :EDI JGDF JFD7 J7D7

匈牙利 J7DF JID9 JJDF JADA :ADE :ADF ::D: JIDJ J8DI 7ADI

冰岛 J8DE J9DJ J8DE JJDA IFDJ IAD8 I:DI JIDA J8D9 7:DI

爱尔兰 JADI JGD9 JED7 IADG AJDI A7DA A7DI IAD: JGD: J9DI

意大利 J9D8 J7DA J:D9 JFD7 :GD9 :ADI :AD9 JFDF JADG J7DE

拉脱维亚 JFD7 JFDF JFDA I9DI :ED8 :ED8 :FDE I9DG JEDE JAD9

立陶宛 J:D9 J:DE J:D8 JEDF A8D8 A8D8 :ED7 I8DF JFD9 JJDG

卢森堡 J7DF JJDG JIDE JADF :ID9 :7D: :7DI J:DI J9D: 7GDI

马耳他 7EDJ J8DF J9DJ JJD9 :JD9 :8DG :8DA J:DA J7DI 7GDI

荷兰 7FD8 7GDJ 7EDG J:DE :AD8 :IDE :ID7 JGD9 J9DG 7ADI

挪威 7GD: 7GDE 7ED7 J8D: :8DA IEDJ IED9 J:DE 7EDI 7IDE

波兰 JJD8 JIDI JIDF J:DE ::DG ::DA :IDF J:DA JJDI J9DJ

葡萄牙 JFDE JGDG JGDE I7D9 A8DA :EDJ :GDF I9D7 JEDA JID8

罗马尼亚 J9DE J7DJ JIDG J:DI :9DF :9DA :9D: J:DA JJDA J8DI

斯洛伐克 7FDA 7GD7 7GD: J8DG :8DE :8DG :8D: J9D8 7GDI 7ADE

斯洛文尼亚 J9DJ J7D9 J7DI J:DJ ::D9 :IDA :IDJ JFD9 J7D: 7ADJ

西班牙 J8D8 J7D7 JIDF I9D7 :GD7 :FD9 :ADE JFDE JAD7 JID7

瑞典 7FD8 7GDJ 7GDF J8DG :JD8 :8DA :8D: J:D7 J8D7 7ADE

瑞士 7GDE 7EDA J8D8 J8DG IGDG IFD7 IAD: J7DG J8D: 7EDA

英国 JGD7 JGD: I8D9 I7DJ AJD8 A9DJ A8DG I:DA JED: J7DA

美国 JGDF I7D8 I7DG IJD: :ADG :AD7 ::D: I:DG IIDF IJDF

新
兴
和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阿根廷 J:D8 JFDE JED7 I8D: :7D9 :9DF IEDF JGDI JFDG *

巴西 I:DA IFDG :8DJ :9DJ :EDJ :FDE :FDF :9DA IEDF IEDA

墨西哥 IIDJ IGDF :9DA :7D9 :AD7 :AD8 :JD9 :9DJ IEDF *

菲律宾 IADJ IFDE I:DA I:DA IGD7 IGDI I:DA I:D: IJDF I7DF

南非 :FD9 :EDF A9DJ AAD8 FJD9 * F9D7 H AED7 *

土耳其 I8D7 I7D7 IJDG IIDA ::DE :JDG :9DI I9D: I9D9 I9D9

乌拉圭 JJDE JAD7 JED7 I8D8 :7D: :7D8 IEDG JFDG JADG JFD7

越南 I7DF IJD9 I7DG IJD7 I:D7 I:DA I7DE I7DI I7D7 I7D7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美国# 员工被分
为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有关方法论的内容请参见附录O'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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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平等程度的分解$ !#世纪头几年的核算框架
不平等程度
"基尼系数#

劳动收入 市场收入 可支配
收入

国家

户主为
长期Q全
职% 正
式员工

户主全部
为员工

9户主为
个体经营
工作者

9户主处
于失业
状态

全部家庭
劳动收入

9资本
收入

9私人
转移

9缴费型
社会转移

9非缴
费型社
会转移

6税金
和缴费

发
达
经
济
体
和
欧
盟

奥地利 J8DI J9D8 J9D: JIDA ::DI ::D8 :IDI JID9 J9DJ 7FD8

比利时 7ADE 7FDG 7GDF JFDA :FDA :AD8 ::DA JAD9 JJDA 7GD8

保加利亚 J8D9 J7DA JJDI JFDA ::DJ :IDG :JDE JGDA JADG JIDE

克罗地亚 J7D8 JJD9 J7DA JADI A8DA A8D8 :EDI I7D9 JFD: J7D:

塞浦路斯 7EDF J8DA 7EDF J8D7 IADG I:DE I:D9 JIDG JJD7 J9DI

捷克 J8D8 J9D8 J7D8 JIDA :JDE :JDF :JD7 J:DJ J9D9 7ADJ

丹麦 7AD9 7:DA 7FD: J8D8 :ID8 :JDA :JDI I8D8 7EDF 7:DE

爱沙尼亚 J:D: J:DE JAD: JFDE ::DF ::DA ::D7 I8DE JGDF J:D9

芬兰 7FDI 7EDE J8D: JIDI ::D9 :ID7 :ID8 JEDF J9DA 7ADG

法国 7FDI 7EDF J9D7 JIDI :ADI :ID8 :JDI JJDF J8D9 7:DE

希腊 J9DA JID8 JGDA JED: :GDJ :ADE :IDE I8DJ JED8 JJDA

匈牙利 JFDI JGDJ I8DJ I7D: A7D8 A7D8 A9DI I9DG JFD: J7DE

冰岛 7GDA 7GDI 7GDI 7GDF I9DF I9DI I8DG J7DF 7EDG 7ADG

爱尔兰 JIDA JAD9 JAD: JED7 :ADE :AD9 ::DF IID9 JFDI J9DE

意大利 J8DF J7D7 JIDE JAD7 :FDE :ADG :AD7 JGD7 JFDJ JJD9

拉脱维亚 JADA JFD8 JADG JGD7 :JDJ :JD7 :7D: I9DE I8D9 JFD:

立陶宛 JAD9 JADE JADJ JGD8 ::DG ::DA :IDE I9DG JEDE J:DA

卢森堡 J7DF JJD9 JID7 J:D: :JDE :7D9 :9DE JIDI J9D7 7GD8

马耳他 J8DA J8DG J8DG J7D7 :ID7 :9D9 :9D8 JFD7 JID8 7EDE

荷兰 7FD9 7GDG J8DF JADE :ADF ::D7 :IDI JGDG J7D: 7AD:

挪威 7ADE 7FDE 7GDE 7EDE :9DE :7DI :7D9 JFDF J8DA 7FDJ

波兰 JAD8 JFDA JGD8 I8DA A9DF A9DA A8D: JGDE J:D: J7DG

葡萄牙 I8DE I9DE I9DJ IJD7 :EDA :ED8 :GDA IID9 I7D: JFDA

罗马尼亚 JIDF J:DJ JADG JFDF :7DA :7DA :7D8 JEDA JFDI JID9

斯洛伐克 7EDG J8D: J9DG JJDG :IDF :IDA :IDI JJDA J8DF 7FD7

斯洛文尼亚 J9DG J7DE J7D9 JJD8 :JD7 :7DE :7DF JFD7 J7DA 7AD7

西班牙 J8DJ J9DA J7DA JID7 :9DF :9D8 :8DF J:DA JIDA J7D7

瑞典 7FD8 7GDE 7EDG J9DJ :7DA :8DA :8D: JIDA 7GD7 7ID:

瑞士 J8D7 J8DA J9D8 J9DA IGDI IADG IADI JJDG J9DA J7D8

英国 JJD7 JJDA JIDJ J:DF :GDI :FD8 :ADG IJDJ JGD8 J7DG

美国 JGDE I7D8 IJD: IJDF ::DI :IDA :JDE I:D7 IIDJ IJDA

新
兴
和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阿根廷 JEDA IJDE I:D: IFDA :ADF :ADJ :ID8 I:DJ IIDG *

巴西 IGDG :9DI :IDJ ::D: A9DJ A8DI :EDE ::DA :JDA :JDJ

墨西哥 I7DE IFD9 :8DI :8D: :ID: :IDI :8DG IEDI IGDA *

菲律宾 I:DA IGD9 IADE IADG IGDG IGDE IFDA IFDJ IAD8 IIDE

南非 * :GDJ :EDE A:DE FJD9 * F7DA * F8DF *

土耳其 JFDG I7DJ IID: I:D: :ADA :IDI :9DE IJD7 I7DE I7DG

乌拉圭 I7DJ I:D9 IGDJ IEDF A9DE A9D8 :FDA IIDE I7DE IID:

越南 I9DF I:D7 IAD8 IAD8 IFDG IFDE I:D8 IJDA IJDA IJDA

注$ 对于所有国家而言# 将员工分为两个类别' 对于欧洲国家# 员工被分为长期员工和临时员工) 对于美国# 员工被分
为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员工被分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有关方法论的内容请参见附录O'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的估算!参见附录S# 表7S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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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同就业模式的社会
保障覆盖范围

引言
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覆盖程度和提供的福利水平是决定其替代

工作收入或其他来源收入以及平抑收入波动能力的关键因素' 本章旨在评估9F8

多个国家针对不同就业模式!如第一章所述" 的社会保障制度' 本章探究了自
78世纪E8年代初期以来# 法律规定的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覆盖范围的变化趋势
!第一节"# 同时分析了这些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落实程度并对法律法规规定的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与有效落实之间的差距进行量化!第二节"' 本章探究了缴费
型和非缴费型社会保障机制的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 鉴于存在不同的就
业模式# 本章还分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计划在覆盖预期受益人方面的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 本章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在确保足够的收入保障方面的能力# 因
而对第二章分析进行了补充'

第一节!社会保障法定覆盖范围&按就业状态划分'

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有需要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收入保障'

" 虽然许多国家都
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但却不能提供充足或有效的保障# 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
一# 在缺乏社会保障法的情况下# 社会保障覆盖无法实现' 789J年# 仅有超过
9QJ的国家依法制定了社会保障计划# 并覆盖了国际劳工组织于9E:7年通过的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 !第987号" 中规定的所有社会保障应急事件' 即便
在这些国家中# 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了一小部分人群' 第二# 社会保
障法有时将某些群体排除在外'

$ 第三# 社会保障制度未能得到充分落实# 其原
因在于没有充分执行法定覆盖范围# 或者缺乏社会保障加入计划!第二节"' 尽
管存在上述局限性# 但社会保障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

$

国际劳工组织采用的社会保障定义涵盖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提供福利的所有措施# 以确保不受如下原因造成的
缺乏工作相关收入!或收入不足" 的影响$ 疾病( 残疾( 分娩( 工伤( 失业( 家庭成员进入老年或死亡( 无法享受
!可负担得起的" 医疗服务( 家庭支持不足# 尤其是针对儿童和受抚养的成年人( 一般贫困和社会排斥!;<2#

789I."' 本章将覆盖范围差距的分析重点放在老年人( 遗属!达到退休年龄" 和失业人口的定期现金福利上' 对养老
金或失业救济金法定覆盖范围的预估主要涵盖政府负责的各类计划# 根据这些计划# 要么直接通过政府机构# 要么强
制私人部门提供福利' 如果加入社会保障计划具有强制性# 以及所提供的福利具有周期性且不是对现有基本养老金的
补充# 那么私人养老金计划覆盖也可被纳入其中'

就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而言# 法定覆盖范围在很大程度上由就业状态和就业合同类型决定' 就非缴费型社会
保障而言# 排斥原因主要与国家的机构能力和资源以及社会保障的优先级和期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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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年间* 老年人养老金的法定覆盖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

截至789J年# 在被分析的9FG个国家中# EJV的国家依法提供养老金福利#

而在78世纪:8年代# 这一数字仅为9QJ左右' 在多数地区# 养老金福利是社会
保障支出的最大构成部分'

" 自9EE8年以来#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新法律或
改变现行法律# 以扩大覆盖范围' 其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 建立大规模非缴费型
养老金制度(

$ 通过放宽或取消合格条件来扩大现行养老金计划的覆盖范围# 和
Q或为个体经营者专门制定养老金计划' 这些变革更正了将大多数人群排除在外
的不恰当条款' 我们所观察到的趋势反映了基本政策思路的转变' 基于过往经
验# 期望经济增长将吸引工作者从事正规就业# 从而为其提供社会保障# 这是不
现实的' 相反# 从最近的政策目标来看# 社会保障应扩展到标准就业关系以外的
人群'

'

789J年# FFV的劳动适龄人口被纳入老年人养老金覆盖范围# 而在7888年
和9EE8年# 这一数字分别为IFV和J7V !图JD9"'

( 针对女性的养老金法定覆
盖范围小于男性' 实际上# FIV的女性依法享有养老保障# 但其中仅有7AV的女
性享有强制缴费型养老保障' 这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较低# 并且各部门或
就业状态中超过上述比例的女性很可能无法被纳入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在扩大法定覆盖范围方
面走在世界前沿' 在亚洲# 9EE8年仅有超过98V的劳动适龄人口被纳入法定覆
盖范围' 9EE8年至7888年# 这一比例几乎增加了两倍# 并且在7888年至789J

年期间# 又增加了一倍' 这主要得益于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制定以及允许自愿
加入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法律的出台' 中国)和印度*

***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
国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示例' 在拉丁美洲# 改革的重点在于将养老金制度扩
展至在正式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工作者' 截至789J年# 超过E8V的劳动适龄人
口!包括非正规工作者" 被纳入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 而在9EE8年# 这一数据
为A8V' 虽然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已存在数十年# 但我们观察到的过去几年养
老金计划扩大强度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7888年至789J年# 该地区至少9G个国
家进行了改革# 以便通过推出非缴费型计划来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

O.,4# 789I# ;<2# 789I."'

"

$

'

(

)

*

从全球范围来看# 老年人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占公共社会保障支出的JFV# 占UTC的JDJV !;<2# 789I."'

除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外# 这部分支出构成各地区公共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部分'

例如# 莱索托于788I年推出的须经养老金审查的老年人养老金计划) 东帝汶于788G年实施的全民老年抚养津
贴) 瑞士于788:年推出的须经养老金审查的老年人补助计划# 并于7898年进一步扩大其覆盖范围'

从事标准就业的员工是指处于全职( 直接雇佣关系的员工# 并且这种雇佣关系不固定并且是上下级关系
!;<2# 789:&"' 参见第一章专栏9D7'

关于法定覆盖范围预估的定义和限制# 参见附录S'

788E年# 中国开始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 以期到7878年实现全民覆盖' 中国于788E年推出农村养老金计划#

7899年推出城镇养老金计划!针对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养老金的工作者"# 并于789I年公布将合并这两个新型养老
金计划!;<2# 789I.# ;//S# 789J# W1,>+,和P>#4# 789J"' 789:年9月# 国务院公布进行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员工养
老金改革# 将其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项下# 以实现养老制度一体化'

印度的法定养老金覆盖范围由9EE8年的不足:V大幅扩大至7888年的JJV# 又扩大至789J年的G8V以上'

其主要原因如下$ 印度于9EE:年制定须经入息审查的非缴费型英迪拉,甘地国家养老金计划!;UP2SC/"# 并于7899

年扩大这一计划# 此外# 788E年# 几乎允许印度所有公民自愿加入新型养老金计划' 国家养老金计划或新型养老金计
划于789I年9月9日开始实施# 最初只针对国家政府员工和公共部门员工' 自788E年:月9日起# 印度所有公民可自
愿开立国家养老金计划账户# 但在开放系统中# 没有相应的政府缴费!;//S# 78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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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被纳入老年人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的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例

注$ 789J年的全球估算数据基于9FG个国家的老年人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法定数据# 9EE8年和7888年的全球估
算数据基于9FJ个国家的老年人和遗属养老金法定数据# 并通过对劳动适龄人口进行加权计算得出' 图中数据是指老
年人养老金和遗属!超过养老金领取年龄" 定期现金福利'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美国社会保障署Q国际社会保障协会!789J( 789I.( 789I=( 789I0") ;<2

!789:.( 789:=( 789:0") 欧盟委员会!789:") 美国社会保障署!9EGE( 9EEE")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789:")

各国法律和统计办公室的研究'

++主要使建立就业关系的人群受益++

员工的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最广# 这一点不足为奇# 但针对处于不同就业状
态的工作者的养老金覆盖范围的差距十分严重# 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
及中东和北非!图JD7"' 9EE8年# AIDFV的员工在退休后可以依法享受以现金
形式发放的养老金福利# 其中EFV的员工被纳入强制缴费型机制' 截至789J年#

GGDJV的员工被纳入养老金覆盖范围# 其中FAV的员工需遵循强制缴费规定' 由
此可以看出# 在不考虑保障水平的前提下# 强制型社会保险在将法定覆盖范围扩
大到更多员工方面的作用不及非缴费型计划或自愿加入计划'

" 该群体中# F:V

的法定覆盖范围的扩大得益于自愿加入计划# 但需要注意的是# 自愿覆盖很少会
带来显著的有效覆盖' 小企业员工( 家庭工作者$和散工或临时工就受到这种机
制的约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不同类型的养老金计划在保障水平( 社会融入
或就业规范化的结果以及公共财政方面存在差异'

尽管养老金计划已取得上述进展# 低收入国家中78V的员工和全球范围内
97V的员工仍未能被纳入老年人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关于对在实践中导致较高
排斥程度的落实情况的探讨# 参见本章第二节"' 影响工作者是否被排除在法定
覆盖范围之外的主要因素如下$

"

$

通过强制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实现的法律覆盖范围由9EE8年的A7D:V扩大至789J年的AADEV'

以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为例# 家庭工作者可自愿加入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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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就业合同或未签订契约# 这一点将散工"

( 学徒( 临时工或季节工或
工作时间少于规定的最低时间的工作者排除在外' 这种法律排斥在养老金中不太
常见# 但在工伤或失业救济金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疾病福利和产假福利!至少针对
现金福利" 中比较普遍'

"

雇主类型$ 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 还是家庭# 如家庭工作者!专栏JD9"'

"

企业规模$

# 因为企业规模越大# 其缴费能力和承担社会保障管理成本的
能力就越强' 随着降低雇主管理成本的;5技术的进步# 一些国家已经逐步降低
或取消规模门槛# 即若企业规模低于最低标准# 则无需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一些
国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如巴林'

( 印度(

( 韩国)和越南*

'

"

每周或每月工作小时数'

"

经济部门$ 农业部门经常被排除在覆盖范围之外# 并且尚未提供其他特
殊计划# 包括农业是主要就业渠道的国家'

+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 可能会使从事非标准就业的工作者处于不利地位!如
福利水平较低或期限缩短或资格条件更为严格"# 但这并不意味着将非标准就业
人员全部排除在覆盖范围之外' 本章在对上述法定覆盖范围进行估算时# 没有专
门考虑这些因素的可能影响'

++逐步扩大到其他群体* 主要渠道为非缴费型和自愿缴费型养老金
计划++

过去78年间# 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非缴费型社会保障
机制和尝试通过自愿加入来扩大覆盖范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而推出强制养老
保险制度或扩大其覆盖范围在增加法定覆盖范围方面的重要性被削弱'

9EE8年至789J年# 基于非缴费型计划的法定养老金覆盖范围所占比例增长
了至少:倍# 占全球法定覆盖范围扩大的I8V以上' 正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及撒
!!

"

$

'

(

)

*

+

,

所有地区的现行养老金法律都将散工排除在外' 在非洲# 属于这种情况的国家有冈比亚( 肯尼亚( 利比亚!这
些国家的散工可能享有非缴费型福利"( 马达加斯加!针对每年工作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农民和农业部门的散工" 和斯威士
兰' 在亚洲#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尤其是马绍尔群岛( 帕劳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中东!巴林和也
门"'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一些国家将散工排除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之外# 但为其提供非缴费型养老金!安提瓜和
巴布达( 伯利兹( 圭亚那和牙买加"' 在加拿大# 年收入低于J:88加元的散工无法正式享受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

789J年# 老挝明确规定# 在私营部门和员工不足98人的国企就业的员工被排除在养老金覆盖范围之外!9EE:

年第78F号令# 于7889年实施"' 尼泊尔的养老金和准备基金制度也有同样的规定' 在利比亚( 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员工不足:人的公司的员工也无法享受养老金待遇!//SQ;//S# 789J"'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员工享受养老金的条件
为在员工不少于9:人的公司工作) 在印度# 雇员准备基金和遗属保险!与存款挂钩" 的强制覆盖对象限于部分行业中
在员工不少于78人的公司工作的员工'

9EE8年# 巴林规定在员工不足98人的公司工作的员工无法享受养老金# 现在或可自愿缴费'

在印度# 在员工不足78人的公司工作的员工可自愿加入养老金计划# 前提是雇主和大部分员工同意缴费'

9EEG年韩国实行国民养老计划# 覆盖在不少于98名员工的公司工作的员工' 9EE7年# 其强制覆盖对象扩大
到在不少于:名员工的公司工作的员工) 9EE:年# 又进一步扩大到农民( 渔民和在农村居住的个体经营者) 9EEE年I

月# 将城市个体经营者纳入覆盖范围'

在越南# 私营部门的强制养老金覆盖最初限于不少于98名员工的公司' 自788:年起# 所有企业# 不论规模
大小# 必须在越南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签订劳动合同!最低三个月" 的员工!//SQ;//S# 789J) O#,,+-等人# 7897"'

788A年# 根据%社会保险法&# 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扩大至农民和个体经营者# 以自愿为基础!"#$%& O.,4# 788E"'

在巴林( 马达加斯加(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等国家# 农业工作者被明确排除在社会养老保障覆盖范围之外' 伊拉克的
%社会保障法& 将农业临时工排除在外# 尼加拉瓜也实施类似法律# 将季节性农业工作者排除在外' 在西班牙# 农业工作者(

小农场主和家庭工作者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被纳入覆盖范围!//SQ;//S# 789J# 789I.# 789I=# 789I0"'

当某些员工群体!如临时工或兼职人员和个体经营者" 面临法律规定的更严格的资格条件或较低的福利水平
时# 部分人员未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或不具备相应资格!S%)K.(+-$106<-&# 7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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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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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就业状态划分的老年人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

注$ 9EE8年的全球估算值基于9F7个国家的数据# 789J年的全球估算值基于9G8个国家的数据' 图中数据是指老
年人养老金和遗属!超过养老金领取年龄" 定期现金福利' 通过对总就业人数进行加权# 得出全球估算值'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美国社会保障署Q国际社会保障协会!789J( 789I.( 789I=( 789I0") ;<2

!789:.( 789:=( 789:0") 欧盟委员会!789:") 美国社会保障署!9EGE( 9EEE")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789:")

各国法律和统计办公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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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

被主要供款型养老金计划覆盖的家庭工作者

!!家庭工作者***主要为女性***占全球按时
计酬工作者的JDAV !;<2# 789J."' 一些欧洲国
家将家庭工作者明确纳入社会保障法的覆盖范围'

比利时( 法国( 德国( 希腊(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9和瑞士已将家庭工作者纳入退休计划覆盖
范围' 其他国家将其纳入工作者薪酬计划7或一般
医疗计划'

J在乌拉圭# 所有雇主# 包括家庭工作
者的雇主# 须依法在社会福利银行!社会保障银
!!

行" 登记员工# 雇主和员工通过社会福利银行每
月向员工养老金和健康基金存入款项! P̂

"#(+,Q;5̂B# 789J"' 巴拉圭正在商讨一项新的
法律# 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7899年%家庭工作者
公约& !第9GE号" 要求# 使家庭工作者获得养老
金权利' 近年来# 中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已经采
取行动# 将家庭工作者纳入法规规定!伯利兹(

巴西和委内瑞拉"'

9D西班牙于7899年通过了将一般社会保障制度扩展至家庭工作者的法律! P̂# 789I"' 7D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法
国( 德国(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和瑞士!日内瓦州" !;<2# 789J."' JD比利时( 法国( 德国( 希腊( 意大利( 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和瑞士!日内瓦州" !;<2# 789J."'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近期发展情况所示# 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大规模非缴费型计
划#

" 其中有些国家将该计划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养老金计划'

与之类似# 过去78年间# IIV的法定覆盖范围的扩大源于尝试通过自愿加
入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来扩大覆盖范围'

相当多的国家都依法实行自愿加入计划# 尤其是中国'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社会保障法将自愿加入作为将覆盖范围扩大至个体经
营者的主要方法之一'

因此# 强制缴费型计划不再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的主要法律安排# 在中低
收入国家尤为如此' 789J年# 强制缴费型养老金覆盖范围仅占总体法定覆盖范
围的I9V# 而9EE8年为FGV' 通过强制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来扩大法定覆盖范
围# 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如居高不下的非正规就业率和低薪就业的高发生率'

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除外# 在该地区# 强制缴费型机制在扩大法定覆盖范围
方面占比相对较高'

' 以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为例!T3$h, d.%Z+$&+# 789J"#

这两个国家将个体经营者的覆盖方式由最初的自愿加入变为强制加入# 同时实施
各种配套措施# 如缴费补贴或简化支付流程的登记# 以便加快过渡'

"

$

'

789I年# 至少有998个国家提供非缴费型养老金# 其中大部分国家!:AV" 将覆盖对象设定为收入低于规定
收入或.入息/ 水平的人员' 9E:8年前仅有78V的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主要为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不过也包括拉丁美
洲的一些国家$ 乌拉圭!9E9E年"( 巴巴多斯!9EJF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9EJE年"( 圭亚那!9EII年") 以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 南非!9E7F年" 和纳米比亚!9EIE年"' 78世纪E8年代前# 非缴费型计划一直作为
现行缴费型计划的补充' 78世纪E8年代# 非缴费型计划在发展中国家首次迅速普及' 79世纪前十年延续了这一趋势'

当时# 中低收入国家和少数低收入国家!如莱索托( 斯威士兰和东帝汶" 也制定了此类计划# 并通常将其作为主要机
制# 以确保老年人享有最低收入保障'

新国家农村养老金计划!于788G年底启动" 和7899年F月实施的城镇居民养老金计划!针对未被纳入城镇
职工养老金制度的城镇居民" 的自愿性可能是暂时的' 这两项改革最初都采用自愿方式# 预计到7878年# 其将合并为
一个统一的养老金制度# 覆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于789I年7月公布"# 并强制各自覆盖范围内的居民加入' 本章
的估算基于这两项计划的自愿加入性质' 本章还提供了全球估算数据!不含中国"' 若不将中国纳入分析# 自9EE8年
以来# 仅有9ADJV的法定覆盖范围扩大源于自愿加入计划# A7D9V源于非缴费型机制'

9EE8年至789J年期间# 拉丁美洲的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扩大了JIDFV# 其中# IADJV来自强制缴费型加入计
划# JEV来自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剩余的9IDFV则来自自愿加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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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营者获益颇多-

法定覆盖范围迅速扩大至个体经营者是自78世纪E8年代以来取得的最重要
的进展之一'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非缴费型机制# 并且法律允许自愿加入# 这两
个因素共同对法定覆盖范围扩大至该群体提供了支持!图JDJ"' 789J年# 在被
分析的9G9个国家中# 9IF个国家!G9D7V" 为个体经营者提供养老金# 这一比
例相当于9EE8年的7倍'

其结果是# 依法享有养老金的个体经营者所占比例提升!不考虑提供的保障
水平和这一法定覆盖范围的有效落实情况"' 截至789J年# FFV的个体经营者被
纳入某些类型的养老金计划法定覆盖范围# 而9EE8年这一数字为7EV# 换言之#

覆盖水平提高了7D:倍' 同期# 低收入国家的这一占比增长了G倍# 中等收入国
家增长了I倍'

" 无酬家属工作者的覆盖水平提高了J倍# 由78世纪E8年代的
78V提高到789J年的A9V# 其主要渠道为实施覆盖较多人群的非缴费型机制'

失业保障覆盖范围落后于养老金覆盖范围++

尽管扩大法定养老金覆盖范围的趋势非常清晰和普遍# 但就失业保障而言#

却是另一番景象' 其原因在于.失业/ 这一概念在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重要性不高' 这些国家通过为工作性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提供就业保障计划或
其他形式的公共就业计划# 在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图
!,!

为个体经营者提供养老金计划的国家所占比例"按养老金计划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参见图JD7"'

"

$

为了实现养老金全民覆盖# 中国扩大个体经营者覆盖范围# 这一举措会影响上述结果# 但不会影响结构性趋
势' 若不将中国纳入分析# 全球范围内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内的雇主和自负盈亏工作者的占比在9EE8年至789J年期
间提高了9DG倍!由I9DJV提升至FIDJV"# 中等收入国家由7:DEV提高至AEDJV' 超过G:V的这种养老金法定覆盖
范围的扩大基于非缴费型机制或允许自愿加入的某些法律规定' 若将中国纳入分析#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扩大至自负
盈亏工作者和雇主# 在很大程度上!A7DGV" 得益于实行自愿加入计划# 7IV的这种覆盖范围的扩大来自非缴费型机
制) 若不考虑中国# 上述比例分别为9QJ和IJV'

一些公共就业计划# 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或埃塞俄比亚的生产安全网计划# 为永久性或
暂时性无法工作的人群或无法获得工作的人群提供就业或现金Q食物转移!;<2# 789I.# 78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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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大多数国家目前仍没有提供失业救济金# 并且劳动力失业保险覆盖范
围有限!图JDI"' 789J年# 在78:个国家中仅有GF个国家!I7DIV" 在其法律
中规定了失业保障计划# 提供定期现金福利***这些国家主要是发达经济体( 欧
盟和来自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的国家# 而78世纪E8年代初# 这一数字为AG

个!JJD:V"' 少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 建立了失
业保障计划'

"

789J年# 仅有略高于J8V的劳动力依法享有失业救济金!定期领
取现金"# 相比78世纪E8年代初的9FD:V有所上升'

$

789J年# 在所有法定覆盖范围中# 强制缴费型失业救济金占F9DIV# 相比
9EE8年的EID7V有所下降' 非缴费型失业保障计划占比提高!7:V") JV的保
障以自愿加入为基础' 其部分原因是国家推出了新型保障计划# 如印度的国民就
业保障计划***覆盖了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工作者' 不过# 这也反映了一种现象#

即一些国家取消社会保险福利# 转而提供社会救助性不太强的福利# 这是因为他
们跟随这样一种政策趋势$ 提倡减少雇主的社会保障缴费# 以鼓励就业增长' 俄
罗斯对这种转变的推动作用极为明显# 该国在7889年实施非缴费型制度# 进而
取代了9EE9年推出的强制失业保险制度'

图
!,#

依法享有定期失业救济金的劳动力所占比例

注$ 9EE8年和7888年的区域估算值基于9E9个国家的数据# 789J年的区域估算值基于9E7个国家的数据' 图中数
据指定期现金福利' 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加权# 得出区域计算数据' 对于来自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的大部分国家而言#

9EE8年数据参考9EE9年或78世纪E8年代初的数据'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美国社会保障署Q国际社会保障协会!789J( 789I.( 789I=( 789I0") 美国社
会保障署!9EGE( 9EEE") 欧盟委员会!789:") 欧洲理事会!789:") ;<2 !789:.( 789:=( 789:0") 各国法律的
研究'

"

$

这一比例包括具备失业保险相关法律规定和为失业人口提供部分收入替代的失业社会救助的国家' 此外# 在
这78:个国家中# 9FD9V的国家提供遣散费'

78世纪E8年代# 发达经济体( 欧盟和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的劳动力占7AV# 但其中GJV的劳动力依法享
有失业救济金' 789J年# 上述比例分别为79V和:JV# 这主要是由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法定覆盖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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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其覆盖范围仅限于从事标准就业的员工-

789J年# I8V的员工依法享有失业救济金!图JD:"# 几乎占所有依法享有
失业救济金人数的E8V'

" 自78世纪F8年代起# 一些国家逐步扩大失业救济金
的法定覆盖范围# 通常覆盖员工' 9EF7年# 加拿大将其法定覆盖范围扩大至公
务员# 美国取消了仅覆盖不低于最低员工数量的雇主这一限制条件' 9EEG 年#

韩国将其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工作场所!不论大小" 的所有员工'

目前# 越南将失业保险覆盖范围限于签订长期合同或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且在不低
于98名员工的公司工作的员工# 不过该国正计划取消第二个限制条件!B.$-+$

等人# 789J"' 9EE8年至789J年期间# 失业保险法定覆盖范围扩大# 其中# 超
过G8V的扩大源于将更多员工纳入其覆盖范围' 中低收入国家通常不提供失业
保障'

$

除上述提及的养老金覆盖标准外# 员工可能被排除在现行失业社会保障法律
的覆盖范围之外# 因为他们在公共部门工作'

# 签订了长期合同# 或因为获得社
会保险相关失业救济金的资格审查条件严格'

(

季节性工作者或临时工有时被明确排除在法定覆盖范围之外!在埃及( 泰国
和越南就是这种情况"# 有时被间接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满足资格审查条件的可
能性比较小' 含糊其辞的间接排除现象更为普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
为# 考虑到工作小时数最少或收入水平最低# 他们无法度过缴费等待期或未能满
足合格性评审标准' 这些排除性规定对女性的影响极大' 一些国家!如日本( 韩
国和南非"

) 通过设定最低工作小时数来对员工资格作出限制性规定# 这样一
来# 可能导致工作小时数低于最低标准的兼职工作者!;<2# 789I&"( 散工和临
时工被排除在外' 在德国( 日本和韩国# 低收入工作者亦未被纳入覆盖范围'

其他形式就业人员无法与标准就业人员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例如# 家
庭工作者几乎无法享受失业保障# 这种情况在巴西( 法国( 德国( 南非( 乌拉圭
和委内瑞拉尤为明显' 其他类别的工作者!如签订.零时工合同/ 或从事.迷
你工作/ 的人员" 通常被排除在法定覆盖范围之外!专栏JD7"' 这可能会加剧
低劳动收入相关问题!如第二章所述"' 除了面临工作性贫困外# 这些员工退休
或失业后# 通常没有收入保障'

个体经营者可获得的失业救济金依旧非常有限' 789J年# 全球有99V的个
体经营者可依法享受失业救济金# 9EE8年这一比例为:V# 而在高收入国家中#

享有失业救济金的个体经营者占比在789J年和9EE8年分别为J7V和9FV'

依法提供失业保障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 由9EE8年的7F个增加至789J年
的JI个' 其中许多国家的失业保障制度仅覆盖部分个体经营者# 以加拿大为例#

仅有渔民可被纳入失业保障法定覆盖范围' 半数国家的失业保障制度为非缴费型
!!

"

$

'

(

)

这些员工在依法享有强制缴费型福利的人群中占EGV' 在大部分地区# 失业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失业保险'

在低收入国家# 不足7V的员工依法享有失业救济金或就业保障' 在中等收入国家# 这一比例自9EE8年以来
几乎翻番# 并在789J年达到J:DEV' 在高收入国家# G:DJV的员工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 自9EE8年以来# 这一比例
增长了99DF个百分点'

在阿根廷# 公务员( 家庭工作者以及在私人教育机构和大学工作的员工被排除在外' 与之类似# 智利( 丹麦(

韩国和泰国未将政府工作人员纳入覆盖范围' 在法国# 公共机构必须自己投保或加入一般失业保险计划'

在许多国家# 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领取失业相关社会救助福利的资格'

日本规定每周最低工作小时数为78个小时# 韩国每月最低工作小时数A8个小时!每周9:个小时"# 南非每
月最低工作小时数7I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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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按就业状态划分的失业救济金的法定覆盖范围"百分比#

注$ 9EE8年和7888年的区域估算值基于9E9个国家的数据# 789J年的区域估算值基于9E7个国家的数据' 图中数
据是指定期现金福利' 通过对总就业人数进行加权# 得出全球估算值'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参见图J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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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迷你工作或签订零时工合同的员工的社会保障

!!据估计# 德国有近78V的工作者9

!F:8 万
人" 从事所谓的.迷你工作/ !(1,1e#=6" ***低
薪工作# 每人每月I:8 欧元# 无需缴税# 工作小
时数较少' .迷你工作/ 福利来自于税收补贴# 仅
有部分从事.迷你工作/ 的人员被纳入强制公共
养老金制度7覆盖范围# 并且所有.迷你工作/ 人
员无法享受失业保险!;<2Q'3$#)+., B#((1661#,#

即将出版) ;<2# 789J=) 2'BT# 789I"'

英国等其他国家出现了一种新型就业模式
*** .零时工合同/ !?+$#YK#3$60#,-$.0-6# O;/#

!!

789I"' 一般而言# 零时工合同是一种就业合同#

根据该合同# 雇主不保证给个人安排工作# 个人也
可以不接受雇主提供的工作' 法律中没有针对此类
合同的明确定义' 从事.零时工合同/ 工作的个人
可以是员工( 工人或个体经营者# 这取决于合同内
容以及实际中如何安排工作!B;CT# 789J"' 根据
判例法规定# .零时工合同/ 人员的保障水平!无
论是就业保障# 还是社会保障" 取决于合同状态'

在荷兰J和意大利等国#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公共辩
论!;<2# 789:&) '3$S0-1d# 789I"'

9D德国联邦就业局就业统计数据!被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就业人员和边缘就业人员"# 789I年E月' 7D根据新规定#

在789J年9月9日起开始工作的个人需缴纳强制养老保险' 然而# .迷你工作者/ 通过申请# 可以不缴纳强制养老保险'

雇主支付固定的社会保险费率J8V# 其中养老金9:V# 医疗保险9JV# 税7V !德国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 789:"' JD

荷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7897年JIDA万工作者签订.随叫随到/ 合同!#,Y0.%%0#,-$.0-6"# 而高达GA万人口签订的
合同中注明# 每周工作小时数不足97小时!'C/ #̂ 789I"'

或以自愿加入为基础' 在奥地利"

( 德国( 毛里求斯( 韩国( 罗马尼亚和乌克
兰# 所有或部分个体经营者可自愿加入失业保障计划' 爱沙尼亚( 爱尔兰$和英
国提供非缴费型失业保障制度'

个体经营者面临的合格性条件更严格或福利水平更低#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以丹麦为例# 个体经营者与员工享有同等社会保障权# 但其面临三周的失业救济
金等待期# 而员工不受此限制' 在卢森堡# 个体经营者必须以完成至少两年的强
制性养老保险缴费# 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而对员工而言# 只需完成半年的
缴费即可!'3$#)+., B#((1661#,# 789:"' 芬兰'的资格审查条件也较为严格# 在
该国# 针对个体经营者和员工的等待期和参照期均存在差异'

第二节!实际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执行差距
不管是养老金还是失业保障# 法定覆盖范围扩大本身并无法确保在法定覆盖

范围之内的人群得到有效覆盖# 或福利水平足够高' 实际上# 有效覆盖范围的扩
大可能远不及法定覆盖范围的扩大' 当人们无法有效获得其福利时!尽管根据现

"

$

'

自788E年起# 奥地利推出了一项新的自愿加入失业保险计划# 该计划面向已被纳入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的个
体经营者' 有权享受自愿加入失业保险计划的人员包括根据%个体经营者社会保险法案& 或%自由职业者社会保险法
案& 缴纳养老保险缴费的个体经营者以及自雇律师和土木工程师'

渔民除外# 渔民缴纳自愿性缴费'

就基本失业津贴而言# 员工应在过去7G个月中至少工作7A周# 而个体经营者则需在过去IG个月中至少创业
9G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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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法规# 他们已被纳入覆盖范围"# 就会产生执行差距'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机构在发放福利和提供服务方面的有效性和效率不高( 预
算约束以及制度能力低下' 适宜的落实和执行机制必不可少# 以确保对社会保障
机构和服务进行合理管理!;<2# 789J0"# 其中包括能够有效瞄准并覆盖受益人
的透明可追溯机制' 福利适宜性( 个人缴费能力及其权利意识和对机构的信心等
也是执行差距产生的原因'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的有效执行差距较大++

在所有国家中# 养老金有效覆盖范围一直小于法定覆盖范围!图JDA"'

7888*789J年#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均得到扩大!图中圆圈从
左下角移动到右上角"' 然而# 在大多数国家中# 有效覆盖范围的增幅不及法定
覆盖范围# 因而导致覆盖范围执行差距进一步扩大'

789J年# FFV的劳动适龄人口被依法纳入养老金计划# 其中有:9D:V的人
在进入老年时成功领取养老金'

" 近年来缴费型养老金覆盖范围***影响未来养
老金领取者***的变化并不是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

$

9EE8年# 几乎G8V的养老
金有效覆盖范围缺失由法定覆盖范围差距导致) 剩余的78V来自覆盖范围缴费
差距' 到789J年# 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养老金覆盖范围整体差距中::V

来自覆盖范围执行差距'

'

目前# IJ个国家的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均处于低水平!图
JDF中的第一组"' 相比之下# A:个国家在养老金领取人数方面# 已经几乎实现
!!

图
!,%

按地区划分的老年人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

注$ 右上角$ 全民覆盖!包括法定覆盖范围和覆盖范围落实情况"' 对角线下方的圆圈$ 执行差距' 对角线上的
圆圈$ 有效覆盖范围等同于法定覆盖范围# 即法定覆盖范围得到充分落实' 图中7888年数据基于9JF个国家的数据#

789J年数据基于9AG个国家的数据# 采用加权总计法得出数值'

资料来源$ 法定覆盖范围# 参见图JD9) 有效覆盖范围$ ;<2 !789I.和789:+" 以及各国数据'

"

$

'

7888年# IADAV的劳动适龄人口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 其中JJD:V的人在进入老年时可领取养老金'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不会完全相同' 就新制定的缴费型计划而言# 领取养老金
的最低缴费期限是造成执行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 关于直接将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进行比较的一些限制# 参
见附录S'

789J年# 近一半的人群在步入老年时无法领取养老金$ 其中77V的人被排除在法定覆盖范围之外# 7AV的人
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 但未能成功领取!参见附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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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全民覆盖!第四组"' 在该群组中#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及来自中欧和东南
欧及独联体的国家占F8V以上'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 但随着财政整顿政策的
出台# 人们对能否维持高水平福利颇感担忧!;<2# 789I."' 本群体中的其他国
家!如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 莱索托( 纳米比亚(

" 南非(

$ 斯威士兰和东帝汶"

显示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非正规就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重要性'

自7888年以来# 不足A8V的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扩大得到有效落实' 许多
国家尚未有效落实有关法定覆盖范围'的重大改革# 从而导致执行差距大幅扩大
!第二组和第三组"' 第二组中# A8V的国家采取自愿加入方式# 这是妨碍有效
覆盖范围扩大的因素之一' 为缩小这些差距# 部分国家!第三组" 对政策进行
了调整!包括完善法律和重新设计计划"# 从而在扩大养老金有效覆盖范围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这方面# 不同机制之间的连贯性也至关重要' 自78世纪E8

年代以来# 佛得角( 智利( 哥斯达黎加!T3$h, d.%Z+$&+等人# 789J"( 突尼斯
!R$1+&$10K '%=+$-/-1@-3,># 7899) ;<2# 7887"( 阿根廷!专栏JDJ" 和乌拉圭通过
采用缴费型和非缴费型机制相结合的方式# 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从而提高了养老
金制度的连贯性并在近几年着重研究推动有效覆盖范围扩大至个体经营者的相关
措施!T3$h, d.%Z+$&+等人# 789J) ;<2# 789I+) R2W<SB# 789I.# 789I="' 中
国( 厄瓜多尔( 韩国和委内瑞拉自7888年以来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尤其是关于基于自愿缴费的养老金制度-

基于自愿加入机制的法定覆盖范围通常导致执行差距较大'

(

7888年# 仅有
超过7:V的基于此类机制的法定覆盖范围得到有效落实' 789J年# 这一比例较
高!:JV"# 主要是因为将中国的有效落实考虑在内# 若将中国排除在外# 这一
数字将降至9QJ左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示例表明# 在吸引个体经营者自愿加入养老金制度
方面困难重重' 在该地区的G个国家中# 针对个体经营者的养老金制度以自愿加
入为基础# 这G个国家为玻利维亚( 萨尔瓦多(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拉圭和委内瑞拉# 不过玻利维亚的非缴费型W+,-.T1>,1&.&计划覆
盖所有公民' 该地区有7I个国家!包括阿根廷( 巴西( 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

强制公民加入养老金计划# 因此# 其个体经营者覆盖率较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
中阿根廷( 巴西和乌拉圭的覆盖率分别达到约J8V( 7GD:V和IJDJV' 萨尔瓦
多(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和巴拉圭的覆盖率则低很多# 分别为98D9V和7DGV#

后两个国家的覆盖率均不足8D:V' 据观测# 针对家庭工作者的养老金制度也是
如此' 在实施强制型养老金计划的国家# 养老金计划有效覆盖率通常达到目标人
口的78V HJ8V# 而在实施自愿加入养老金计划的国家# 有效覆盖率则不足:V

!]+6.Y<.>## 788G"'

"

$

'

(

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政府于9EIE年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扩大至在纳米比亚的白人居民' 纳米比亚在9EE8

年独立# 并在这一年取消了养老金制度中的歧视对待!BCWB# 788F"'

南非是非洲首个实施国家养老金制度的国家' 9E77年议会首次提出老年人补助议案# 9E7G年相关制度出炉'

根据第77号法案# 南非所有超过A:岁的.白色/ 和.有色人种/ 居民经过基于收入水平的入息审查后# 有权领取养
老金' 9EII年# 南非黑人首次获得领取养老金的权利# 但养老金水平低于白人和有色人种居民' 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
政府在9EEI年垮台后# 所有公民享受同等养老金待遇!BCWB# 788F"'

某些国家偏离了这一传统过程' 因为# 近年来# 出现了许多新计划# 这些计划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缺乏
法律基础'

关于根据国家养老金制度主要特征划分的国家类别的界定# 参见附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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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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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覆盖范围现状$ 全球情况

注$ 第一组$ 法定覆盖范围在9EE8年低于J8V# 或7888年低于I8V# 或789J年低于:8V并且在9EE8年至789J

年期间没有显著扩大!幅度不足J倍" 的国家' 第二组$ 法定覆盖范围在9EE8年低于J8V# 或7888年低于I8V# 或
789J年低于:8V# 或在9EE8年至789J年期间显著扩大!幅度超过J倍" 并且789J年有效覆盖范围低于:8V的国家'

第三组$ 789J年有效覆盖范围介于:8V HG8V的国家' 第四组$ 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均超过G8V的国家'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美国社会保障署Q国际社会保障协会!789J( 789I.( 789I=( 789I0") ;<2

!789I.( 789:.( 789:=( 789:0") 欧盟委员会!789:") 美国社会保障署!9EGE( 9EEE")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789:") 各国法律和统计办公室的研究'

专栏
!,!

!

阿根廷整合社会保障制度

!!一直以来# 阿根廷根据社会保障与保险缴费
模式# 建立专门计划和Q或子系统# 以此来为不同
工作者群体提供社会保障' 为了解决相对较高的
非正规就业率问题# 阿根廷逐步合并这些计划并
将非缴费型计划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 7897"'

具体而言# 为了应对79世纪初期爆发的危机#

阿根廷政府制定了创造生产性就业岗位的战略# 并将
其作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因素# 同时推出了精心设计的
社会举措# 作为这项战略的关键构成要素' 例如#

7887年# 阿根廷推出了户主计划!C$#>$.(.g+@+6*

g+@.6&+_#>.$"# 为788多万失业人口和供职于非正
式经济部门的人提供收入支持!O+$-$.,#3和].?#$$.#

788E"' 788J年# 阿根廷进行了经济模式变革# 从而
实现了经济强劲复苏# 非正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 更
大的财政空间一方面促成了新型收入保障和就业能力
计划的实施# 包括家庭计划!C%., R.(1%1.6"( 就业与
培训保险计划!/+>3$#&+B.).01-.01i, *'()%+#"

!O+$-$.,#3和].?#$$.# 788E") 另一方面# 促成了有

关政策的制定# 以便通过推出老年人养老金纳入计划
!C;C" 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以及通过普遍儿童津贴
!Ŝ _" 扩大儿童和青少年现金转移覆盖范围!;<2#

7897( 789I."'

C;C将养老金覆盖范围由788: 年第二季度的
AFDFV扩大至7899年第四季度的E8DGV' 在此期
间# 阿根廷在788G年年底前对私人养老金计划重
新进行了国有化# 并对现行公共养老金基金计划
进行了整合!;<2# 789I."' 在同一年# 阿根廷制
定了养老金转移法# 允许自动调整养老金# 以维
持其购买力水平!O+$-$.,#3等人# 7899"'

此外# 阿根廷还采取多项重要举措# 以期通
过全面战略来降低非正规就业率# 包括加强劳动
检查以及减少行政管理负担和税收负担# 以鼓励
企业实现正规化和工作者加入社会保障制度' 得
益于此# 非正规就业发生率相比788J 年降低了
9ID:个百分点# 在7897年年末降至JIDAV !O+$Y

-$.,#3等人# 78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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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经验证# 强制缴费型机制在覆盖目标群体方面更有效' 在实施法定
养老金全民覆盖的国家# 即通常在员工占比较高和长期合同发生率较高的国家# 强
制缴费型机制极为有效'

" 在这些国家# 超过E8V的( 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的人得
到有效覆盖' 在非正规就业率通常较高的国家# 基于强制缴费型计划的法律实施往
往面临各种限制性因素$ 被纳入法定覆盖范围的人经济困难以及制度能力较弱导
致法定覆盖范围的落实率较低!789J年# 不足:8V"' 在这种情况下# 非缴费型
计划!F:V的法定覆盖范围得到有效落实" 可能在覆盖预期受益人方面更有效'

非标准就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受执行缺陷的影响极大++

对有效加入养老金制度的分析!按就业状态划分" 侧重于缴费型计划$

***强
制性和自愿性*** !图JDG"' 通过分析# 我们得出了许多观测结果' 第一# 缴费
型养老金计划的有效覆盖水平通常较低# 这表明有关国家需要采取措施# 强化非缴
费型计划的落实并突出其在某些情况下的作用' 第二# 员工的有效覆盖水平超过其
他工作群体' 从全球来看# 目前:7V的员工被纳入某种养老金计划# 而个体经营者
的这一比例仅为9AV' 第三# 在低收入国家组别中# 缴费型计划的覆盖范围差距扩
大!按就业状态划分"' 男性覆盖范围超过女性# 但各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 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 GV的职业女性向养老金计划缴费# 而男性则为9JV' 在中东和北
非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缴费型养老金有效覆盖范围的性别差异源于女
性参与率偏低# 而少数职业女性通常获得更优的就业条件这一事实仅能部分抵消女
性参与率偏低' 受低覆盖率和福利水平偏低!后者更为重要" 的影响# 年长的女
性往往比男性面临较高的贫困风险!;<2# 789I."'

除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之外# 缴费型养
老金计划的覆盖对象主要是员工' 员工不仅得益于其法定覆盖范围相对较广# 而
且得益于这一法定覆盖范围的落实率最高' 纵观全球# 仅超过半数'

!:9DGV"

的员工向养老金计划缴费# 以便在年老时获得养老金' 另有7DFV的员工有望从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中获益' 低收入国家的员工养老金加入率为J:D9V# 而高收
入国家的这一比例达GGD:V'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中东和
北非地区# 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员工占比不足I:V# 而发达经济体和欧盟的这
一比例高达E8V# 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这
一比例分别为FAV和A:V' 从全球来看# 在被纳入缴费型福利计划法定覆盖范
围的员工中# JEV的员工目前没有缴费!见表JD9"'

缺乏正式就业合同是在员工间实施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障碍之一' 近
7:V的员工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就业合同'

( 在许多国家# 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
量超过了正规就业人员!;<2# 789I@"'

) 不足9Q:的未签订就业合同的员工通常

"

$

'

(

)

在有关国家中# 签订长期合同的工作者在总就业人数和员工中的占比分别为FIV和GAV'

目前# 对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未来劳动适龄人口有效覆盖范围进行量化是不可能的' 非缴费型计划的养老金
法定覆盖范围可用作参考!图JD7"'

全球估算值基于999个国家数据# 并通过对就业总人口进行加权计算得出!附录B"'

全球估算值基于E8个国家的数据# 并通过对就业总人口进行加权计算得出!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是否认可签订正式就业合同仅是界定非正规就业的标准之一' 以印度为例# 788E*7898年间# GIDEV的员工
从事非正规就业' 在亚洲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斯里兰卡和越南"( 拉丁美洲!玻利维亚( 厄
瓜多尔(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和秘鲁" 以及非洲!马达加斯加( 马里( 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赞比
亚"# :8V HF8V的员工从事非正规就业' 在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莱索托( 利比亚( 墨西哥和纳米比亚# 非正规
就业人员占比为9QJ到接近一半!;<2# 78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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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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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就业状态划分的老年人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百分比* 最近年份数据#

注$ 有效加入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全球人数估算值基于999个国家的数据# 占总就业人数的GAV# 通过对就业总
人口进行加权计算得出' 图中数据仅指缴费型机制!缴费型或自愿型" 的覆盖范围' 有效覆盖范围按照向养老金计划
供款的员工占比来衡量!按就业状态划分"' 国家分组与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相对应'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关于法定覆盖范围# 参见图JD9) 关于有效覆盖范围# 见家庭调查数据!关于
详细数据# 参见附录'"'

表
!,)

按就业状态划分的得到有效落实的缴费型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百分比* 最近年份数据#

就业状态 缴费型养老金
法定覆盖范围

有效加入
老年人养
老金计划

得到有效落实的
缴费型养老金法
定覆盖范围

非缴费型
养老金法定
覆盖范围

低收入经济体
员工 AJDF J:D9 ::D9 9GD:

自负盈亏工作者Q雇主 JJD8 8DJ 8DG 9ED7

无酬家属工作者 8D9 8D8 8D8 78D9

中等收入经济体
员工 GAD: IADF :ID8 8DJ

自负盈亏工作者Q雇主 AJDF 9JDG 79DA 9AD8

无酬家属工作者 :ADG 7DJ ID9 79D9

高收入经济体
员工 EJDA GGD: EIDA 7DJ

自负盈亏工作者Q雇主 EIDF A7DE AADI ID8

无酬家属工作者 7JD8 9FDJ F:D9 A9D:

总计
员工 G:D8 :9DG A8DE 7DF

自负盈亏工作者Q雇主 AIDE 9EDA J8D7 9ID:

无酬家属工作者 I:D9 :D9 99DJ 7FD9

注$ 参见图JDG'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参见图JDG"'

自愿加入养老金计划# 而超过F8V的签订就业合同的员工!长期或临时" 缴纳供款'

能否有效加入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不仅取决于是否签订就业合同# 还取决于就业合同
的类型和期限' 根据所得数据# :9D7V的员工"签订了长期就业合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

全球估算值基于E8个国家的数据# 并通过对就业总人口进行加权计算得出' 关于更多结果# 参见附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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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比例仅为7JD9V"# 7IDEV的员工签订了临时就业合同' 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 临
时就业人员的自愿加入率低于长期就业人员' 长期就业人员在就业总人口中的占比与加入
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员工占比几乎具有完全相关性'

" 目前# 近G8V

$的签订长期就业合
同的员工向养老金计划缴费# 而仅超过半数!:9V" 的临时员工缴纳缴费' 在发达经济体
和欧盟地区# 覆盖范围的差异较小!图JDE# 第一组"# 而在其他地区# 长期员工和临时
员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和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情况较为明显' 在低收入国家# 即便是针
对长期员工!在就业人口中为少数"# 也缺乏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所得数据#

'

I:V的长期员工和不足9GV的临时员工向养老金缴费' 据估算# 9EV的员工可能受益于非
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包括全民养老金计划和经入息审查养老金计划' 非洲国家的就业相关
工作者的养老金覆盖范围最小# 其大部分国家缺乏非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 老年人的收入
保障来自于工作( 家庭( 社区或其他非政府资助'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就业也会影响养老金计划的有效加入率!图JDE# 第二组"' 此
外# 影响因素还包括工作小时数!第三组" 和企业规模!第四组"' 近F:V的公共部门就
业人员加入了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私营部门就业人员的这一比例则大幅下降# 为I9V# 若
将所有就业状态纳入考量# 情况更是如此!J9D7V"' 在低收入国家# 后者情况可忽略不
计!不足7V"'

在兼职工作者方面# 将最低工作小时数作为标准来衡量员工是否有资格加入养老金计
划# 导致实际中大量兼职工作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之外' 从全球范围来看# 超过
::V的全职工作者加入了养老金计划# 而在兼职工作者中# 这一比例为I9DAV'

企业规模也是影响加入率的决定性因素' 大型企业通常效率最高( 工资水平较高( 负
担正规划成本!包括社会保障成本" 的能力更强' 而且# 在大型企业实施社会对话机制的
可能性更大# 这可能有利于员工加入社会保障制度' 此外# 大型企业更易成为劳动监察对
象' 从员工方面来看# 在员工人数不足98人的企业中# I8DJV的员工被纳入社会保障制
度# 而在员工人数超过:8人的公司# 这一比例达到F8V' 当然# 若将独立工作者纳入考
量# 覆盖范围差距将更大'

++个体经营者的覆盖率极低-

按照法律规定# 个体经营者不太可能被纳入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 亦不太可能向养老
金计划缴费!图JDG"' 其部分原因在于# 各国法律普遍规定了可自愿加入以及非正规就
业率高居不下' 纵观全球# 仅有超过78V的自负盈亏工作者和雇主以及:V的无酬家属工
作者加入了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在低收入国家# 加入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个体经营者占比
几乎为零' 在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后# 另有9:V的自负盈亏工作者和雇主以及7FV的无
酬家属工作者可能会享受非缴费型福利!表JD9"' 在超过半数的受雇人员为个体经营者
的国家中# 这种情况最为严重' 在这些国家# 非员工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有效加入率不足
7V' 在低收入国家组别!表JD9" 或个体经营者占大多数的国家# 基于缴费型机制的法
律条款执行水平较低# 从而体现了这一点!参见附录O"'

在高收入国家# 个体经营者的加入率较高# 但仍有超过J8V的雇主和自负盈亏工作者
没有缴纳供款# 虽然他们在法律覆盖范围之内' 在高收入国家# 主要问题在于执行' 以德
国为例# 大多数个体经营者可以选择自愿加入公共养老保险制度# 但真正加入的人数不足
一半!'3$#)+., ,̂1#,# 789J"' 一些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欧洲" 已经采取措施# 以

"

$

'

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为8DEIF# 基于G8个国家的数据' 正如所料# 若将老年人养老金受益人!包括缴费型和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受益人" 考虑在内# 这一关系将变弱!关系系数为8DGJI"'

全球估算值基于FE个国家的数据# 在就业总人口中占近F8V'

9J个低收入国家# 这一数据在该组国家的就业总人口中占A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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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员工在就业总人口中的占比"百分比* 最近年份数据#

注$ 全球估算值是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对就业总人口进行加权得出!关于详细结果# 参见附录T"' 第一
组$ 可获得FE个国家的数据# 占就业总人口的AGV) 第二组$ 可获得G7个国家的数据# 占就业总人口的F:V) 第三
组$ 可获得FJ个国家的数据# 占就业总人口的F8V) 第四组$ 可获得FJ个国家的数据# 占就业总人口的AAV' 第三
组$ 兼职就业是指工作小时数通常不超过J8个小时' 第四组$ 按企业规模的分类适用于所有国家# 但有例外情况!参
见附录T中的附注"' 第二组至第四组$ 国家分组与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相对应'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家庭调查数据得出的结果!关于详细来源# 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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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部分障碍并提高个体经营者加入缴费型计划的机会' 例如# 法国在788G年
批准.个体经营/ 状态' 下文介绍的各国经历以及随着时间而进行的调整和改
进# 都是克服在将覆盖范围有效扩大至标准就业人员以外的群体方面面临的部分
障碍的方法'

政策措施* 旨在提高个体经营者和处于其他非标准就业形式的人员有
效加入率

限制个体经营者加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可能包括缴费能力( 行政程序繁琐
!部分国家"( 福利不适宜( 缴费征缴水平和周期( 对现行制度缺乏信心以及权
利意识不足' 在自愿加入的情况下# 这些障碍的发生率以及对采取激励措施以克
服这些障碍的要求都极高' 此处列举三个克服缴费型计划加入障碍的举措$ 缴费
型社会保障类别差异化( 简化流程和提供缴费补助'

缴费型社会保障类别差异化
佛得角是首个实施这一系列举措的国家' 佛得角国家社会福利研究所实行了

重大改革# 以期提高个体经营者的登记人数' 788E年# 该国强制独立工作者参
加社会保险登记# 其依法享有与员工同等福利' 此外# 该国制定了一种基于收入
类别的特殊的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 从而使工作者灵活选择向哪种类别的社会保
障制度缴费# 进而支持了这一过程' 缴费金额基于参考收入# 但不得低于公共管
理人员的最低工资!T3$h, d.%Z+$&+等人# 789J"'

简化流程$ 登记和征税流程
各国纷纷简化登记流程并将社会保障缴费和税收进行整合# 这些举措旨在鼓

励实现正规化' 其实施对象为自负盈亏工作者和销售额( 利润或收入低于一定水
平的微型企业' 这一系列举措通常包括实施统一的监督和识别系统# 例如$ 厄瓜
多尔实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注册# 哥伦比亚实行的缴费结算和缴费人登记一体
化表格!T3$h, d.%Z+$&+等人# 789J"'

乌拉圭实施的单独税收!]#,#-.\" 和法国批准的个体经营状态也是这种机
制的体现' 7888年年初# 大部分乌拉挂个体经营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之外' 单独税收计划于7889 年启动# 但未能立即见效# 因为在其推出A 年后#

仅有9FDAV的个体经营者被纳入该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 788F年# 乌拉圭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重大变革# 取消了加入这一计划的部分限制条件# 随后#

又于7899年制定了社会单独税收制度# 作为针对一人公司或合伙公司的特殊单
独税收制度' 收入低于贫困线或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家庭中的个人可被纳入
社会单独税收制度覆盖范围!;<2# 789I+"' 到789J年# I7DFV的独立工作者被
纳入其覆盖范围'

法国政府于788G年批准个体经营状态' 这一简化的制度在很多方面类似于
巴西的超级简易税率和乌拉圭的单独税收制度' 个体经营者是指营业额低于一定
水平的独立工作者# 即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个体户的年营业额不得超过G9:88欧
元# 从事服务业经营活动的个体户的年营业额不得超过J7A88欧元!法国政府#

789:"' 其主要目标在于简化创建小规模个人公司的流程和实现未申报工作合法



(*"""

!"#$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

化' 个人公司创建流程可在两天之内在网上完成' 社会保障缴费作为一个整体#

表现为收入占比#

" 也可包括收入所得税!全民保障"' 个体户与员工享有同等
的医疗福利( 产假和家庭津贴' 缴费人员有权享有覆盖独立工作者的现行养老金
计划中的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 福利水平取决于年营业额' A年后# 新成立
企业接近9:8 万家# 积极加入社会保障制度的个体户达到约988 万家! Ŝ'#

789I"' JQI的个体户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这直接得益于该项计划的出台!;PY

/''# 7897"'

提供缴费补助
面向贫困人的社会保障通常会得到补助' 788E年# 哥斯达黎加为低收入独

立工作者提供缴费补助# 这一举措使医疗保险覆盖率提升至A8V# 养老保险覆
盖率提高至IIDGV !T3$h, d.%Z+$&+等人# 789J"' 新西兰推出了一项国家养老
金储蓄计划!既定缴费" ***X1L1/.Z+$# 并为加入该项计划的个体经营者提供
9888新西兰元的.启动/ 资金' 此外# 新西兰政府还为加入这项计划的成员提
供税收减免政策# 减免额为供款的一半# 最高可达:I7新西兰元Q年# 此举旨在
鼓励居民缴费' 个体经营者可选择其缴费水平# 费用可一次性缴清# 也可定期缴
纳!;//S# 7897"'

扩大覆盖范围可能仍不足以实现老年收入保障的目标
虽然养老金覆盖范围的有效扩大有助于提供老年收入保障# 但收入保障水平

将最终取决于领取的福利水平' 在某些情况下#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似乎是将覆
盖范围扩大至非正规就业人士或低薪工作者的最有效方式) 但是# 在实施非缴费
型养老金计划的A7个发展中国家中# 超过7:V的国家的受益人每天领取的养老
金入不足9D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F:V的国家的受益人每天领取的养老
金不足: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图JD98"' 在孟加拉国( 印度和莫桑比克#

受益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不足98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也就是每月不足:

美元'

鉴于政府预算有限# 各国将在覆盖人数和福利水平之间进行权衡' 迄今为
止# 权衡的结果通常为福利水平降低# 但收入相对稳定# 并能够确保资金提供可
靠( 可持续'

除非缴费型养老金支出外# 若将用于老年人福利的社会保障总支出考虑在
内# 一些初步结果显示# 7888*789J年间养老金领取人数增加了7倍# 而其福利
资源增长了9D:倍'

$ 从全球来看# 自7888年以来每位受益人的平均支出降低了
78V' 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受大多数国家正在实施的财政整顿政策的影
响# 缴费型计划的福利水平降低!;<2# 789I.# 2$-1?等人# 789:") 二是各国倾
向于实施非供款型计划!提供的福利水平更低"# 以及在供款型计划中# 累积的
养老金金额相关经济风险转移到个人!国际劳工组织# 789I."'

"

$

收入占比从9JDJV*77DEV各不相同# 取决于企业所从事的行业# 也可包含企业所得税!在全民保障的情况
下# 收入占比介于9IDJV*7:D9V"'

基于9:9个国家的数据'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国际劳工组织!789I.( 789:+" 的计算) 亚洲
开发银行!789:") 欧盟统计局!78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78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789:") 世界银
行!7888( 789:.( 789:=") 以及各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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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缴费型养老金$ 覆盖范围和福利水平"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注$ 红色圆点代表非缴费型养老金水平低于每天9D7:美元!购买力平价" 的国家) 橙色圆点代表养老金水平低于
每天J美元!购买力平价" 的国家'

资料来源$ 国际助老会# 789:) ;<2# 789I.) 以及各国的数据'

789J年# 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数占养老金总受益人数的比重高于养老金
资源占老年人福利总支出的比重' 在全球范围内#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的受益人
占老年人养老金领取人数的9QJ# 而老年人福利资源仅占:V'

$ 虽然# 在某些国
家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实现了全民覆盖# 但非缴费型养老金和缴费型养老金福利
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使人们怀疑部分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充分实现保障收入水平
这一目标的能力'

少数失业人员可依靠定期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 并且这一数量在不断
减少++

自788F年以来#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图JD99"'

其原因包括平均失业持续期延长( 通常不提供失业救济金的就业形式增加( 很难
度过领取社会保险失业救济金的等待期以及失业救济金规定发生变化!如资格条
件和失业保险或失业补助金期限及水平"'

在高收入经济体#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所占比例于788E年达到顶峰
!IJDEV"# 随后# 于789I年降至JIDGV# 远低于危机前水平' 换言之# 即使在
失业保障完善的国家# 也仅有9QJ的失业人员享有收入保障# 这部分人可领取失
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 其他失业人员可参与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 领取所谓的
.积极补助金/ !如瑞典"# 或享受一般社会救助' 无论失业救济金的性质如何#

大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均受到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所占比例下降的影响' 在
!!

"

$

不包括非缴费型公务员养老金'

从全球来看# 非缴费型养老金支出占UTC的比重不足8D7:V$ 肯尼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赞比亚不足
8D89:V#澳大利亚( 毛里求斯( 荷兰和新西兰所占比重超过7V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国际助老会的计算# 789:)

;<2# 789I.) 世界银行# 789:=) 中国国家统计局# 789:) 以及各国的数据"' 估算值基于9FF个国家的数据# 通过对
超过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的人口进行加权计算得出'



(+"""

!"#$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

图
!,))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所占百分比

注$ 在低收入国家#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所占比例不足8D9V !图中未显示"' 国家分组与世界银行的收入
类别相对应' 全球估算值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加权得出'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各国数据和国际劳工组织!789:=" 得出的结果'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领取非缴费型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的比重出现下降趋
势' 越来越多的失业者个人已经用完了其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 在希腊( 西班
牙和瑞典# 788F*789I年间领取救济金的失业人员所占比例下降了J8*I8个百
分点' 在希腊# 789I年:月# 这一占比不足98V !希腊劳动力就业组织# 789:)

;<2Q欧盟委员会# 即将出版"' 在瑞典# 这一占比下降主要受政府行动的影响'

瑞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通过延长缴费期使合格性条件更加严格# 同
时# 缩短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

等待期!在缴费方面" 是限制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救济金的关键因素#

但其也有可能将处于标准就业形式边缘的工作者纳入失业救济金领取范围之内
!专栏JDI"' 大多数国家要求工作者的缴费期必须为A*97个月# 才能领取失业
救济金'

$ 从全球范围来看# 等待期由7888年的I8DJ周延长至789J年的I7DF

周'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以及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均出现了这种趋势# 但据观
察# 其他地区不一定也出现这种趋势' 处于非标准就业形式的工作者占比较大#

并且资格审查更为严格# 这两个因素是造成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的占比下
降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东欧国家!包括爱沙尼亚( 立陶宛( 波兰( 罗马尼亚( 斯
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大幅延长了领取失业救济金所要求的最低供款月数!在
79世纪初月数的基础上"' 法国例外# 该国是等待期最短的国家之一' 专栏JDI

列举了各国为将处于边缘的工作者纳入失业救济金领取范围之内而采取的其他
举措'

"

$

在新西兰#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员的占比由788A年的IAD:V降至789J年的J7DEV' 同期# 澳大利亚的
这一比例由AEDFV降至::D9V'

789J年# 在提供失业保险救济金的F:个国家!可获得数据" 中# F7V的国家要求供款期为A*97个月# 7888

年# 这一比例为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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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等待期* 以便将处于标准就业形式边缘的工作者纳入失业救济金领取范围之内

!!目前# 法国要求# 在过去的7G个月中工作时间
只需达到I个月# 就可领取失业救济金# 而在此之
前# 法国规定在78*7A个月中工作时间需达到A个
月' 法国于788E年实施这项举措# 并在789J年采取
了其他措施# 来提高失业保险制度有效性# 并降低短
期合同的吸引力' 为此# 789J年# 劳动力市场协议中
规定了失业保险缴费要求# 其目的在于减少短期合同
数量) 合同期限越短# 雇主缴纳的供款就越高'

9

另一个策略是制定针对临时工或季节性工作
者的专门规定# 如缩短领取失业救济金所要求的
缴费期' 然而# 这些有利的资格条件有时对应较
低的福利水平!替代率或期限"' 在以色列# 虽然
领取救济金的最长期限缩短了# 但按天工作的工
作者!&.1%*L#$4+$" 领取救济金所要求的缴费期
比其他工作者短!美国社会保障署Q国际社会保障
协会# 789J"' 在阿根廷# 临时工须在失业前97

个月中工作E8天!9J周" 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而签订长期合同的工作者须在失业前J年中工作A

个月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在智利#

7临时工的供
款期须达到A个月# 而固定工为97个月' 斯洛伐
克延长了临时工的参照期'

J

在同时调整针对签订非标准合同!现在为
]1,1HS6)1" 的工作者的合格条件和福利水平方
面# 意大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

工资替代率上升至F:V# 以实现缴费期!周数"

缩短一半' 合格标准放宽至失业前97个月中缴费
期达到9J周!国际劳工组织Q欧盟委员会# 即将
出版"' 最后# 意大利可能实施特殊津贴制度# 以
将季节性工作者覆盖在内' 在希腊# 特殊季节性
津贴旨在为季节性工作者提供收入支持# 尤其是
针对建筑工人( 烟草工人( 演员( 农夫( 林业工
人( 音乐家等人' 法国也针对艺术家和从事娱乐
行业的部分工作者制定了关于合格条件和福利的
特殊规定# 这部分人群受益于更宽松的规则# 尽
管这些特殊规定引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B.$-+$等人# 789J) ;<2# 789:@"'

9D雇主缴纳的比例取决于每个合同的期限' 具体而言# 针对签订长期合同的员工和临时派遣员工# 雇主的供款缴纳
比例为IV# 针对签订固定期限!一个月或不足一个月" 合同的员工# 雇主的供款缴纳比例为FV !国际劳工组织Q欧盟
委员会# 即将出版"' 7D智利的第78DJ7G号法律!788E" 引入了社会保险制度# 将覆盖范围扩大至临时工# 即合同期限
不超过97个月的固定期限工作者以及特定任务工作者或项目合同工!一旦完成事先约定的任务# 合同终止"' 通过放宽
资格审查条件# 可促进上述人群享有失业救济金# 但与长期工作者相比# 其失业救济金有限!救济金水平较低# 领取期限
为7个月# 而长期工作者为:个月"' JD工作者缴纳失业保险供款的时间不得少于7年# 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但本文所
考虑的长期工作者的参照期为J年# 临时工为I年'

++并且领取的救济金水平较低-

更多的失业人员转向社会救助!经入息审查" 是造成失业救济金水平下降
!相对于工资" 的原因' 这种转变通常是劳动力市场趋势!长期失业人员已用完了
其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或其他失业人员无法度过领取失业救济金所要求的最低等待
期" 和失业保险计划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据观察# 爱尔兰和德国符合这一趋势'

在爱尔兰# 领取求职者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险" 的失业人员数量下降抵消
了领取求职者津贴!经收入或资产审查的失业救助" 的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788G年98月*789J年I月# 求职者失业就救济金!社会保险" 的领取期限由9G

个月缩短为E个月# 或由97个月缩短为A个月# 取决于供款月数# 从而使很多
失业人员转向社会救助'

"

788A年$

# 德国采取措施# 使失业保险领取标准更为

"

$

在爱尔兰# 失业救助没有时间限制!AA岁以前"# 除已经用完失业救济金领取权利的失业人员之外# 不满足
失业保险领取条件和经入息或资产审查的所有失业人员均可享受失业救助!788E年之后# 人数急剧上升"'

失业保险救济金领取资格的参照期限由JA个月缩短为7I个月# 而就业参照期不变# 救济金领取期限也降至最多9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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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 导致大部分长期失业人员由社会保险转向!一般" 社会救助' 这项改革
推出后# 领取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人员占比在G年间!788:*789J年" 降低了98

个百分点"

!国际劳工组织Q欧盟委员会# 即将出版"'

在788F年至7899*789J年间# 在所分析的7E个欧洲国家中# 有7J个的救
济金水平相对下降!与工资相比"# 澳大利亚( 日本和美国也是如此!'3$#6-.-#

789:=) <;/# 789:) ;<2# 789:>) 以及各国的数据"' 7897年J月# 希腊的!名
义" 最低工资下降# 这直接影响了基本失业救济金***相当于最低工资的::V

!国际劳工组织Q欧盟委员会# 即将出版"' 在爱尔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和瑞
典# 在788F年至7899*7897年间# 相比工资中位数# 失业救济金相对下降了78

个百分点以上'

$ 在罗马尼亚# 7897年失业救济金占国家工资中位数的比重不足
J8V' 匈牙利(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而德国( 希腊( 波兰( 斯
洛伐克和美国的这一比例也仅刚超过J8V'

第三节!结语
本章分析表明# 在过去78年间# 大多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将新的

工作者类别纳入法律法规覆盖范围之内# 在缩小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差距方面已
经取得长足进步' 在失业保障领域取得的进步远不及养老金领域# 并且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缺乏失业保障' 在很多国家# 处于非标准就业形式的员工和个体工作者
无法享受失业保障' 即便其享有失业保障# 保障水平也通常较低'

通过实施非缴费型机制和尝试使自愿加入法律化以扩大覆盖范围# 养老金法
定覆盖范围得以扩大' 但保障水平( 运营可靠度( 资金可持续性和就业正规化的
积极影响以及与这些不同机制相关的社会融合度存在差异' 这些因素也是造成各
国养老金有效覆盖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尽管各国采取了积极措施来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包括针对处于非标准就
业形式的工作者和个体经营者的举措***但近期经验表明# 人们对此类政策存在
些许担忧' 虽然非缴费型机制能够支持弱势工作者# 如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的
工作者# 但其也需要与扩大缴费型计划覆盖范围的目标保持一致' 存在这样一种
风险$ 非缴费型机制可能会对企业和工作者加入缴费型计划的意愿产生负面影
响' 更重要的是# 这引起了受益人收入保障以及资源可获得性( 可靠性和可持续
性问题' 纵观全球#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受益人占老年人养老金领取人数的9QJ#

但其享受的老年人福利资源仅占:V' 福利水平通常较低# 并且在许多国家# 低
于贫困线' 这一趋势有利于实施提供低福利水平的非缴费型计划# 但随之而来的
是# 缴费型计划福利水平降低#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目前正在实施财政整顿
政策' 而且# 通过推出自愿缴费型计划!尤其是针对个体经营者" 来扩大覆盖
范围的举措# 几乎没有带来有效覆盖范围的扩大'

这些趋势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 目前尚不确定' 需
要开展更多研究# 来分析社会保障的不同资金来源对收入保障( 经济发展以及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 包括对各种就业形式的影响' 这些影响仍有待探讨# 并将成为
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这一点毋庸置疑'

"

$

失业保险救济金Q社会救助救济金比例由IJj:F变为JJjAF'

计算结果基于来自欧洲统计局789:=的微观数据) <;/# 789:) ;<2# 789:>) 以及各国的数据!管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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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定义和方法

对法定覆盖范围和执行差距变化的演变和构成分析# 很大程度上是指研究缴
费型计划和非缴费型计划之间的区别# 在缴费型计划中# 是指研究强制性计划和
自愿加入计划之间的区别'

在缴费型计划中# 受保障的个人和Q或雇主缴纳的缴费直接决定福利水平
!既得权利"' 最常见的一种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形式是法定社会保险计划' 缴
费型计划的资金可全部来源于缴费# 但更多情况下# 其部分资金来自税收或其他
来源' 受保障的个人加入缴费型计划可能是强制性的# 也可能是自愿的'

在非缴费型计划中# 受益人或其雇主通常无需直接缴纳供款# 便可领取养老
金' 非缴费型计划的资金来源于税收或其他国家收入# 或者在某种情况下# 来自
外部资助或贷款' 此类计划也被称为.税收资助/ 计划# 通常包括针对所有居
民的全民计划( 针对某些广大人群的范畴计划和经入息审查计划!如社会救助计
划" !;<2# 789I."'

社会保障覆盖# 尤其是养老金覆盖# 可分为两个阶段$ !9" 在职工作者向
社会保障体系缴费以便未来有权领取福利的时期) !7" 退休人员领取上述福利
的时期' 表JSD9概括了本章提出的不同举措所针对的参照人群'

表
!-,)

覆盖指标$ 参照人群和范围
图 覆盖指标 参照人群 范围

JD9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预估
参照人群$ 劳动适龄人口!9:*AI岁"

其目的在于# 确定一旦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 被纳入老年人养老金
或遗属养老金计划法定覆盖的群体

缴费型和非缴费
型) 强制和自愿
加入

JD7

和JD:

养老金和失业保险法定覆
盖范围预估!按就业状态
划分"

参照人群$ 处于各种就业状态的工作者!员工) 自负盈亏工作者和
雇主) 以及无酬家属工作者"

缴费型和非缴费
型) 强制和自愿
加入

JDI

失业保险法定覆盖范围
预估 参照人群$ 劳动力!在职人员或失业人员"

缴费型和非缴费
型) 强制和自愿
加入

JDA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
效覆盖范围

横轴$ !同图JD9"

纵轴$ 受益人'

养老金有效覆盖范围的首次总体评估是指# 评估在年老时领取老年人养
老金或遗属养老金的人口占比情况!关于可比性问题# 见下文"

缴费型和非缴费
型) 强制和自愿
加入

JDG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
效覆盖范围!按就业状态
划分"

法定覆盖范围!同图JD7"' 有效覆盖范围!按就业状态划分" 是
指养老金计划的缴费者!即目前向养老金计划缴纳供款的( 处于各
种就业状态的人员占比"

缴费型) 强制和自
愿加入

JDE 养老金有效覆盖范围 养老金计划或一般社会保障计划!提供老年人养老金福利并将其作
为其他社会保障福利的一部分" 的积极缴费者

缴费型) 强制和自
愿加入

注$ 为便于本章开展分析# 本表是对附录;;$ 衡量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补充# ;<2# 789I.'

一% 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差距预估
对某一给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分支" 和福利类型的预估基于劳动适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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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针对养老金"# 或社会保障法适用的劳动力!针对失业保障"# 抑或特定
参照人群占比' 预估仅针对覆盖程度# 不考虑保障水平及与各种保障计划相关的
资金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法定覆盖范围预估使用了关于被纳入发挥国家法律规定的某一给定社会保障
功能的法定计划覆盖范围的群体的数据# 以及从国家层面上量化所涉及人员数量
的可用统计数据!;<2# 789I."' 国家法律中提到的主要合格标准都是社会层面
和人口统计层面上的!年龄( 居住地( 公民身份或贫困状态"# 并且大多与就业
状况有关!参加经济活动或不参加经济活动# 在职或失业) 就业状态$ 员工( 雇
主或自负盈亏工作者或无酬家属工作者) 机构部门和经济部门) 企业规模和就业
合同类型$ 散工( 临时工或兼职"'

量化采用了国际数据来源和微观数据!参见附录'"'

老年人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预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强制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中的老年人养老金或遗属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

遗属养老金预估使用了超过A:岁的男性和女性分配占比数据!按目前婚姻状况
划分"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7897" 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非经济活动率'

遗属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评估侧重对超过退休年龄的遗属未来领取养老金资格的
评估'

"

基于自愿加入的缴费型老年人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

"

非缴费型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 非缴费型养老金未来覆盖范围预估因资
格标准不同而有所差异$ !9" 就全民老年人养老金而言# 覆盖范围设定为
988V# 或当养老金领取年龄超过A:岁时# 覆盖范围相应缩小) !7" 就经养老金
审查的老年人养老金计划而言# 若将现行缴费型计划法定覆盖范围考虑在内# 则
适用于相同的原则) !J" 对经入息审查养老金未来覆盖范围的预估最容易出错$

预估取决于年龄达到或超过A:岁的人口贫困率或现行经入息审查非缴费型养老
金计划的实际覆盖率'

在失业保障中# 当失业救助取决于先前的社会保险领取资格时# 我们将法定
覆盖范围作为缴费型机制评估的一部分进行衡量' 当失业救济金须经入息审查
时# 我们通常使用领取这些津贴的失业人员有效占比数据'

这种方法适用于约9F8个国家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障法定覆盖范围'

表
!S,+

社会保障覆盖差距的定义
法定覆盖范围差距 k全民覆盖范围H法定覆盖范围
执行差距 k法定覆盖范围H有效覆盖范围

整体覆盖范围差距 k全民覆盖范围H有效覆盖范围
k法定覆盖范围差距l执行差距

二% 严格意义上* 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不具有可比性* 但人
们可以评估限制程度

将缴费型计划!包括强制性和自愿性" 法定覆盖范围与养老金计划有效自
愿加入进行比较是可行的!表JD9"# 从而进行导致分析具有局限性# 即将非缴
费型计划排除在外' 图JDA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参照人群$ 劳动适龄人口!用于评
估法定覆盖范围" 和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用于评估有效覆盖范围"'

可以假设# 现有养老金领取者的现状就是当前劳动适龄人口未来将面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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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修订后的方法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将非缴费型养老金( 遗属养老金和通过自愿
加入获得的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囊括在内' 当这些计划近期得到扩展或出台时#

相比其他计划# 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将面临限制' 养老金要缴纳约9:*78年后才
能领取# 到那时# 养老金计划已足够成熟# 开始支付第一笔老年人养老金' 因
此# 养老金有效覆盖范围低于法定覆盖范围# 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建立以社会保障缴费为基础的养老金体系的大多数国家中# 此类计划已实
施数十年# 从而减少了上述限制的影响' 此外# 如图JD9所示# 通过强制缴费型
机制来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 受到限制' 这种限制主要涉及自愿加入养老金计
划# 特别是中国在过去:年间所实施的养老金计划' 为了突破这一限制# 中国将
劳动适龄人口自愿加入养老金计划作为其父母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条件' 无论
是从法律层面!劳动适龄人口"# 还是从受益人层面!有效领取非缴费型计划的
老年人" 来看# 这项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 但印度的情况并非如此# 其执行差距
可能被夸大'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不存在上述限制' 逐步实施养老金计划以覆盖全部目标
群体所需的时间较长# 这可能是造成执行差距的部分原因'

三% 国家分类以养老金体系类型为依据
在第二节中# 国家分类以其养老金体系的首要特征为依据' 分类反映了法定

覆盖范围的构成' 各国分为六组# 定义如下$

"

法定覆盖范围差距大# 根据现行社会保障法律# 不足:8V的劳动适龄人
口有权领取定期老年人养老金或遗属养老金' 该组别涵盖I:个国家!7:DIV"'

其中# 超过FFV的国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或中东和北非' 近9GV来自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

"

法定覆盖范围差距大$ 并且养老金体系以强制缴费型覆盖为基础# 该组
别国家至少将:8V的劳动适龄人口纳入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 但尚未实现全民
法定覆盖' 此外# 超过7QJ的法定覆盖范围基于强制缴费型计划' 该组别包含7A

个国家'

"

无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差距$ 并且养老金体系以强制缴费型覆盖为基础#

超过7QJ的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基于强制缴费型机制' 在9FF个国家中# 有JI

个属于该组别# 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欧盟以及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国家占FAV

以上'

"

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主要基于非缴费型机制!税收资助"# 超过7QJ的被
纳入法定覆盖范围的人群有权享有非缴费型养老金' 该组别包括9:个国家# 其
中I8V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

老年人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愿供款# 自愿加入养老
金计划的法定覆盖范围比例超过了强制加入缴费型养老金计划' 该组别包括9I

个国家# 其中A个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A个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

领取老年人养老金的法定权利取决于强制缴费型机制和非缴费型机制的
均衡组合# 该组别包括不属于上述任何组别且可获得数据的所有国家# 共I:个#

其中7QJ来自发达经济体和欧盟或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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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养老金覆盖范围总体差距细分

地区 年份 总体
差距

法定覆盖
范围差距

执行
差距

得到有效执行的法定
覆盖范围# 和巨大差距

百分比 法定 执行
中东和北非 7888 FGDE AADI 97D: :FDJ

$

789J AFDJ :ADG 98DI F9D: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7888 GGDA FAD: 97D9 IJD:

$

789J GJDI A8D8 7JDI :9D9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7888 :ID9 7FDE 7AD7 :FD7

$

789J IID: :D7 JEDJ :ADE

$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7888 ED: ADE 7DF EFD9

$

789J GDE 7D7 ADF EJD9

$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7888 9ADF GD: GD7 GEDE

$

789J ADE IDJ 7DA EFDJ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7888 G:DF AEDG 9:DE :7DA

$

789J :ADJ 77D9 JID9 ::DA

$

总计 7888 AFD7 :JDI 9JDG A9DI

$

789J IGDA 77DI 7AD7 AID7

$

收入水平!

低收入经济体 7888 E7D: FADE 9:DA JFD9

$

789J G9DE :FDE 7JDE :JD9

$

中等收入经济体 7888 FGD9 A7D9 9:DE :AD7

$

789J :JD: 79DE J9D: :GDF

$

下中等收入经济体 7888 GGD: AEDG 9GDF I8DF

$

789J FAD: JGDI JGD9 IID9

$

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7888 AFDE :IDF 9JD7 F9DJ

$

789J J9D8 :DE 7:D9 F7DE

$

高收入经济体 7888 9JD7 GDJ IDE EJDG

$

789J EDE 7DE FD8 E7D7

$

员工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
低于7:V 7888 EJD: F8DG 77DG 7AD9

$

789J FGDF J7DA IAD7 JFD7

$

7:V*IEV 7888 GGDE F:DI 9JD: ::DF

$

789J FFD7 :FDF 9ED: :FDE

$

:8V*FIV 7888 AFDJ :AD9 99D7 FID9

$

789J JID8 98D: 7JD: FJDI

$

F:V*GEV 7888 9GD9 99DJ ADE E9D:

$

789J 97DG ID8 GDE GED7

$

E8V及以上 7888 IDG 8DF ID9 E:DA

$ $

789J ADA 9D8 :DA EID8

$ $

国家组别"按照养老金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划分#

+

第一组$ 法定覆盖范围有限!不足:8V" 7888 EID: GGDI AD9 :ADG

$

789J GEDJ GJD8 ADI AIDE

$

第二组$ 法定覆盖范围扩大# 但尚未有效落实 7888 E9DA AJDA 7GD8 7:DE

$

789J FAD7 7IDJ :9DE JJD9

$

第三组$ 扩大法定覆盖范围并有效执行 7888 F7DI AJD9 EDJ FADJ

$

789J 7FD7 ID9 7JD7 FAD:

$

第四组$ 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都
较广!超过G8V"

7888 97DF GD9 IDA EIDG

$

789J FDA 9DJ ADJ EJDF

$

注$ 加权总计法' 9D本文计算了可获得法定覆盖范围和有效覆盖范围数据的国家组别!7888年为9JF 个国家#

789J年为9AG个国家" 的得到有效执行的法定覆盖范围占比' 7D国家分组与世界银行收入分类相对应' JD各国家组
别定义见上文!参见图JDF"'

资料来源$ 同图J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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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按就业状态划分的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有效覆盖范围

就业状态"积极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人员占比#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是否存在及其覆盖范围

国家 员工 自负盈亏工
作者Q雇主

无酬家属
工作者

就业
总人口 不存在 :!$V ;!$V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贝宁 :EDE 8D8 8D8 ADI

$

博茨瓦那 IEDG 8D9 8D8 JAD9

$

布基纳法索 :EDA 8DF 8D7 ID:

$

布隆迪 G8DE 8D8 8D8 :DA

$

佛得角 IAD: 9ED8 9JDE 7:DF

$

喀麦隆 JGD8 8D7 8D9 ADF

$

科特迪瓦 I:DE 8D8 8D8 EDA

$

埃塞俄比亚 A:D: 8DG 8D8 7DF

$

冈比亚 ED8 8D8 8D8 JDJ

$

加纳 I9D8 8D8 8D8 GDA

$

几内亚 :GDJ 8D8 8D8 9ID8

$

肯尼亚 G8DE 8D8 8D8 JJD7

$

利比里亚 J8DA 8D8 8D8 FD9

$

马达加斯加 A8DJ 8D8 8D8 AD7

$

马拉维 9GD8 8D8 8D8 ADE

$

马里 9IDE 8D7 8D9 9D:

$

莫桑比克 JGD7 7DF 8D8 EDI

$

纳米比亚 AJDA :D7 8DJ IJDG

$

尼日尔 78DJ 8D9 8D8 7DJ

$

尼日利亚 J7DI 8DF 8D8 ID8

$

卢旺达 J:DF 8D8 8D8 ID:

$

塞内加尔 79D7 8DG 8DI :DJ

$

南非 IGDE 8D8 8D8 I7D8

$

斯威士兰 I7D9 8D8 8D8 JJD8

$

坦桑尼亚 JFD9 8DJ 8D7 JDA

$

乌干达 9JD7 8D9 8D8 7DA

$

赞比亚 IFDE 9DI 8D7 FD8

$

津巴布韦 :IDG 8D8 8D8 79DJ

$

中东和北非
埃及 :JDE EDG IDI I8DG

$

伊拉克 IADJ 8D8 8D8 7EDA

$

黎巴嫩 JED7 8D8 8D8 7JDF

$

摩洛哥 J8DG ID7 8DA 9GD:

$

阿曼 9ID: 8D8 8D8 9JDF

$

卡塔尔 JDJ 8D8 8D8 JDJ

$

沙特阿拉伯 :ADI 8D8 8D8 :7D9

$

也门 99D9 8D8 8D8 ADI

$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阿富汗 7ADJ 8D8 8D8 :DA

$

孟加拉国 8D8 8D8 8D8 8D8

$

不丹 I9DG 8D8 8D8 97DA

$

柬埔寨 97DI 8D7 8D9 :DE

$

中国 ::DI 7ADJ + JED8

$

印度 J9D9 8D8 8D8 JD9

$

印度尼西亚 7AD: 8D8 8D8 ED9

$

老挝 97D7 8D8 8D8 9DA

$

马来西亚 :ED: 8D8 8D8 IID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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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状态"积极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人员占比#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是否存在及其覆盖范围

国家 员工 自负盈亏工
作者Q雇主

无酬家属
工作者

就业
总人口 不存在 :!$V ;!$V

蒙古 A8D: IDI 8DG JEDA

$

缅甸 :AD7 8D8 8D8 :DG

$

尼泊尔 77DE 8D8 8D8 ID8

$

巴基斯坦 78DG 8D8 8D8 FDG

$

斯里兰卡 IADA 8D8 8D8 7AD7

$

泰国 JIDI ADI 8DI 9FDI

$

东帝汶 8D8 8D8 8D8 8D8

$

越南 :8DI 8D: 8DJ 9EDI

$

也门 99D9 8D8 8D8 ADI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阿根廷 F:DA :9DI IGD: F8DJ

$

玻利维亚 JEDA JDI 8DI 9GD9

$

巴西 FADJ 7GD: ED9 A9DF

$

智利 G9DI + + +

$

哥伦比亚 AAD9 98D8 7DA JGDA

$

哥斯达黎加 GFD7 F7D7 F:DG GJDG

$

多米尼加 :7D7 8D8 8D8 7EDJ

$

厄瓜多尔 :ID7 7JDA 9GDF I8DI

$

萨尔瓦多 IEDE 98D9 JD8 JJD8

$

危地马拉 JJD: 7DG 9D: 9EDJ

$

海地 9ADJ 8D8 8D8 GDE

$

洪都拉斯 JADJ 8DE 8D9 9GD9

$

墨西哥 :7DG JDJ 8DE JADF

$

尼加拉瓜 I8DA 8DE 8DJ 9EDG

$

巴拿马 AGDE :DG 8D8 :9DI

$

巴拉圭 J7DF 8D9 8D8 9FDG

$

秘鲁 ::D8 9AD7 :DE J9DE

$

乌拉圭 GFDF IJDJ 7ED9 FAD9

$

委内瑞拉 AADE JDE 8D8 I9DE

$

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中欧和东南欧"非欧盟# 及独联体
阿尔巴尼亚 AEDJ + + + + + +

澳大利亚 GFD7 :JD7 8D8 GJDF

$

奥地利 EADA A8D8 IADG E7D9

$

比利时 EADF GD9 98DJ GFDG

$

波黑 F7D8 7GD8 8D8 :GD9 + + +

保加利亚 EJD7 ADF 77D9 G:D9

$

加拿大 E:DF G8D: :ID8 EJDG

$

克罗地亚 E:DE ADF 8D8 GADA + + +

塞浦路斯 EIDJ 98D: ADF G:DG

$

捷克 EGDE :EDJ IGDA E9DG + + +

丹麦 EGD7 FEDE + EADG

$

爱沙尼亚 EFDJ AJD8 8D8 EID:

$

芬兰 EEDA :ADF AID7 EID9

$

法国 FAD8 :7DI I7D8 FJDG

$

德国 AGDE FID: I9DJ AED7 + + +

希腊 EADJ EFDE GIDJ EAD9

$

匈牙利 EGDI 7AD7 79DG GGD7

$

冰岛 EADE GED9 8D8 E: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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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状态"积极向养老金计划缴费的人员占比#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是否存在及其覆盖范围

国家 员工 自负盈亏工
作者Q雇主

无酬家属
工作者

就业
总人口 不存在 :!$V ;!$V

爱尔兰 EFDG J9DA JD: GGD7

$

意大利 EGD8 7JDI 9FD7 G8DA

$

拉脱维亚 E7DI IADE 9IDJ GGD7

$

立陶宛 E9DF ::DI 78DG GFDF

$

卢森堡 EED9 EEDG AAD9 EED8 + + +

马其他 EFD: :9D9 I:DG E7D7

$

摩尔多瓦 E8DJ + + AIDI

$

荷兰 EFDF :GDF IFD8 E7DJ

$

挪威 EADA :8D: :JDA EJD8

$

波兰 G9D9 99DF 7DA AFD8

$

葡萄牙 EFDF 7JD: 9GD8 GGDA + + +

塞尔维亚 G8DA I:D9 8D8 F8D8 + + +

斯洛伐克 EFD9 9FD9 8D8 GIDF + + +

斯洛文尼亚 EED9 :FDI JFDF EIDG

$

西班牙 G7DG 7JDI 7ADA FJD7

$

瑞典 EFDI G7DJ ::D9 EAD7

$

瑞士 EEDF F8DG AGDJ EADE

$

土耳其 F:D8 I:DF GD9 :ED7

$

英国 G:D9 9GDE 8D8 FFD7

$

美国 EADE EIDE 8D8 EADF

$

注$ ++无数据' 最新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调查数据得出的结果) 关于详细来源和年份# 参见附录''



)*+""

!"#$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工作性质的不断改变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
#

3
4

5
6

7
8

4
5

9
:

;
<

=
>

?
@

$
!

%
A

;
=

B
C

D
E

F
G

H
4

5
6

7
=

I
J

K

L
4

5
M

#
N

=
B

C
D

E

$

O
<

P

I
J

K
B

C
D

E

!

3
Q

R

S
@

;
<

"
$

T
I

U
V

O
<

P

T
I

W
X

Y
Z

I
J

K

!

[
\

]
^

_
`

I
J

K

4
5

M
#

N

a
b

Q
R

c
d

Q
R

]
Q

R

.
e

!

f
e

g
h

i
j

!

k
l

i
j

m
5

n
9

"

T
I

U
V

O
<

P
T

I
U

V
O

<
P

T
I

U
V

O
<

P
T

I
U

V
O

<
P

T
I

U
V

O
<

P

.
e

f
e

.
e

f
e

g
h

i
j

k
l

i
j

g
h

i
j

k
l

i
j

T
I

o
p

"
#

#

"
#
$
%
&

q

T
I

'
#

q

T
I

r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

5
6

7
%

8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8

"

'
8

9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D

E
?

'

F
C

D
5

6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C
D

5
6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C

D
5

6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J

K
L

"

M
N

O
P

Q
R

S
T

U
V

W
%

X
Y

T
U

V
W

Z
[

#

#

\
]
K

$

R
S
T
U
V
W
X
^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K

$

R
S
T
U
V
W
b
c

%

d
e
f
X
Y
g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K

$

R
S
T
U
V
W
b
c
j
k
l
X
Y
g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K

$

R
S

T
U

V
W

%
X

Y
T

U
V

W

n
o

p

"

q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s

t
u

v
w

A
x

y
#

z
{

2
Z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w
A

x
y

�
h

0
�

'
&
$

u
]

�
I

J

%

�
w

�
�

�
�

�

/

�
�

V
W

_
]

�

'

�
�

I
J

�
�

�
�

2
=

%
�

�
�

*

"
&
&
&
+

�
s

t

(
&
&
&
"
+

�
s

t

(
"
+

�
s

t
+

|

#
)

�
2

=

"

s
t

_
`

(

x

(
(

�
s

t
+

|

#
)

�
�

%
�

,

"
&
&
*

�

s
t

(
&
+
&
&
*

�
s

t

(
"
+

�
s

t
+

|

#
)

�
�

�

"
&
&
*

�
s

t

(
&
+

�
s

t
+

|

#
)

0
�

c

"
&
&
&
*

�
s

t

(
"
+
&
*
*

�
s

t

(
&
+
+

�
s

t
+

|

#
)

�
�

�

"
&
&
*

�
s

t

(
&
+
&
"
#
*

�
s

t

(
"
(
+

�
s

t
+

|

#
'
"
$

I
J

�
 

X
^

'
'
$

I
J

[
K

�
¡

¢

£
h

C
D

[
¤

¥
~

¦

'
#
$

§
I

J
K

L
S

¨
©

|
ª

"

«
©

¬

'
$
)
#
'


®

¯
°

$

I
±

²
t

K
³

´
µ

J
¶

·
¸

�
¹

k
º

z
»

¼

"

«
©

�
�

0
#
'



第三章!不同就业模式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

附录 5

按就业状态和就业模式划分的老年人养老金计划的
加入情况$ 数据来源

国家 负责机构 调查名称 年份
非洲$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博茨瓦纳 中央统计局 博茨瓦纳福利核心指标调查 788E*7898

布基纳法索 国家人口统计局!;P/T" 统一基本幸福指数问卷!m̂ ;OO" 788A

佛得角 国家统计局 非正规部门就业调查 788E

喀麦隆 国家统计局 喀麦隆家庭调查!'BS]" 788F

埃及 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 劳动力样本调查 7899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中央统计局 埃塞俄比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7899*7897

加纳 加纳统计服务局 加纳生活标准调查!U<//" 788:*788A

马拉维 马拉维国家统计局 马拉维劳动力调查 7897

马里 国家统计局 长期就业家庭调查!'CS]" 7898

摩洛哥 世界银行 摩洛哥家庭与青年调查 788E*7898

莫桑比克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经济安全计划 人口安全调查 788A

纳米比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纳米比亚劳动力调查 7897

尼日尔 国家统计局 全国家庭生活条件和农业调查 7899

尼日利亚 国家统计局 家庭追踪普查 7897*789J

卢旺达 卢旺达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综合家庭生活条件调查!';BdJ" 7899

塞内加尔 国家人口统计局 塞内加尔贫困调查!'/C/" 7899

南非 南非统计局 综合劳动力调查!第三季度" 789I

坦桑尼亚 国家统计局 综合劳动力调查 788A

乌干达 乌干达统计局 乌干达全国追踪调查 788E*7898

赞比亚 赞比亚中央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 788E

非洲$ 行政管理部门来源
贝宁% 布隆迪% 科特迪亚% 冈比亚% 几内亚% 科尼亚%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尼日利亚% 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

亚洲$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澳大利亚 <;/微观数据库 家庭支出调查 7898

柬埔寨 国家统计局 柬埔寨劳动力调查和童工调查 7899*7897

中国 调查研究中心!/WB"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BU//" 7898

印度 统计与计划执行部# 国家抽样调查局 国家抽样调查局第AA次就业和失业调查 788E*7898

伊拉克 中央统计和信息技术局!B2/;5" 伊拉克家庭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788F

蒙古 国家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 7899

尼泊尔 中央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 788G

斯里兰卡 统计局 斯里兰卡劳动力调查 7899

泰国 国家统计局 家庭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7898

越南 统计总局 劳动力调查 7897

亚洲$ 行政管理部门来源
阿富汗% 不丹%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黎巴嫩% 马来西亚% 缅甸% 阿曼% 巴基斯坦%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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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负责机构 调查名称 年份

美洲$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阿根廷 国家统计和普查局!;PT'B" 常住户口调查 7897

玻利维亚 国家统计局 家庭调查!'_" 7899

巴西 国家地理统计局!;OU'" 全国家庭普查!CPST" 7897

加拿大 卢森堡收入研究!<;/" 微观数据库 劳工及收入动态调查!/<;T" 7898

智利 国家统计局 全国就业调查 7899

哥伦比亚 国家统计局!TSP'" 哥伦比亚社会保障纵向调查 7897

哥斯达黎加 国家统计局 全国家庭调查!F月" 789J

多米尼加 国家经济统计暨人口普查局 劳动人口调查!'PR5" 7897

厄瓜多尔 国家统计和普查局!;P'B" 就业( 失业和不充分就业调查!'P']T̂" 7897

萨尔瓦多 统计和普查总局 综合家庭调查 788E

危地马拉 国家统计局 全国就业和收入调查!'P';" 7897

洪都拉斯 国家统计局!;P'" 常住户口综合调查 7899

墨西哥 墨西哥统计地理局!;P'U;" 全国就业和社会保障调查!'P'//" 788E

尼加拉瓜 国家信息发展局!;P;T'" 家庭追踪调查!'B_" 7898

巴拿马 巴拿马国际统计暨人口普查局 生活标准调查 788G

巴拉圭 统计调查暨普查总局!TU''B" 常住户口调查!'C_" 7897

秘鲁 国家统计信息局!;P';" 全国家庭调查!追踪调查# 'PS_2" 789J

美国 卢森堡收入研究!<;/" 微观数据库 现时人口调查!年度社会和经济补充
调查# S/'B"

789J

乌拉圭 国家统计局 家庭追踪调查 789J

委内瑞拉 国家统计局 第二季度家庭样本调查 7897

美洲$ 行政管理部门来源
海地

欧洲$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奥地利( 比利时#

(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
浦路斯(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
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
他(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
士( 英国

欧洲统计局 欧盟居民收入和生活条
件统计!'̂ H/;<B"

7897

#

7899

摩尔多瓦 国家统计局!PO/" 摩尔多瓦劳动力调查 7898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COB" 生活水平衡量调查 788F

土耳其 土耳其国家统计局!5̂;X" 劳动力调查 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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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劳动力监管和就业模式#

引言
第一章强调的就业模式多样化提出了有关劳动力监管的作用和影响这一问

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788G年达到顶峰"# 许多国家实施了一揽子政策# 这反映
了一个普遍的观点# 即劳动力监管对劳动力市场表现存在着巨大的影响' 这在欧
洲尤为明显# 欧洲国家进行了相当大的变革来促进就业增长# 但这些变化通常降
低了工作者的保障水平!;<2# 7897"' 相比之下# 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近些
年所采取的措施一直旨在加强就业保障# 并促进向正规就业安排的转变'

尽管近期有证据表明# 一直以来劳动力监管对就业表现具有中性影响# 但对
劳动力监管的经济影响的理论认识尚存有争议# 从而为各国的偏好和选择提供了
相当大的空间' 世界银行指出# .经证实# 预期影响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温和***

肯定要比争议所提及的力度更加温和++总而言之# 对大多数希望通过创造高质
量就业以促进发展的国家而言# 劳工政策和制度既不是主要障碍# 也不是灵丹妙
药/ !"#$%& O.,4# 789J"' 对近期变革影响的实证评估十分复杂# 并且取决于所
评估的因素'

本章将探究劳动力监管的关键方面与各种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效果之间的关
系' 本章编制的基础是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动力监管***被视为劳动力市场制度
***如何为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思考!;<2# 789I"' 第一节介绍了多
种方法的探索情况# 并提出了针对于这一目的而新建立的海量数据集***剑桥大
学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BOWH<W;"' 本节还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呈
现了劳动力市场监管在全球和各区域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简要阐述了近期发布的
一些关于评估劳动力市场监管影响的理论和实证文献# 包括构建适用于实证分析
的数据集' 它包括将数据视作与结果相关的独立或解释变量# 或经济和社会利益
的因变量# 对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 最后# 第三节强调了一些从分析中获得
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长期以来的劳动力监管状况
记录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数据集多种多样' 实际上# 国际劳工组织近期基于其

就业保护立法情况数据库'C<+\# 推出了一套指标!;<2# 789:"'

" 数据库包括

#

"

本章中所采用的法律量化数据由佐伊,亚当斯( 路易斯,毕夏普和西蒙,迪肯编制'

关于'C<+\数据库# 参见网址$ K--)$ QQLLLD1%#D#$>Q&*,Q+)%+\Q-+$((.1,DK#(+!789: 年I 月J8 日"' 与剑桥
大学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相比!或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就业保护指标相比"# 'C<+\数据库的时间序列
有限' 同时# 剑桥大学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无法提供像就业保护指标一样详细的分析和相关法律!;<2#

789:"' 由于'C<+\指标不是一个时间序列# 它并不能用于此处所进行的纵向分析' 由于其高度详细的编码# 'C<+\指
标原则上需要与剑桥大学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配合使用# 以分析就业保护法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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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E8个国家的信息# 以与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9EG7年%终止雇佣公约& !第
9:G号" 内容保持一致为标准'

为了记录较长时期内的变化# 本章专门使用79世纪中期提出商业研究中心
的劳动力监管指标# 提供关于劳动力法律法规形式或法律内容变化的纵向数据
!专栏ID9"' 由此获得的数据集最初用于支持任意国家或国家组别描述性分析水
平# 以表明法律对工作者的相对保护力度' 此外# 该数据及还应用于许多之前的
研究# 以判断劳动力监管和各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 其中经济变量包括那些与
就业和失业( 生产力和不平等相关的变量!参见第二节"'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
力监管指标针对劳动法律变化提供了极其详尽和全面的阐述# 覆盖发达和发展中
国家# 其时间跨度为数十年'

专栏
#,)

!

数据% 方法论和国家覆盖范围综述

!!本章利用了迪肯等人提出的初始数据集的扩
展版本!T+.41,等人# 788F"' 该扩展版本涵盖了
AJ个国家的数据# 包括所有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国家# 以及无法以其他方式覆盖的部分非
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如下所述# 本章只利
用了数据集中能够有利于不同就业形式监管变化
和就业保护法监管变化评估的那些变量' 我们可
根据申请提供按国家和变量划分的完整数据集'

我们与剑桥大学商业研究中心共同创建了该
数据集# 利用其设计的方法建立了商业研究中心
的劳动力监管指标!BOWH<W;"' 该指标包括五
个主要领域的数据$ 不同就业形式!在数据集中
被称作.替代性就业合同/"( 工作时间( 解雇(

员工代表和劳工行动'

用于构建数据集的方法论符合劳动力监管和
劳动力市场制度内生于劳动力市场的观点) 换言
之# .法律体系与政治经济体系共同发展/ !S&Y

.(6和T+.41,# 789I) 参见S$(#3$等人# 788E.)

T+.41,等人# 788F"' 从这个意义上讲# 商业研究
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反映了.法律规定和社会
结构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论观念' 这基于他们的内
生性( 易变性和正式性/ !S&.(6和T+.41,#

789I"'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总计包括I8

个变量# 分为五个分类指数' 每个单个变量的分
数介于8 !很少或根本没有保护" 至9 !高度保
护" 之间' 这五组分类指数代表着国家劳动力法
!!

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大致遵循由伯特罗等人提出
的分类!O#-+$## 788I"# 但这些人的分析缺乏时
间序列维度' 此外# 单个指标和商业研究中心的
劳动力监管指标中使用的编码算法在重要方面不
同于伯特罗等人的算法' 附录S描述了本章采用
的变量编码算法以及根本方法论'

考虑到与某些国家和年份相关的数据的可用
性有限# 数据集根据发达( 新兴和发展中的国家
状态按国家组别呈现!参见第一章附录S"# 其
中# 欧盟国家数据集单独呈现# 所涵盖的时间跨
度从9EEJ年到789J年'

发达国家!非欧盟"$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冰
岛(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新西兰( 挪威( 新加
坡( 瑞士和美国'

欧盟$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
斯(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
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
典和英国'

新兴国家$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中国( 哥
伦比亚( 印度( 墨西哥( 卡塔尔( 俄罗斯( 南非
和土耳其'

发展中国家$ 阿尔及利亚( 玻利维亚( 科特
迪瓦( 厄瓜多尔(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加纳( 肯
尼亚( 马来西亚(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秘鲁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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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与不同就业形式相关的指标
9!法律# 而非合同双方# 决定工作者的法律地位'

7!兼职工作者有权享有与全职工作者平等的待遇'

J!兼职工作者享有与全职工作者平等或成比例的解雇权'

I!只允许针对工作期限有限的工作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有权享有与长期工作者平等的待遇'

A!固定期限合同的最长期限'

F!派遣工作被严令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

G!派遣工作者有权享有与用户企业的长期工作者平等的待遇'

注$ 序号为表ISD9中列明的变量序号'

本节将详细探究以下两个领域的变化情况$ !9" 不同就业形式) !7" 就业
保护法' 不同就业形式涉及管理个体经营工作( 兼职工作( 固定期限合同就业和
派遣工作的法规' 此处所应用的变量与商业研究中心.替代性就业合同/ 中的
分类指数相对应!参见表ID9"'

第二个领域就业保护法涉及与工作保障相关的法规# 以及特别是与管理如下
事项相关的法规# 如通知期( 裁员补偿和选择( 影响解雇权的等待期或试用期(

解雇的公平性!实质性和程序性"( 对解雇的补偿措施!赔偿和复职" 以及解雇
通知等' 详细解释如下# 为了找到与文献和其他数据集所使用的指标相媲美的
'C<衡量指标# 我们使用了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中的部分变量' 我们
将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关于解雇法律的分类指数中的变量与以下两种
变量结合$ 与兼职员工和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雇员解雇权相关的变量!替代性就
业合同分类指数的一部分"# 以及涉及员工集体之声或解雇问题共同决策权的变
量!员工代表分类指数"'

不同就业形式的法律监管力度逐渐增加++

用于规范不同就业形式的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分类指数由八个变
量构成# 而且这些变量与不同就业合同类型的监管方式相关!表ID9"' 此外#

该数据可用于探究劳动力监管是否为应对不断多样化的就业模式做出了改变# 以
及它是否实际上促进了这一进程' 一些变量衡量提供给个体工作者的保护程度#

如要求兼职工作者享有与全职工作者所获得的平等待遇' 其他变量衡量采用不同
就业形式的监管力度# 如限制临时工作机构的运营' 总之# 分类指数衡量的是劳
动力监管如何通过限制不同就业形式的使用# 和Q或通过要求不同就业形式的工
作者享有与标准就业的工作者平等的保护# 来实现确保工作者受到保障的目标'

图ID9显示的是9EEJ年至789J年间不同国家组别八个变量的平均水平'

"

总之# 数据表明在所涉及的期间内# 有关不同就业形式的法律监管力度在所有国
家组别都有所增加# 但程度不尽相同' 欧盟的增长尤其强劲# 尤其是在7888年
至788I年间' 继这段时期后# 法律监管力度仍继续增长***甚至是在危机期
间***但增速显著放慢'

"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包含的数据可追溯至9EF8年' 但本章重点关注9EEJ年之后的数据# 以确保数
据覆盖所有国家并与现有劳动力市场数据具有可比性!参见专栏ID9"' 对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所覆盖的更
早时期趋势的分析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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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按国家组别划分的不同就业形式的总体平均得分

注$ 纵轴表示得分# 区间范围为8 !很少或根本没有保护" 到9 !高度保护"' 关于各组别的国家列
表# 见专栏ID9'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的计算'

!!除欧盟外的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模式# 但变化要
更加缓慢' 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化程
度不大且整体严格程度在过去十年间相对保持不变' 在所有国家组别中# 严格程
度最低的发达!非欧盟" 国家也出现了相同的平缓模式# 自788F年危机爆发以
来# 其严格程度很少或没有发生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 788A年监管力度出现大
幅增加# 这完全是受挪威和韩国推行的监管变化!关于按变量划分的更多变化信
息# 请见下文" 的影响' 在新兴国家# 9EEJ年至789J年间的监管力度增长率相
对平缓# 但自788J年以来开始快速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实施1加强平等待遇规定以及对兼职% 固定期
限合同和派遣工作的其他监管来实现++

!!为了更清晰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变化的起因# 表ID7列示了不同就业
形式监管的整体平均水平!按照变量和国家组别划分"# 研究年份为9EEJ 年
!本章所研究时序的起始年限"( 788F年!危机爆发" 和789J年!可获得数据的
最近一年"' 这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出各国家组别逐渐进行改变的领域# 需指出
的是# 在某些情况下# 单个国家的大幅变动可能会对平均值产生较大影响# 尤其
是在就业保护立法力度相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一般而言# 以下两种法律监管力
度一直稳步增加$ 决定何时以及如何许可派遣工作和管理固定期限合同许可情况
和期限' 但各地区和各国家的变化水平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

"

发达国家!非欧盟"# 与9EEJ年相比# .兼职工作者$ 平等待遇/ 和.签
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 平等待遇/ 指标的涨幅明显# 尽管后者与其他地区相
比仍然较低' 在过去78年间# .兼职工作者$ 平等待遇/ 指标的变化趋势在各国
大体一致# 自788F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是一个例外# 788G年该
变量得分从8显著增加至8DF:' 另一方面#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 平等
待遇/ 更加两极化# 自9EEJ年以来# 只有少数国家发生了变化# 包括冰岛( 挪
威和韩国!从8转变为9"# 从而对总体平均值产生了影响' 但同时# 截至789J

"

可根据申请# 提供按国家和变量随时间划分的完整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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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该组别!共99个国家" 中七个国家的这一指标得分为8' .派遣工作者$ 平
等待遇/ 指标趋势与.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 平等待遇/ 指标非常相似#

即9EEJ年之后仅有三个国家发生了变化!即以色列( 挪威和韩国"# 截至789J

年# 六个国家的这一指标得分为8' 最后# .派遣工作$ 约束/ 指标在9EEJ年和
7888年间出下降趋势# 此后至789J年出现部分反弹'

"

欧盟# 在7F个国家中# .兼职工作$ 平等待遇/ 和.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的工作者$ 平等待遇/ 指标到789J年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并且保护程度相对较
高' 两个变量在9EEJ年至788F年间稳步增长# 但自此之后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派遣工作者$ 约束/ 指标的平均值自9EEJ年以来几乎翻倍***多数情况下是由
于欧盟指令的批准和实施!参见下文专栏ID7" ***一半以上的国家实施或加强
法律监管# 尽管仍有98个国家在789J年的得分为8' .派遣工作者$ 平等待遇/

指标一直以来持续增长$ 自788F年以来# 超过半数的国家加强或实施监管'

表
#,+

按变量和国家组别划分的不同就业形式的平均得分
发达国家"非欧盟# 欧盟 新兴国家 发展中国家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如何确立法律地位 8DA: 8DA: 8DA: 8DF7 8DFF 8DG: 8DF9 8DFI 8DFI 8DFJ 8DFF 8DFF

兼职工作者$ 平等待遇 8D79 8D:E 8DAA 8DJE 8DE: 8DEA 8D7F 8DIG 8D:E 8DJA 8DI: 8DI:

兼职工作者$ 平等解雇权8DG8 8DGJ 8DGA 8DGI 8DEI 8DEA 8DGA 8DGA 8DGA 8DEA 8DEA 8DGE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
者$ 约束 8D7: 8D7E 8D7E 8DIJ 8DAI 8DA8 8DI: 8DI7 8D:: 8DJF 8D:8 8D:8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
者$ 平等待遇 8D8: 8DJ7 8DJ7 8DJ9 8DGF 8DE: 8D7: 8DJE 8DIE 8DJA 8DI9 8DI9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
者$ 最长期限 8D88 8D9: 8D7: 8DJ: 8D:E 8D:F 8DJ: 8D7: 8D7: 8D7I 8D:8 8D:8

派遣工作者$ 约束 8DJG 8DJ8 8DJJ 8D7I 8DJE 8DI9 8D9E 8DJ8 8DIJ 8D79 8DJJ 8DI7

派遣工作者$ 平等待遇 8D99 8DJJ 8DJ: 8DJ7 8DAI 8DE7 8DJA 8DIE 8DAE 8D9E 8D79 8D7:

不同就业形式平均值 8DJ9 8DIJ 8DIA 8DI: 8DF7 8DFG 8DIJ 8DIE 8D:G 8DIJ 8D:7 8D:7

注$ 关于更全面的变量解释和国家组别列表# 分别参见表ID9和专栏ID9' 平均得分介于8 !法律最为宽松" 到9

!法律最为严格" 之间' 我们可根据申请# 提供完整数据集'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的计算'

专栏
#,+

!

处于不同就业形式的工作者的平等待遇

!!本章提及了各国关于不同就业形式的法规变
化# 例如$

阿根廷$ 9EFA年%劳动合同法& !第78FII号"

的788E年修正案!第7AIFI号" 在社会保障方面引
入了兼职工作者和全职工作者平等待遇的原则'

中国$ 788F年%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十届人大第A:号" 引进一则新规$ 派
遣工作者确享有与长期工作者相同的最低劳动标
准# 并获得平等工资!789J年合同法修正案通过
制定正式的平等待遇权利进一步加强保护力度"'

欧盟$ 要求在工作条件方面实施平等待遇的监
管力度随着时间推移大幅增加#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
于要求实施如下指令$ 欧盟理事会9EEF年97月9:日
实施的关于兼职工作的EFQG9Q'B指令) 欧盟理事会
!!

9EEE年A月7G日实施的关于固定期限合同工作框架
协议的9EEEQF8Q'B指令# 该框架协议由欧洲工会联
合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签订) 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788E年99月9E日实施
的关于派遣工作的788GQ98IQ'B欧盟指令'

挪威$ 788:年%工作环境法案& !788:年A月
9F日第A7号法案" 引进规定# 禁止歧视兼职和临时
工作者!包括.临时工作/ 制度管理下的派遣工作
者"' 788:年%工作环境法案& 的7897 年修正案
!7897年A月77日法案" 加强了这一权利# 授予派遣
工作者享有与用户企业的长期工作者平等待遇的权利'

韩国$ %固定期限合同和兼职雇员保护法案&

!788A年97 月79 日第G8FI 号法案" 引入新规#

禁止对固定期限合同工作者的歧视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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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 兼职工作者(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和派遣工作者的平
等待遇解释了这一国家组别的不同就业形式平均值的增长# 其中中国和墨西哥发
生的变化尤为显著' 阿根廷的.兼职工作者$ 平等待遇/ 指标也发生了变化#

而南非的.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 平等待遇/ 监管力度也出现增加'

"

年发展中国家# 多数变量!和多数国家" 呈小幅增长趋势' .签订固定期
限合同的工作者$ 最长期限/ 和.派遣工作者$ 约束/ 都出现了变化# 绝大多
数国家加大了对某些领域法律监管的相对力度# 尽管在共计9I个国家的同一组
别中约有7QJ的国家该两个指标的得分为8'

++而直至最近* 就业保护法仍保持相对稳定-

各种现有指数和实证研究根据不同的方法论定义和衡量就业保护法' 尽管存
在这些差异# 就业保护法从广义上讲通常可理解为涉及以下一些或所有议题$ 解
雇保护!程序性和实质性") 解雇时的补偿和其他补救规定) 固定期限合同监
管) 以及员工集体解雇咨询' 下文的分析使用了与此处定义的就业保护法相关的
完整名单!表ID9" 中的部分变量'

起初# 首先选择已经被认定为不同就业形式监管的组成部分的几个变量$ 就
业状态的确定!变量9") 兼职工作者是否在解雇方面享有法律保护!变量J")

以及固定期限合同的期限监管!变量I和变量A"' 另有E个变量被纳入关于解
雇监管的分类指数中' 这些分类指数能够衡量对解雇( 裁员选择和工资支付以及
解雇监管相关方面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约束!变量9A到变量7I"' 涉及的另外两
个变量与工作场所共同决策的法律监管相关# 这是由于考虑到在一些系统中# 共
同决策制在解雇程序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涉及集体解雇时!变量J8和变
量J9"' 表IDJ列举了下文中用于分析就业保护法力度的9:个变量'

图ID7显示的是# 9EEJ年至789J年期间不同国家组别就业保护法变量组合的
法律监管力度的平均水平' 大体上# 在过去78年间各国家组别的就业保护法力度
相对保持稳定# 仅在整个期间内整体出现了略微增长!图ID7# 第一组"' 欧盟出
现小幅增加# 以7888年为明显起点# 直至危机前' 但危机爆发后# 欧盟国家的就
业保护法相对法规监管力度开始下降!图ID7# 第二组"' 发展中国家就业保护法
的相对法规监管力度下降幅度不大# 而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法律监管水平在788F

年至789J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并且其增长率与危机爆发前的时期类似'

表
#,!

与就业保护法相关的变量
9!法律# 而非缔约方# 决定工作者的法律地位'

J!兼职工作者享有与全职工作者平等或成一定比例的解雇权'

I!只允许针对工作期限有限的工作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A!固定期限合同的最长期限'

9A!法律规定的通知期限'

9F!法律规定的裁员补偿'

9G!正常情况下不公平解雇的最短服务等待期'

9E!法律对解雇施加程序性约束'

78!法律对解雇施加实质性约束'

79!复职为不公平解雇的常见补救措施'

77!解雇通知'

7J!裁员选择'

7I!再就业优先权'

J8!共同决策$ 董事会成员'

J9!工作者共同决策和知悉Q咨询'

注$ 序号为表ISD9中列明的变量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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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至!"#+年各国家组别的就业保护法变化情况

注$ 关于变量的更详细说明的国家组别列表# 分别参见表ID9和专栏ID9' 平均得分范围从8 !法律最为宽松" 到
9 !法律最为严格"' 我们可根据申请提供完整数据集'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的计算'

表
#,#

按部分变量和国家组别划分的就业保护法的平均得分
发达国家"非欧盟# 欧盟 新兴国家 发展中国家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裁员补偿 8D79 8D79 8D79 8DJJ 8DIA 8DI8 8DG8 8DG8 8DG8 8DAI 8DAA 8DAA

最短等待期 8DGJ 8DG9 8DG9 8DG: 8DGA 8DGA 8DGE 8DGF 8DGF 8DE8 8DE8 8DE8

程序性约束 8DJA 8DJE 8DIG 8DAE 8DF7 8DAF 8DI7 8D:E 8DA7 8D:G 8DF8 8DF8

实质性约束 8DJJ 8DJJ 8DJA 8DA8 8DAJ 8DAJ 8D:: 8D:J 8D:E 8DIE 8D:F 8DA8

复职标准 8DI7 8DII 8DII 8DAG 8DF9 8DA: 8D:9 8D:E 8DAI 8DIE 8D:9 8D:9

通知第三方 8DJ: 8DJ: 8DJ: 8D:: 8D:: 8D:A 8DJ7 8DIJ 8DI: 8DIJ 8D:7 8D:7

裁员选择 8D99 8D99 8D99 8DJF 8DII 8DIA 8DJA 8DJA 8DI: 8DIJ 8DIA 8DIA

再就业优先权 8D78 8D78 8D78 8DJ8 8DI7 8DJF 8D7F 8D9G 8D7F 8D7J 8DJ8 8DJ8

共同决策$ 董事会成员 8D9I 8D9I 8D9I 8DII 8DIA 8DIF 8D88 8D88 8D88 8D78 8D78 8D9F

共同决策Q咨询 8DJJ 8DJE 8DI9 8D:A 8DAF 8DA: 8D77 8D77 8D77 8DJE 8DI9 8DI7

就业保护法平均水平#

"<+$ "<+0 "<+( "<$) "<=! "<=# "<)* "<)0 "<$# "<)( "<$$ "<$$

注$

#尽管就业保护法!和此处显示的平均水平" 包括如下指标$ .法律地位如何确立/( .兼职工作者$ 平等解雇
权/( .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 约束/ 和.固定期限合同最长期限/# 但本表因只是显示用途而未列示这些指标#

因为这些指标也是不同就业形式的组成部分# 并在表ID7中列示' 关于与就业保护法相关的所有变量的更详细说明和
国家组别列表# 分别参见表IDJ和专栏ID9' 平均得分范围从8 !法律最为宽松" 到9 !法律最为严格"' 我们可根据
申请提供完整数据集'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的计算'

表IDI显示了就业保护法的整体平均水平# 以及按部分变量划分的平均水平
!本表不包括表ID7中已覆盖的变量# 尽管这是所有9:个变量的平均水平"' 鉴
于整体平均水平在此期间内的变化不大# 各具体变量的变化相对较小也就不足为
奇' 如下法规的相对监管力度也出现了小幅上升$ 管理解雇程序性约束和裁员赔
偿水平的法规和规定复职是否是常见的补救措施以及被解雇的工作者是否应该享
有再就业优先权的法规' 此外# 每个国家组别中都出现了许多其他较为明显的
趋势$

"

发达国家!非欧盟"# 发达国家!非欧盟" 就业保护法的整体变化趋势主
要受.固定期限合同$ 最长期限/ 和.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 约束/ !不
同就业形式的两个变量" 上升的驱动!相关讨论# 见上文"' .共同决策Q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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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

就业保护法"部分变量# 的近期修正案

!!通知期限法规$ 爱沙尼亚788G年颁布的%劳
动合同法& 将通知期限从7 个月缩短为J8 日历
天# 而西班牙7898年颁布的第J:号法律将通知期
限从9个月缩短为9:天' 斯洛文尼亚于789J年J

月:日实施的新%劳动关系法案& 规定# 如果工
作者受雇不满一年# 通知期限将由J8天缩短为9:

天' 然而# 比利时789J年97月7A日颁布的关于
蓝领白领雇员通知期限和谐法规的法案# 针对已
有三四年工作经验的蓝领和白领工人规定了为期
9J周的新通知期限'

!!裁员补偿$ 爱沙尼亚788G年颁布的%劳动合
同法案& 规定# 法律强制裁员补偿从7 个月工资
缩减为9 个月工资# 而斯洛伐克%劳工法规&

7899年修正案规定# 裁员补偿需以雇员同意终止
合同为条件' 789J 年后续修正案!政府改组后"

规定# 工作满7*:个月的工作者享有获得9个月
解雇费的权利' 在发展中国家组别# 摩洛哥9 H8J

H9EI号诏令提出了每年工作EA小时!原为IG小
时" 的规定'

和.程序性约束/ 变化微小' 前者变化主要是由于788E年澳大利亚法律的变化'

"

欧盟# 在过去的78年里# 就业保护法相对法律力度的增长大部分归因于
固定期限合同就业的法律监管变化!固定期限合同就业约束和固定期限合同就业
最长期限监管"' 危机爆发以来# 法律监管的相对力度下降与.裁员补偿/ 和
.通知期限/ 指标的变化相关联# 这两个指标在此期间内出现大幅下跌!参见专
栏IDJ"' .裁员补偿/ 指标的下降主要集中在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

.通知期限/ 指标的下降发生在爱沙尼亚( 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而比利时的该
指标出现增长趋势'

"

新兴国家$ 9EEJ年以来# 就业保护法的变化是受到.实质性约束/( .再
就业优先权/ 和.裁员选择/ 指标变化的影响***都是788G年中国发生巨大变
化的结果'

"

发展中国家# 一些显著变化包括摩洛哥.裁员补偿/ 和加纳.程序性约
束/ 指标的增长'

第二节!劳动力监管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果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监管作为政策工具变得日益重要++

劳动力市场监管改革是政策制定者可利用的一项重要工具# 以实现提高公平
性和包容性发展的目标' 自危机爆发以来以及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就业
赤字时期内# 劳动力市场监管改革愈演愈烈# 并且成为关于如何解决就业和社会
挑战的辩论的焦点' 然而# 响应方向却千差万别# 尤其是欧洲和新兴经济体之间
的差别' 正如第一节所讨论的# 欧洲近几年的变化倾向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监管力
度'

" 相较而言# 在新兴经济体# 对劳动力市场监管的关注反而加强了对工作者
的保护力度# 以提高公平性和实现包容性发展) 此外# 在全球需求波动和国际贸

"

此外# 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 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相比# 劳动力监管改革往往被视为一种改善劳动力市
场和社会结果的.低成本/ 手段***至少在财政支出方面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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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增长放缓时# 对劳动力市场监管的关注还被视为增强国内需求进而提高经济弹
性的工具'

++但其对就业结果的影响仍备受争议* 部分原因在于评估方法不同-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且备受争议的问题$ 所讨论的劳动力市场监管变化在实
现预期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果方面的效果如何' 尽管经典经济理论预测# 限制雇
主解雇工作者的能力会增加雇佣成本# 从而减少就业!/4+&1,>+$# 7898"# 但这
些预测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模型的内部联系及其基本假设'

对劳动力市场监管实际影响的分析表明# 就业保护法对就业和失业的影响或正
面或负面# 这取决于具体背景# 但其总体影响十分有限# 而且应避免过渡监管或监
管不力的现象!;<2# 7897"' 根据全球的文献综述!O+-0K+$(.,# 7897"# 世界银
行得出结论# 对劳动力市场监管影响的现有估计显示# 影响温和# 略微正面或负面
!"#$%& O.,4# 789J"' 基于分类信息的研究!如按年龄或性别分类" 发现# 劳动法
律对特定人群存在一定影响# 或正面或负面# 但对整个劳动力市场影响甚小'

"

实证评估不同劳动力监管方式对就业结果的影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建立
一种方法# 以有效透明地衡量很难用数值表现的法律和制度现象' 尽管在遵守和
执行方面仍存在问题# 但某些形式的劳动力监管***如数值数据相对比较容易识
别的最低工资规定***并不存在此类问题' 但对于劳动力监管的诸多方面而言#

对法律相对力度的评估必然更加复杂'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指出# 各个国
家劳动力市场监管和灵活性的衡量十分困难# 以至于限制了任何试图衡量其影响
的准确性'

$

此外# 经济分析还表明# 正式规定可能相对较容易改变# 但非正式规则和惯
例却很难调整!P#$-K# 788:"' 在比较法领域# 类似见解司空见惯' 这表明# 实
际上# .外国法律( 制度和规范可以被采用( 修改( 变更( 颠覆( 部分忽略或引
起意外变化/ !O1&&3%)K和P10K#%6#,# 788G"'

尽管这些问题十分复杂# 但促进更多更好就业机会的迫切需求# 以及跨国时
序数据分析方法论的发展# 使人们更有兴趣试图衡量和预测劳动力监管影响
!B.?+6和S%+46*,64.# 789I"' 扩展后的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
覆盖AJ个国家# 包括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非洲( 亚洲和拉美国家# 并允
许在较长时期内对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家组别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采用扩展前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的以往研究发现# 保护工作
者的法律监管通常与法国( 德国( 日本( 瑞典( 英国和美国的失业没有固定的关
系# 但却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成呈正相关!T+.41,等人# 789I"' 印度数
据表明# 在长时期控制工业生产水平变化后# 工作者法律保护相对力度的增加与
较低的失业水平有关# 存在着从经济到法律的各种因果关系!T+.41,和/.$4.$#

7899"' 一项采用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的研究对巴西( 中国( 印
度( 俄罗斯和南非的集体劳工法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 员工代表分类指数的较
高得分与较低基尼系数的更加平等待遇相关# 并且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T+.41,

等人# 789I"' 对就业保护法和采用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创新的
关系的研究表明# 基于员工对新产品和流程的投入# 就业保护法相对力度越大#

就越会促进较高的创新水平!S0K.$*.等人# 789I"'

"

$

例如# 巴萨尼尼和杜瓦尔!O.66.,1,1和T3Z.%# 788A" 发现# 就业保护法对男性就业没有影响# 但却对女性全
职就业存在负面影响'

例如#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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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至!"#+年按就业保护法总体变化划分的各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百分点变化#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趋势经济计量模型& 和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
的计算'

一项描述性分析表明* 监管力度变化与喜忧参半的短期就业结果有
关++

!!为探究监管力度变化的短期影响# 法律变化两年后# 各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将与变化发生时的市场状况相比较' 分析仅限于本章所研究的9E个主要指标的
最近变化# 其中国家被分为两个组别# 即监管力度加大的国家和监管力度减弱的
国家' 一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平均来说# 监管力度加大的同时失业率下降# 在
所研究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是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 当监管力度减弱时# 所呈
现的结果要复杂的多# 一些国家的失业率出现了下降# 另有一些国家的失业率出
现了上升'

"

然而# 劳动力市场改革所产生的短期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会被抵消***这要
求其评估采用一个更加长期的方法' 在研究更长时期内!即9EEJ年至789J年"

的变化并采用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法!即关于就业保护法指标的发展情况# 仅研究
劳动力市场变化" 的过程中# 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确实# 在就业保护法监管力度
加大的国家# 其失业率在长期来看出现了下降# 而在监管力度减弱的国家# 其失
业率上升' 与就业保护法监管力度减弱的国家相比# 就业保护法监管力度加大的
国家的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增幅更大!图IDJ"'

$

++更深入的经济计量分析已经证实这一点-

为了参与辩论# 当前的分析使用了全新的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综
合数据库***使用就业保护法指标和上文所述的不同就业形式子指标***并对

"

$

一项相似的研究采用了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指标# 两项研究结果无明显偏差'

关于不同就业形式和相关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变化分析结果并不是很清晰' 实际上# 虽然在不讨论变化方向的
情况下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 但当不同就业形式的监管力度下降时# 失业率会以略微较高的速度下降' 但监管力度减
弱也于就业率和参与率大幅下降有关) 反之# 国家的监管力度加大# 其就业率与参与率也会提高' 鉴于当前分析研究
的是不同就业形式指标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这一微妙的情况是可以预测的' 事实上# 不同就业形式指标只会对
部分劳动力产生影响# 而且它对签订各种就业合同的工作者分布的影响可能超过其对整体就业Q失业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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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个国家在9EEJ年至789J年的情况进行了面板经济计量分析'

分析遵循了以往的研究!如O.66.,1,1和T3Z.%# 788A) ;<2# 7897) S&&16#,

和5+\+1$.# 788J"# 并对失业率的滞后值( 多种宏观经济变量!如增长表现( 通
胀( 贸易开放度和净贷款Q借款" 和监管严格度的衡量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 分别按就业保护法和不同就业形式指标进行衡量' 我们采用了不
同的经济计量模型# 以检验分析的稳健性!关于所用方法和所得结果的详细情
况# 参见附录O"'

" 不同的模型一致显示# 就业法***按照就业保护法或不同就
业形式指标衡量***对失业率存在负面影响# 但该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研
究结果在以下因素变化后仍适用$ 协变量的选择!如滞后值或同期值# 三年和五
年的平均值"( 就业保护法!和不同就业形式" 与失业率的非线性关系的引入$

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Q发展中经济体' 通过利用一个新的就业保护法指标和更
广泛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 这些结果证实了许多之前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发
现劳工法的严格程度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之间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联系!如
参见O.00.$#和W+1# 788A) ;]R# 789:"'

此外# 分析还探究就业法的严格程度是否影响其他劳动力市场变量!如就业
率和个体经营就业比例" 和社会指标***如按不平等水平!按劳工占比衡量"

或人类发展!按人类发展指数衡量" 衡量' 鉴于失业率不能够体现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而且这些国家在执法方面通常存在较大缺口
!如在非正式经济的高水平就业"# 这一方面的探究尤为重要' 然而# 有关对其
他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指标影响的初步证据并没显著结果!参见附录O"'

第三节!结!!语
危机爆发以来# 劳动力监管变化日益被看作是推动就业创造的方式# 尽管欧

盟的变化方向与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其他经济体相反' 同时# 人们逐渐意识到# 劳
动力监管对于.保护工作者免受任意或不平等待遇和确保雇主和工作者签订有效
合同/ 十分必要!"#$%& O.,4# 789:"' 重要的是# 最近的研究和多元分析表明#

劳动力监管变化巨大# 但并没有对经济或就业创造产生显著效果' 问题是如何针
对具体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环境设计劳动力监管# 因为太过宽松或严格的监管可
能会对经济增长( 就业创造( 实现平等和提高社会凝聚力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量化劳动力监管的变化内容是了解劳动力监管和劳动力市场如何随着不断变
化的经济环境以及政治和社会偏好而变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但变量选择和定义的
难题# 以及关于加权和聚合的权衡必须得以解决' 作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新方式#

本章根据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的扩展版本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阐述# 这
是一个记录大量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数十年内的劳动力监管变化情况的独特
方法'

这项研究工作的一项关键发现是# 许多国家都通过增强对某些非标准就业形
式的保护来响应就业类型的多元化# 这一点在要求兼职工作者与全职工作者# 以
及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和派遣工作者与长期工作者和正式工作者一样拥有
平等待遇的法律方便尤为明显' 然而# 本章的数据分析还指出这一趋势存在着相

"

$

尤其是# 分析执行了合并的普通最小二乘法!2</" 回归( 标准误差集中于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R'" 模型
和广义矩估计'

关于就业保护法和就业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相关证据#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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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的两极化'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国家大幅增加了不同就业形式的监管力度#

而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继续保持较宽松的监管力度# 甚至没有实施监管'

本章还发现# 自危机爆发以来# 欧盟的就业保护法监管力度呈下降趋势# 发
展中国家的监管力度也有较轻程度的下降' 就影响而言# 描述性分析表明# 就业
保护法监管的变化与混合就业结果相关联' 因此# 在许多示例中# 在工作者保护
力度日趋严格的同时# 劳动力市场效果也在逐渐凸显'

在本章中# 通过利用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技术# 计量经济学分析证实近期工作
者保护法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这为下列命题提供了支持$ 如果设计
完善# 就业监管可为不同就业形式的工作者提供保护# 并且不妨碍就业创造'

展望未来# 此处所述的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的扩展版本将提供一
个更全面的基准# 借以深化我们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劳动力监管和劳动力市场结
果之间联系的了解# 并扩展分析# 覆盖各个部门' 未来# 正规法律和执行之间存
在的潜在差距也将被考虑在内'

附录 7

用于构建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的方法和
编码算法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数据集是一项.综合指数/# 通过对法律文
本进行内容分析得出' 它旨在以定量形式总结法律数据# 可用于统计学分析' 此
类指数的构建包括一系列步骤'

出发点是确定感兴趣的现象# 然后可以将其更准确地表达为概念性构建' 以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为例# 总体感兴趣的现象是.劳动力法律/# 而
构建***编码过程的重点***是.劳动力监管/' 此处的现象选择由数据集的目
标决定# 以制定劳动力法律法规的衡量方法# 用于评估这些法规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 .劳动力监管/ 构建预先假定劳动力法律法规旨在且能够影响雇主和工作者
行为' 在使用过程中# 其并未对劳动力法律的外生性做出假设# 因为监管对经济
和政治体系变化很可能是内生的' 但假设监管涉及制度( 法律或行政行为# 这些
行为可以被视为不同于其所产生的经济或社会影响' 选择术语.监管/ 是因为
其具有中性的特点' 而其他指数指的是针对雇主的.成本/ 或.严格/# 或针对
工作者的.保护/# 它们可被看作是假设劳动力法规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社会影
响# 而这在对法律和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前是不可知的'

其次是识别多个指标或变量# 在数值计算方面# 这些指标或变量共同代表建
构'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以I8个此类指标为基础' 这些指标代表了
五个领域的国家劳动力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替代性就业合同( 工作时间( 解雇
保护( 员工代表和劳资纠纷法' 它们还是波特罗等人!O#-+$#等人# 788I" 的研
究中所采用的主要分类指数# 以将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对比' 那些统计数据已经
存在且不需要制定综合指数!如最低工资水平" 的监管领域不会为此而被编码'

歧视法和社会保障法引发了不同的问题# 职业安全和健康法也是如此) 未来其中
一些问题律可以采用相似的编码方法# 被增加到数据集中!欲了解相关讨论# 参
见T+.41,等人# 788F"'

第一组变量***替代性就业合同# 指的是确定劳动法的适用人员范围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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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法规适用于不同就业形式的程度的法规' 这些法规规定雇主通过以下两种方
式可在多大程度上规避保护性劳动法规定$ 一是通过签约诸如个体经营者或独立
承包商一类的工作者# 二是通过签订保护力度不及不确定( 全职和固定就业的标
准就业关系的就业合同' 此类.替代性/ 合同包括那些与兼职工作( 固定期限
就业和临时工作相关的合同' 第二组变量***工作时间# 衡量劳动法中有关工作
日和工作周( 周末工作( 加班( 带薪年假和公共假日时间长短的规定' 第三组变
量包含与解雇相关的法规# 由衡量如下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变量构成# 如通知期(

遣散费( 解雇通知( 不公平解雇等待期( 实质性和程序性解雇保护( 不公平解雇补
偿( 裁员选择和再就业优先权' 第四组变量涉及有关员工代表的法规' 此处的相关
变量包括那些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宪法保护( 雇主与集体员工代表谈判职责的法
律( 闭合式雇佣协议( 部门层级集体协议的延期( 董事会层级的共同决策和员工代
表委员会' 第五组变量涉及劳资纠纷# 包括以下宪法保护指标$ 罢工权利( 非官方
罢工( 通知期( 和平条款( 政治罢工( 次级抵制( 调解( 停工和解雇罢工工人'

针对每个变量制定一种编码算法# 从而设定一个过程# 将法律规定的文本内
容转换成数值' 本章所利用变量的算法见表ISD9' 大多数这些算法使用了累进
分数# 以反映多数劳动法规定的可能数值范围# 而二进制编码不能准确反映这一
范围' 在一些案例中# 分数会因监管力度的不同而变化# 监管力度原则上适用于
给定法规' 在一些情况下# 分数的变化还反映出不同的监管模式# 具有严格约束
力的法规分数高于那些约束力低的法规'

要得出分数# 需要检索法律文本形式的原始数据# 然后对所探究法律采用相
关的编码算法' 来自剑桥和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团队已经开始执行这
一过程# 在通过讨论和迭代获得最终数值前# 他们比较了给定指标的单个分数'

在所有情况中# 法律文本!成文法( 案件以及相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法规
和集体协议" 用作编码的基础) 这些法律文本可以在法律图书馆或通过在线资料
查阅' 尽可能查阅原始语言版本或官方!政府或国际劳工组织授权" 译本'

由于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分数完全基于法律资料的内容分析# 因
此这些分数旨在衡量法律' 因此#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并没有提供法
律实践有效性的证明' 但它可与提供此类证明的其他数据集相结合# 如本章中采
用的自由之家指标# 从而制定一个综合的衡量指标# 以便根据法律制度有效性数
据确定劳动法规定的要素!关于商业研究中心股东保护数据集中所使用的该方法
的说明和世界银行法治指数# 参见S$(#3$等人# 788E="'

在每个变量都获得分数后# 可以将分数汇总# 形成不同的分类指数# 并获得
整体指数分数' 汇总过程中考虑加权问题十分必要' 如果未采取加权# 数据集中
会包含着一种隐加权# 即每个变量同等重要' 原则上可能没有充分的理由背离这
个方法) 而且# 在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这一主张的情况下# 因假设的指标对于劳动
法体系运行的重要性而为具体指标附加权重# 将在编码操作中引入不必要的主观
程度' 然而# 进行加权的充分理由是# 一些概念的表达可能比其他概念更加复
杂# 因此可能作为整体用指数中的额外变量表示' 为此# 当计算整体指数的平均
值时# 原则上每个不同的分类指数应该予以相等的权重' 此外# 一些个别的指数
可能需要调整' 因此# 对于第一个分类指数替代性就业合同而言# 各个不同就业
形式的变量应平等加权!这可以通过赋予变量9双重加权以及通过合并变量I(

:( A# 以生成一个综合固定期限合同分数后再赋予双重加权实现"'

"

"

本章通过赋予固定期限合同就业相关变量不同的权重# 重复进行经济计量学分析' 结果仍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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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SD9提供了I8个变量清单及其编码算法'

表
#-,)

部分变量的编码算法
变量 算法

9D法律# 而非合同双
方# 决定工作者的法律
地位

"

如果合同双方可自行规定其关系为个体经营# 而非雇员地位# 得分为8) 如果法律允
许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性质决定法律地位问题!如英国普通法.义务相互性/ 测试"#

得分为8D:) 如果符合某些具体标准!如支付形式( 雇用时间等"# 法律强制性定义合
同双方雇员地位# 得分为9'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7D兼职工作者有权享
有与全职工作者平等的
待遇

"

如果法律体系认可兼职工作者享有平等的待遇!如欧盟指令EFQG9Q'B中的规定"# 得
分为9'

"

如果法律体系认可兼职工作者享有较为有限的平等待遇!如通过性别歧视法# 或就业
过程中# 不能随意对待工作者的一般权利"# 得分为8D:'

"

如果以上两项均不是#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JD兼职工作者享有与
全职工作者平等或成比
例的解雇权

"

如果从法律角度上讲# 兼职工作者在解雇保护方面!通知期( 遣散费和不公平解雇保
护" 享有与全职工作者成比例的权利# 得分为9'

"

否则#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ID只允许针对工作期
限有限的工作签订固定
期限合同

"

如果法律通过只允许针对临时性工作( 培训( 季节性工作( 因产假或病假或其他具体
原因更换工作者采取临时雇佣的形式# 对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施加实质性限制# 得分
为9'

"

否则#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D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的工作者有权享有与长
期工作者平等的待遇

"

如果法律体系认可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享有平等的待遇!如欧盟指令EEQF8Q

'B"# 得分为9'

"

如果法律体系认可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者享有较为有限的平等待遇!例如# 就业
过程中不能随意对待工作者的一般权利"# 得分为8D:'

"

如果以上两项均不是#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AD固定期限合同的最
长期限

"

在就业被视为长期就业之前# 衡量法律所允许的固定期限合同的最长累计期限' 标准
分数从8到9# 数值越高# 法律允许期限越短' 如果最大限制短于9年# 得分为9# 如
果期限为98年以上或没有法律限制# 则得分为8'

FD派遣工作被严令禁
止或受到严格控制'

"

如果法律禁止使用派遣劳工# 得分为9'

"

如果法律对派遣劳工的使用施加实质性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有满足特定条件#

如雇主应对劳动力需求波动时的明显需求# 派遣劳工才被允许"# 得分为8D:'

"

如果以上两项均不是#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GD派遣工作者有权享
有与用户企业的长期工
作者平等的待遇

"

如果法律体系认可派遣工作者在一般雇佣条款和条件方面享有与用户企业的长期工作
者平等的待遇# 得分为9'

"

如果法律体系认可派遣工作者享有较为有限的平等待遇!如就反歧视法而言"# 得分
为8D:或另一个中间分值'

"

如果以上两项均不是#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9AD法律规定的通知
期限

"

以周为计算单位# 衡量就业满三年的工作者的通知期限' 标准化分数$ 8周k8# 97周
k9'

9FD法律规定的裁员
补偿

"

以周为计算单位# 衡量应支付给就业满三年的被裁员工作者的裁员补偿额' 标准化分
数$ 8周k8# 97周k9'

9GD正常情况下不公平
解雇的最低服务等待期

"

衡量工作者符合一般不公平解雇保护所需的服务期限' 标准化分数$ 三年以上k8# 8

个月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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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表

部分变量的编码算法
变量 算法

9ED法律对解雇施加程
序性约束

"

如果雇主未能在解雇前遵守程序要求# 必定造成不公平的解雇# 得分为9'

"

如果未遵守程序要求通常会导致不公平解雇裁决# 得分为8DAF'

"

如果未遵守程序要求只是不公平解雇情况中的一个考量因素# 得分为8DJJ'

"

如果根本没有针对解雇的程序要求#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78D法律对解雇施加实
质性约束

"

如果只有雇员犯下严重过失或错误时才允许解雇# 得分为9'

"

如果依据更广泛的正当理由!如过失( 能力不足( 裁员等"# 解雇是合法的# 得分
为8DAF'

"

如果解雇被判例法认定为.合理/ 或.公平/ 的而被允许# 得分为8DJJ'

"

如果雇佣关系可以随意终止!即通常允许无因性解雇"#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79D复职为不公平解雇
的常见的补救措施

"

如果复职为不公平解雇的常见补救措施且必须认真执行# 得分为9'

"

如果复职和补偿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是替代性补救措施# 得分为8DAF'

"

如果补偿是常见的补救措施# 得分为8DJJ'

"

如果不存在作为正当权利的补救措施#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77D解雇通知
"

如果根据法律或约束性集体协议规定# 雇主必须在执行个人解雇前获得国家机构或第
三方机构的许可# 得分为9'

"

如果在解雇员工前雇主必须通知国家机构或第三方机构# 得分为8DAF'

"

如果雇主向工作者给出了解雇的书面原因# 得分为8DJJ'

"

如果解雇工作者只需口头声明#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7JD裁员选择
"

如果根据法律或约束性集体协议规定# 雇主在因裁员执行解雇前# 必须遵守基于资历(

婚姻状况( 家属数量等的优先规则# 得分为9'

"

否则#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7ID再就业优先权
"

如果根据法律或约束性集体协议# 雇主必须遵守与前任工作者再就业相关的优先规则'

"

否则#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J8D共同决策$ 董事会
成员

"

如果法律赋予具备一定规模的公司的工会和Q或工作者提名董事会董事的权利# 得分
为9'

"

否则#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J9D工作者共同决策和
知悉Q咨询

"

如果劳资联合委员会或企业委员会享有共同决策的法律权力# 得分为9'

"

如果劳资联合委员会或企业委员会在某些条件下必须依法设立# 但没有共同决策权力#

得分为8DAF'

"

如果雇主不能提出替代性或预先存在的替代性安排# 依据法律可以要求设立劳资联合
委员会或企业委员会# 得分为8D:'

"

如果法律规定了关于某些问题的工作者或工作者代表知悉和咨询权# 但并不要求维持
劳资联合委员会或企业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 得分为8DJJ'

"

否则# 得分为8'

"

介于8到9之间的分数划分范围反映法律监管力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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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

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

本附录提供了本章中实证部分所采用的方法信息# 以评估就业法对劳动力市
场结果的影响' 我们利用了就业保护法的新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标和不
同就业形式分类指数***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并对9EEJ 年至789J 年间的AJ

个国家进行了分析' 对于观测量大且时间周期固定的案例研究# 我们已经开发出
了经典的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分析' 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 以评估面板回
归# 其中固定效应!R'" 和随机效应!W'" 评估通常作为起点!O.%-.>1#

789J"' 我们对这两个选项进行了测试# 并选定固定效应模型# 该模型从国家层
面汇总标准误差' 此外# 这项分析利用了合并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广义矩方
法估算' 在所有案例中# 我们对如下模型就行了估算!O.66.,1,1和T3Z.%# 788A)

<.?+.$# 9EE8) S&&16#,和5+\+1$.# 78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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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

0-B9

A

##

CDE

0#-

A

$#

%

1

F

1

0-

A,

0-

其中# ?

0-

表示国家0在时间-的失业率) ?

0-

H9是其滞后值) CDE衡量就业法
严格程度!按整体就业保护法指标或不同就业形式分类指数衡量") F是一组协
变量# 以控制宏观经济波动!UTC增长( 贸易开放( 通货膨胀和一般政府贷款Q

借款净额") 而
!

-

代表具体时间下的固定效应# ,

0-

为标准误差' 表IOD9列示了本
分析中所用到的变量'

实证分析结果见表IOD7' 其中# 第一组代表包括就业保护法整体指标在内
的模型结果# 第二组代表利用不同就业形式分类指数的模型结果' 对数据库中的
整个样本!AJ 个国家" 进行单独的回归分析# 然后分别回归分析发达经济体
!JA个国家" 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7F个国家"' 在每种情况下# 同一模型
!如上所述" 都采用合并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第一列"( 固定效应模型!第二
列" 和广义矩方法估算!第三列" 进行估算' 最小二乘法估算显示了稳健标准误
差# 而在固定效应估算中# 标准误差都在国家层面的到汇总' 这两个模型利用年度
值!如表IOD7所示" 以及三年平均值来平抑商业周期波动' 但后者的结果大体上
与年度平均水平基线模型获得的结果相一致# 并且并没有在下表中体现出来'

表
#.,)

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变量一览
变量 定义 国家数量 年份 来源

就业保护法Q不同
就业形式指标

雇用法的就业保护法Q不同就业形
式指标 AJ 9EEJ*789J

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力监管指
标数据库

失业率 总失业率!百分比"' 点估计 AJ 9EEJ*789J 全球就业趋势数据库
UTC增长 -时间段内的UTC增长!百分比" AJ 9EEJ*789J 全球就业趋势数据库

通货膨胀 年度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 AJ 9EEJ*789J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经济展
望数据库

政府贷款Q借款
净额

金融资产减去负债净发生额的净
所得占UTC比重 AJ 9EEJ*789J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经济展
望数据库

贸易开放 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UTC比重 AJ 9EEJ*789J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

德拉格斯,阿达斯卡利泰鼎力协助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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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失业率实证分析
第一组$ 利用就业保护法指标所得的不同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

总样本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合并的最
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广义矩
方法

合并的最
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广义矩
方法

合并的最
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广义矩
方法

失业滞后
8DE:E

###

8DGFG

###

9DA8J

##

8DEG8

###

8DGF7

###

9D9JJ

###

8DEAI

###

8DG::

###

8DEA8

#

!E9DG9" !7ID97" !JD7F" !:GD9" !7FDGE" !:DF:" !AADGA" !98DA:" !7D:J"

UTC增长
H8D98G

###

H8D9A:

###

H8DIJE

H8D7AE

###

H8DJ98

###

H8D7EE

H8D8:

#

H8D8AI

###

H8D:EF

! HADG7" ! H:D89" ! H8DE8" ! HGDAE" ! HGDF8" ! H8DFJ" ! HIDI9" ! H7DEE" ! H9DFE"

贸易开放
8D889GG

#

H8D88GJG 8D8:A9

8D88J7J

#

H8D89FJ H8D8797 8D8889:A H8D887AJ 8D8FJE

!7DJ" ! H9DI:" !9D9A" !7D97" ! H9DG7" ! H8DAF" !8D9:" ! H8DJE" !9DIA"

通货膨胀 8D897: 8D899G 8DI79

8D8JG8

##

H8D8999 H8D7FF 8D88::9

8D899I

##

8DJ8A

!9DGA" !9DAF" !8DFE" !7DE:" ! H8DEG" ! H8D::" !8DFJ" !7DG7" !8DJI"

政府贷款Q借款净额
H8D8IF:

###

H8D8:AI

##

H9D9GJ

#

H8D8IF7

###

H8D8:FI

#

H8DFG:

#

H8D8J77

#

H8D8JFJ

H8DEJF

###

! H:D77" ! H7DGJ" ! H7DI:" ! HID7E" ! H7D7I" ! H7DI:" ! H7D9J" ! H9DA7" ! HJDA8"

就业保护法 H8D888I7I H8D88E7I H8D9AI 8D887GF H8D87IF H8D89F9 H8D88F:A H8D88AG7 H8D9JF

! H8D7I" ! H8DG8" ! H8DFG" !9D7I" ! H9D:G" ! H8DJ9" ! H9DGI" ! H8DIG" ! H8DGF"

P 99G8 99G8 JAJ AFG AFG 78E :87 :87 9:I

W

7

8DEI 8DG7 8DEI 8DGF 8DEA 8DFG

-

3

8D:G 8DGF 8DAJ

-

+

9D87 8DE7 9D89

.

8D7I 8DIF 8D7F

组别数量 AJ AJ JA JA 7F 7F

方法数量 9A 9A 9A

汉森g检测!假定值" 8D7J 8DFF 8DIJ

SO序列相关性测试!假定值" 8DF8 8D:I 8DE8F

第二组$ 利用不同就业形式指标所得的不同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
总样本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合并的最
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广义矩
方法

合并的最
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广义矩
方法

合并的最
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广义矩
方法

失业滞后
8DE:E

###

8DGE8

###

8DG:8

#

8DEGI

###

8DGFG

###

8DAA9

###

8DEAF

###

8DG:A

###

8DF8:

###

!E9DA" !7:D97" !7D9J" !A8D9:" !7GD9A" !ID9I" !F7D97" !99D:E" !:DJF"

UTC增长
H8D979

###

H8D9A

###

H8D7JG

H8D7A

###

H8DJ9:

###

H8DI7F

#

H8D8:F

###

H8D8AIG

##

H8D777

! HFDI8" ! H:D99" ! H8DE:" ! HGDFA" ! HEDI9" ! H7D8J" ! HID9I" ! H7DEG" ! H9D9J"

贸易开放
8D889EJ

#

H8D88G7: 8D8JAA

8D88JA7

#

H8D89AG H8D887AE 8D888:JG H8D887EF H8D88I

!7DJ:" ! H9DII" !9D7:" !7D9E" ! H9DG7" ! H8D9I" !8DII" ! H8DI:" ! H8D7F"

通货膨胀 8D897F 8D899F 8D78J

8D8JE7

##

H8D899: 8D9:I 8D88A7A

8D899I

##

8D87GJ

!9DE" !9DAA" !8DA8" !JD89" ! H8DE9" !9D8I" !8DG:" !7DJE" H8D79

政府贷款Q借款净额
H8D8IF9

###

H8D8:::

##

H8DA:7

#

H8D8I:8

###

H8D8:9E

#

H8D9F8 H8D87F H8D8JF: H8D89A9

! H:D9:" ! H7DE9" ! H7D78" ! HID9G" ! H7D99" ! H8DEG" ! H9DF9" ! H9DAI" ! H8D9:"

不同就业形式 H8D888G7G H8D887I: 8D8EJ 8D88888F:F H8D88II H8D8J97

H8D88F

#

8D888JIE H8D8JJF

! H8D:A" ! H8DI9" !9D9I" 8 ! H8DAA" ! H8DAI" ! H7D87" !8D8A" ! H8DFA"

P 99G8 99G8 JAJ AFG AFG 78E :87 :87 9:I

W

7

8DE: 8DG9 8DEF 8DGF 8DEA 8DFG

-

3

8D:F 8DFJ 8DAF

-

+

9D87 8DE7 9D8J

.

8D7J 8DJG 8D7E

组别数量 AJ AJ JA JA 7F 7F

方法数量 9A 9A 9A

汉森g检测!假定值" 8DA7 8D9: 8DA97

SO序列相关性测试!假定值" 8D9J 8D9A 8DIAE

#

) n8D8:

##

) n8D89

###

) n8D889

注$ 在所有模型中# 因变量均为失业率' 对于每个组别的国家!总样本( 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 而言# 回归分析利用合并的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矩方法估算进行计算' 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
型采用年度值进行计算' 广义矩方法利用三年平均值进行计算# 并将失业率滞后( 就业保护法和不同就业形式指标滞
后和通胀率滞后看作内生变量# 同时将其他控制变量看作外生变量' 所有模型都包括年份虚拟变量' 回归分析中就业
保护法和不同就业形式指标的范围是从8到988# 与文本中所描述的从8到9的得分相对应'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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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义矩方法估算模型而言# 它利用三年平均值进行计算***因此# 严格来
说# 其结果与上文所述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所获得的结果不具可比
性' 在该模型中# 失业率的滞后( 就业保护法!或不同就业形式" 指标的滞后
和通胀率的滞后被看作是内生变量) 其他所有因变量被看作是外生变量' 该模型
包括两个步骤# 采用了温

"

梅杰!"1,&(+1e+$" 标准误差***可更准确地估算系数
和标准误差!如参见X30+$.和C$1,01)1# 789I"' 上表还提供了以下检测的假定值$

汉森g检测!其无效假设是方法与残差无关" 和阿雷拉诺,邦德检测!存在残差7

阶序列相关"' 对于不同的模型# 这些检测基本上证实了所选方法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 结果大体上都表明# 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
济体# 雇用法严格程度从统计学上来说对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利用整体就
业保护法指标的模型中# 情况尤为如此!第一组"# 但各模型的不同就业形式指
标系数却或正或负***但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其影响微不足道!第二组"'

"

其他模型***下文将不再详述***已经用于探究雇用法和失业率之间可能存
在的非线性关系***继国际劳工组织!7897" 之后***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证
据' 最后# 利用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如就业率( 个体经营者占比" 和社会经
济变量!如劳动份额( 人类发展指数" 作为因变量# 进行分析) 但各模型结果
从统计学上来说并无太大意义***因此并未在本附录中详述'

这些结果与其他众多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 即从统计学来看# 就业保护法对
整体劳动力市场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关于相关辩论的评述# 参见巴卡洛和雷伊
!O.00.$#和W+1# 788A"# 关于应用现状#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 789:"'

当前分析证实了这一结果# 同时通过采用新的就业保护指标和覆盖大量国家!发
达(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 为现有文献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

只有在利用合并的最小二乘法估算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分析时# 不同就业形式指标的影响才是
负面的# 在统计学上才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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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生产模式的变化及
其对企业与就业的影响

引言
第三( 四章重点分析了第一( 二章中所述就业模式变化的国内政策维度# 本

章则针对关键全球因素# 即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与扩张# 对目前观察到的一些就业
与收入模式的潜在作用进行探讨'

生产过程不断沿全球供应链分割为多个活动与任务# 并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深
远影响# 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2'BT等# 789I"' 贸易与运输成本下降
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兴起' 此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使
世界变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多极化生产与贸易平台' 物理距离不再成为商品( 服务
与信息流动的障碍' 世界经济的构建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为发达与
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和工作者带来了具有不同影响的新型利益与风险'

本章第一节首先对生产国际化的全球性趋势进行了分析# 并对全球供应链相
关工作的数量进行了估计' 第二节探讨了行业层面分析的结果# 分析从主导公司
和供应商公司的角度# 对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参与和工作质量的部分指标之间的经
验关系进行了研究' 接下来论述了各公司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经济利益与说明#

尤其重点分析了公司在何种情形下能够因参与全球供应链而获得经济收益# 并同
时改善工作条件' 最后# 本节提供了服装与电子行业的案例研究证据' 第三节对
本章调查结果的政治意义进行了分析'

第一节!全球生产模式与跨境工作组织
本节阐述了全球供应链在全球经济中发生的典型事实' 为开展此分析并与相

关文献保持一致# 本节将全球供应链定义为生产跨境分割过程中产生的需求*供
应关系# 其中生产过程的不同任务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完成'

" 例如# 制造用于生
产最终产出!如汽车" 的中间投入!如汽车座椅或电子控制设备" 就是这样一
个生产分割任务' 此等任务还可以是提供特定服务!例如# 为将产品运送至客户
所需的运输服务"' 公司可以作为主导公司参与全球供应链# 即将各个生产任务
分配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或作为供应商公司参与# 即在其他国家为主导公
司完成此等任务'

主导公司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全球供应链' 第一# 主导公司可以通过将部分生
产阶段离岸外包或者外包给外国国家的方式直接参与全球供应链' 在离岸外包的

"

关于类似定义# 参见克鲁格曼!X$3>(.,# 9EE:"( 安特拉斯和佐尔!S,-$o6和BK#$# 78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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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 公司参与对外直接投资!RT;"# 或在其他国家收购一个既有的专业化
供应商# 或新设一个生产实体' 在此情形下# 在国外完成的任务归属于主导公司
的所有权范围内' 相反# 外包是主导公司与独立供应商之间达成的公平合同关
系# 由后者为前者完成特定任务' 第二# 主导公司可以间接参与全球供应链# 即
国内供应商从国外获取生产投入# 主导公司又从此等供应商处购买生产投入' 随
着公司之间直接与间接供应关系数量越来越大# 全球供应链也变得日益复杂程度
!]+1\+%%和U.$>+*.# 788:"'

估计超过#1$的工作与全球供应链相关++

基于前述定义# 本节对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进行了估计' 任何指定国
家的估计数据均是致力于生产在别国消费!如最终产品与服务" 或者在别国进
一步加工!如中间产品与服务" 的产品与服务的工作数量' 此等估计数据的详
情# 参见专栏:D9# 估计方法以及与其他机构所作估计的对比详情# 参见附录S'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估计# 在过去几十年内#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
数量无论从绝对数量上还是按其占工作数量总量的比例上均出现迅猛增长' 在可
获得数据适用于该估计方法的I8个国家中# 789J年有ID:J亿人从事与全球供应
链相关的工作# 而在9EE:年仅为7DEA亿!图:D7"'

" 总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
新兴经济体驱动# 新兴经济体中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增长数量估计为9D9A亿'

总体而言#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占所分析国家工作数量总量的78DAV# 该比
例在9EE:为9ADIV'

$

然而# 大部分增长发生在9EE:年至788F年之间# 全球供应链在78世纪E8

年代与79世纪早期迅速扩张# 但其扩张在79世纪后期放缓!B#,6-.,-1,+603等
人# 789:"' 近期扩张速度放缓也主要归因于新兴经济体的变化$ 在样本国家中#

在9EE:*788F年的危机前期间#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增加了9DA

亿# 但之后在788G*789J年的危机后期间减少了II88万'

788F年至788G年全球危机过后#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随之下降# 在构
成部分样本的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尤其明显# 这种情形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 首
先#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及其占总就业数量的比例出现下降# 部分原因在
于危机极其严重地打击了运输设备与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行业!'60.1-K# 7898)

2'BT# 7898"' 其次# 据估计# 某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 国内投入可获得性
的提高和此等国家中间产品的贸易下滑# 是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
!;]R和"O# 789:"' 最后# 另有证据表明# 危机导致之前外包或者离岸外包的
活动返回至主导公司的原产国# 即所谓的生产.内包/ 或.回流/ !B#,6-.,-1Y

,+603等人# 789:) O3#,#( d+$>.$.和B.@@.$+%%1# 789J"' 此趋势可能表明# 危机
期间对与全球供应链相关风险的感知程度增加!O%#(+和/0K#+,K+$$# 7898"'

"

$

如果估计数据只考虑与中间产品出口相关的工作# 不计入与最终产品出口相关的工作#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
工作数量则刚刚超过7D:亿' 该数据从本质上排除了在供应链中工作任务为对产品进行总装的工作# 因此严重低估了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者的真实数量!参见专栏:D9"'

蒂默等人!51((+$等人# 789I" 提供了全球价值链就业数据# 其中包括构成生产全球制造业产品的国内与国
际价值链的一部分的所有工作者' 然而# 他们还纳入了价值链完全位于国内的情形' 根据该方法# 蒂默等人!789I"

得出788G年全球供应链组成部分中包括共计GDG:亿名工作者的结论# 这个数值几乎是通过国际劳工组织方法得出的
数值的两倍' 详情参见附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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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

用于估计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的国际劳工组织方法

!!本报告采用宏观经济方法# 将可获得数据的
I8个国家中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划分为J:个
行业# 并提供了具有一致性与可比性的数据'

9其
中# F个新兴经济体为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
西亚( 墨西哥( 俄罗斯和土耳其# 另外JJ个发达
经济体为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盟7F国7

(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与美国'

J应当注意的是# 尽管可
获得估计数据的经济体覆盖了约全球7QJ 的劳动
人口# 但这些并非是全球估计数据'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T" 的数据并
结合9EE:*7899年期间关于行业就业的社会经济
账户# 能够估算出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

7897*789J年的估计数据可通过全球供应链相关
工作的预测模型计算得出' 估计方法将所有直接
或间接与出口产出相关的工作考虑在内' 产出既
可以是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投入# 也可以是
向消费者出售的最终产品本身'

更具体地说# 图:D9 以印度服装行业为假设
性示例# 展示了如何对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
量进行估计' 图中的方框表示生产国家与行业#

六边形表示特定行业产出的贸易目的地' 在图中#

巴西所有与生产化工品作为中间产品出口至印度
服装行业相关的工作均计入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
工作' 同时# 印度棉花行业中# 为印度服装行业
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作也间接计入与全球供应链相
关的工作' 最终# 印度服装行业中G8V的工作
!即与出口的最终产出份额相对应的工作" 计入与
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 与在印度出售的78V的
服装最终产品相关的工作不计入与全球供应链相
关的工作'

!!基于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 宏观经济方法对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进行分析# 同时考虑到
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整个价值链' 尽管未考虑
行业内存在的公司异质性# 但该方法对全球供应
链相关工作数量进行了全面估计' 该方法还将离
岸外包与外包一并考虑在内# 因为这两个过程发
挥的特别作用与投入*产出表是分不开的'

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估计
数据应当理解为所分析经济体中全球供应链相关
工作真实数量的上限' 首先# 有证据表明出口公
司的生产率往往更高# 这意味着相对于非出口商
而言# 出口商的同等产出使用了相对更少的投入#

包括更少的劳动力!O+$,.$&等人# 788F"' 其次#

在某些情形下# 一些最终产品的出口不应当作为
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对比而言# 出口的中间
产品与服务则无论从其定义上或者在所有情形下
均应当作为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 例如# 如果
主导公司总部位于中国# 则从原则上来说# 该公
司与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手机总装相关的工作不
应作为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然而# 如果主导公
司位于美国# 此等工作则与全球供应链相关"' 因
数据限制# 无法对主导公司原产国最终产品与服务
的出口数量进行统计' 因此# 与其他组织的研究相
类似!2'BT等# 789J( 789I) P̂B5ST# 789J"#

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方法不论主导公司的原产国#

而将所有最终产品与服务的出口考虑在内' 的确#

在估计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时不计入与最终产
品出口相关的工作是存在问题的# 这会排除与最终
产品组装相关的外包或离岸外包工作# 因此将严重
低估与全球供应链关工作的实际数量'

9D作为一种可选方案# 公司层面的数据也可能会用于获得某经济体内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的详细数据' 然而# 考虑
到各国的覆盖率与可比性问题# 该方法在广义层面上并不可行' 7D由于未获得克罗地亚的数据# 故未得出欧盟7G国的完
整数据' JD除中国台湾以外# 国家的分类以二十国集团对发达与新兴经济的分类为基础'

图
$,)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计算$ 本章估计方法图解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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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之间工资差异的日益缩小并因此降低了公司为节省生产成本进行离
岸外包或外包的可能性# 或者由于新兴国家以国内投入替代国外投入的能力不断
提高# 这种情形是与上述因素以及整体疲软的总需求相关的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
势的发端# 尚有待观察' 未来几年内贸易增长停滞的预期表明# 全球供应链相关
工作的数量在近期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52# 789:"'

就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重要性而言# 在统计的I8个经济体中# 全球供应链
相关工作占总就业比例最大的经济体为中国台湾# 超过一半的工作者从事与全球
供应链相关的工作# 其次为韩国和欧盟7F国# 约9QJ的工作者从事全球供应链相
关工作!见图:DJ"' 对国外需求依赖性最低的劳动力市场为日本和美国# 在最近
的788G*789J年期间# 两国各有平均低于9:V和98V的工作者从事与全球供应
链相关的工作' 造成该情形的部分原因在于# 美日两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导
向型供应链!O.%&L1,和<#)+?HU#,?.%+?# 789I) P̂B5ST# 789J"# 同时# 由于
对外国公司而言# 将各个行业的生产活动外包或离岸外包给日本与美国等高成本
地区#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获利更低!g.046#,# 789J"'

危机过后# 占比最大的经济体# 尤其是韩国( 中国台湾与欧盟7F国# 与危机
前相比均出现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比增加的趋势' 与此同时# 大部分新兴经济
体!巴西(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与俄罗斯" 以及资源驱动型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的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总就业的比例在788G*789J年期
间相较于7888*788F年期间均出现下降'

" 这表明#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尽管从
绝对数量上出现总体下降# 但其在发达经济体中仍然具有持续重要性' 其部分原
因在于# 在服务业中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比更高# 而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 服
务业!相比制造业" 更具弹性' 在部分大型新兴经济体及少数发达经济体中!如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商品的提炼和加工相关# 全球供应链相
!!

图
$,+

#(($年至!"#+年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与占比

注$ 本图左轴所示为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 右轴所示为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总就业的比例' 所示计算中
涉及的估计方法及国家名单的详情# 请参见专栏:D9'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估算'

"

此等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在特定国家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789J" 提供的外国最终需求所支
持的估计工作数量的发展趋势从广义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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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选定期间内各经济体的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所占比例

注$ 本图所示为列明期间内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总就业的平均比例' .欧盟/ 指欧盟7F国' 关于估计方法的详
情# 参见专栏:D9'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估算'

关工作也是如此' 此等行业一般劳动力密集度相对较低# 因此这些行业活动就业
增长的空间也较小# 这可能导致在长时间内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比的下降' 此
外#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比的下降还可能表明其他国内导向型行业就业增长
强劲'

++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女性就业++

总体而言# 在可获得估计数据的I8个国家中# 约9DE亿名女性从事与全球
供应链相关的工作' 女性占全球供应链相关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广义而言相对稳
定# 789J年所占比例为I9DEV# 7888年为I9DAV !图:DI"' 该比例相较789J

年女性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高出7D:V' 此等数据表明# 全球供应链的兴起有助
于缓解就业趋势中一直存在的性别差异# 但工作质量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
!参见第二节"'

然而# 区域差异仍然十分巨大' 在新兴经济体# 女性占全球供应链相关就
业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女性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并且该比例在过去十年间一直
处于增长之中# 这从广义上反映了全球情形' 在发达经济体# 7888*789J 年
女性占全球供应链相关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大大低于女性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尽管7888*789J年女性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呈现增长# 但女性占全球供应链
相关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广义上看仍保持不变' 发达经济体中女性占全球供应
链相关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增长乏力的原因之一在于# 在此期间女性制造业工作
的萎缩' 尽管在发达经济体中# 女性占全球供应链相关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例
高于制造业# 但全球供应链相关服务业工作的增长并不足以抵消制造业的负增
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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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女性占全球供应链就业人口以及占整体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

注$ 本图所示为女性就业人口占全球供应链相关就业人口的比例!橙色柱" 以及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绿色柱"' 所示计算中涉及的估计方法及国家名单的详情# 请参见专栏:D9'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估算'

++而且服务业中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也不断增加-

7888年至789J年期间# 在所统计的I8个国家中# 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增长是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然而# 在新兴经济体中# 制造业是创
造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机会的主导行业# 这与该行业强劲的整体就业增长情形相
一致' 因此# 尽管制造业发展迅猛# 但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占制造业总就业的比
例仍保持相对稳定!图:D:"' 在发达经济体# 农业与工业中全球供应链相关工
作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但此等产业中总工作数量整体下降# 这导致全球供应链
相关工作占此等产业总工作数量的比例上升'

大部分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服务性工作出现在批发与零售贸易以及交通( 物
流业中# 相对于其他行业# 这些行业从本质而言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更加紧密'

然而# 发达经济体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服务业工作数量的增加大部分受商业服务
业的驱动# 包括咨询( ;5服务等'

图
$,$

//!"""年至!"#+年各行业中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占比变化"百分点#

注$ 本图所示为7888年至789J年期间不同行业中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占总就业的比例' 所示
计算中涉及的估计方法及国家名单的详情# 参见专栏:D9'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学模型&

!789I年98月" 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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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供应链相关服务业工作的增长表明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程度不断提高#

这得益于;5技术革新# 它极大地降低了与服务相关的交易成本# 并使信息实现
了即时交换!O%1,&+$# 788E"' 如此一来# 各式各样的服务都能够几乎不限距离
地提供# 这极大提升了服务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全球供应链相关服务业
工作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是制造业的.服务化/ !<#&+@.%4# 7898" 或者.制造服
务型/ 经济!O$*6#,和T.,1+%6# 7898"# 这是指服务业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不断
提升的情形# 无论在生产或者销售之中!<#L# 789J) P̂B5ST# 789I."' 制造
业的服务化表明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直接与间接的联系# 以及所谓的.就业乘
数效应/ !X#((+$64#%%+>13(# 7898"# 即新增就业并不仅仅存在于制造业中直接
包含的服务业# 还存在于与直接包含的服务业间接相关的服务业'

中间产品贸易模式为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提供线索++

商品贸易总量中几乎7QJ的贸易是中间产品贸易' 中间产品占商品贸易总量
的比例从广义上看长期保持稳定' 然而# 近期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快于最终产品
贸易# 该趋势可能受到生产过程分割程度加大的影响!图:DA"' 首先# 一般而
言# 产品的复杂化程度随着时间发展而提高# 这意味着在总装前需要更多的生产
阶段# 这可能导致中间产品贸易相对于最终产品贸易增长更为迅猛!O.04+$和
]1$#3&#-# 789J"' 其次# 这些复杂的中间产品生产任务越来越多地外包或者离岸
外包给外国地区# 至少到最近为止情形的确如此' 这些生产任务涉及中间产品的
生产# 而非最终产品投入的组装# 并因此促成中间产品贸易的相应增长'

然而# 如上所述# 788E年的危机重创了全球贸易流动# 并使贸易额相对于
前一年下降了近78V ! P̂B5ST# 7898"' 经济下滑对中间产品贸易造成的影响
远远大于最终产品' 这反映了所谓的.牛鞭效应/ !R#$$+6-+$# 9EA9) S%-#(#,-+

等人# 7897"# .牛鞭效应/ 描述了最终需求的减少导致中间产品需求更大幅度
下降的现象' .牛鞭效应/ 发生的原因在于出口商相对于订购新投入而言更依赖
存货# 这便造成中间产品的出口减少量高于最终产品' 此外# 投入供应商在需要
其供应投入的最终品的需求行为方面的不确定性加大!R+$$.,-1,#和5.>%1#,1#

789I"' 自7897年至789J年的第二次贸易下滑后# 牛鞭效应迄今尚未出现'

图
$,%

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全球贸易

注$ 本图左轴表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量的指数!7888年k988"# 右轴表示中间产品贸易量占最终产品贸易
量的比例' 全球数据基于7888年至789J年期间989个国家每年公布的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业结构分析数据库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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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流程分割程度日益加大的衡量亦是如此-

图:DF显示# 有证据证明几乎所有行业生产阶段的数量均随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增
长# 其增量作为生产阶段总数量的指数' 行业不同# 产品的复杂性也各异# 而那些产
品生产过程可分割为众多不同任务的行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可能性尤为高' 这些行业
很可能将更多的生产任务外包或者离岸外包给外国生产商' 生产阶段数量最多的行业
为运输设备业( 纺织与服装制造业( 基础金属与金属制品业以及电子与光学设备业'

生产机械( 食品与饮料( 化工与非金属矿产品的价值链也相对较长' 对比而言# 农业(

矿业与采掘业进行生产过程国际化分割的可能性最低' 尽管对其他行业的最终产品参与
全球供应链的贡献在不断加大# 但服务业本身进行国际化分割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将价值链的国内与国际部分进行划分后# 电子与光学设备业在国外完成的生
产阶段所占比重最大' 该行业还包括个人电脑( 便携式设备与电讯设备的生产#

这些产品的生产通常分布在多个国家' 此外# 化工品与运输设备行业产品的生产
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国际化'

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供应链及其模式的发展++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既影响国际贸易流# 也影响外国直接投资' 据估计# 约

图
$,&

//按行业划分的国内与国际生产阶段数量* 指数

注$ 国内与国际生产阶段!分别为绿色柱与橙色柱" 的数量是788E年的数据# 这是最近一年可获得数据# 范围覆
盖全球' .化工与非金融矿产品/ 行业还包括焦炭( 精炼石油产品( 核燃料( 橡胶与塑料产品' 在只有一个生产阶段
的情形下# 指数值为9' 大于9的数值不应当理解为生产阶段的实际数量# 应当作为指数理解' 关于估计方法的详细信
息# 参见巴克和米卢都特!O.04+$和]1$#3&#-# 789J"'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巴克和米卢都特!O.04+$和]1$#3&#-# 789J" 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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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QJ的全球贸易为公司内部贸易# 并可能因此与离岸外包活动相关!<.,?和]1$Y

#3&#-# 7899"'

" 外国直接投资也可用于评估离岸外包活动# 包括绿地投资( 并购
与收购' 7888*789J年# 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金额增
长了两倍# 仅因危机爆发在788E年略有下降' 相比而言# 788F年至789J年期间#

发达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金额减少了一半以上# 从788F年的近9DE

万亿!9DJ万亿" 美元的流出!流入" 金额减少至789J 年的8DE 万亿!8DA 万
亿" 美元' 其部分原因在于# 发达经济体投资者提高了对危机造成的信贷风险与
限制的规避程度'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金额仍然大大高于流出金额# 但
自进入79世纪以来# 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稳步缩小' 这种发展趋势表明# 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不仅作为发达经济体主导公司的供应商# 还越来越多地在其
他国家建立了生产设备并作为主导公司参与全球供应链' 的确# 最近有趋势表明#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其经营区域内发达经济体的外国子公司而建立了
国际供应链! P̂B5ST# 789I="'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
流出实现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 而出口加工区( 特色工业园区等具有税收豁免(

免费提供基础设备等有利经营环境的园区又大大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 约9J8

个经济体设立了出口加工区# 以对进口材料进行加工并复出口至其他国家'

$

++以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其他新形式++

与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相一致# 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即
.南南贸易/" 也处于增长之中# 7899年达到约:万亿美元# 自9EE:年以来# 南
南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翻了一倍有余!图:DG"' 此外# 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
济体之间的贸易也随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增长# 但增幅相对较小' 而发达经济体之
间的贸易则呈现出明显的长期性下滑趋势# 此种情形可能与全球供应链的转变相
关# 即全球供应链从以前仅包括发达经济体转变为如今同时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
兴经济体!S-K34#$.%.和P.61$# 7897"'

图
$,'

//#(($年至!"#!年各广义地理区域的贸易流"百分比#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的计算'

"

$

由于缺乏关于出口商与进口商所有权状况的交易层面信息并造成交易数据中无法区分外包与离岸外包# 因此
该数字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上'

据估计# 788A年全球共计AA88万人在这类园区工作# 占从事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工作者总量的比例很大
!/1,>.O#*+,>+# 788F) ;<2# 78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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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全球供应链相对的区域供应链的兴起-

全球供应链的生产阶段可能分布在全球或者区域范围' 也就是说# 全球供应
链可以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或者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建立' 前者将促
进跨区域贸易发展# 后者则主要驱动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危机不仅造成总贸易金
额的下降# 还改变了区域内以及跨区域贸易的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区域生产中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经济体区域的欧盟
和北美# 以及区域生产网络迅猛发展的亚洲' 区域贸易协定与自由贸易区在促进
区域生产网络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具备适当的联结性与实质基础设备的
情形下# 区域内贸易壁垒方面的低关税与无关税情形使公司有动力将生产转移至
区域内的其他国家'

例如# 东盟自由贸易区吸引了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该区域国家内生产最终产品
的不同部件!"52与;T'Hg'5W2# 7899) _1$.-634.# 7898"' 与此类似# 北美
地区于9EEI年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也促使部分美国公司将生产的部分
环节转移至墨西哥'

" 欧洲于78世纪E8年代中期创立的欧洲货币联盟促进了区
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 并促成了所谓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供应链的兴起
!;]R# 789J"'

在将发达经济体( 拉丁美洲( 非洲与亚洲定义为区域的情形下# 7888 年亚
洲的区域内贸易占区域内总贸易的比例9AV# 但该比例在789J年增长至J:V'

相比较而言# 发达经济体在7888年占区域内总贸易的比例为G7V# 但如今仅占
A7V' 拉丁美洲占区域内总贸易比例为7D9V# 比7888年的9DFV略有上涨'

$

第二节!全球供应链对就业模式与企业的影响
贸易理论表明# 通过全球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劳动分工为发达经济体和

新兴经济体均带来经济利益'

' 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总收益将超过调整成本与任何
收入损失# 从而带来净经济利益' 然而# 这些净利益的分配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
政策与机构' 全球供应链不仅能够通过将部分生产环节在国家之间转移实现就业
的增加与减少# 还能够影响工作质量的不同方面# 如薪酬( 工作合同性质等' 也
就是说# 经济利益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工作者的利益' 本节将针对能够将参与全球
供应链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实质化的渠道进行探讨'

为评估全球供应链对国家( 公司与工作者的净影响# 重要的一点是探究经济
与社会利益和成本在价值链中的分配方式' 因此# 本节进行行业分析# 以区分全
球供应链中.后向/ 与.前向/ 活动# 并深入分析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更高的
行业是否能够带来更高或者更低的劳动生产率( 平均工资与技能工资红利' 后向
活动是指主导公司参与全球供应链# 并通过进口投入在特定产业与国家总出口中
的价值予以衡量' 前向活动从供应公司的角度出发# 通过用作生产其他国家出口
产品的进口投入的出口商品与服务占特定行业与国家的份额予以衡量!关于分析

"

$

'

服装业北美区域供应链的兴起使一些墨西哥的供应公司在与美国技术密集度更高的公司的关系中获得了经济
利益!U+$+@@1等人# 7887"'

数据由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根据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的交易数据计算得出'

如鲍德温!O.%&L1,# 789J" 所述# 全球供应链是.穷国面临的改革性发展方案/# 并使穷国有可能从价值链
产生的收益中获得利益' 的确# 主导公司与供应公司均能够通过参与全球供应链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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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覆盖范围的详情# 参见附录O"'

行业分析使我们能够评估某行业整体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更高是否能够在
平均意义上提高生产率与利润' 在缺乏公司层面数据的情形下# 此等分析无法确
定这些结果由该行业哪些公司所致!即是否与全球供应链相关"'

"

在全球供应链参与程度密集的行业中* 劳动生产率通常也会更高++

行业分析表明# 参与全球供应链能够提高生产率!按工作者人均附加值计
算" !见图:DE"' 从本质上来看# 那些在生产出口产品时增加进口投入使用量的
行业# 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 至少在发达经济体是这样' 对新兴经济体而
言# 鉴于通常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在后向全球供应链活动中节约成本的可能性也
较小# 这可能是全球供应链活动未对该组别国家的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在
考虑前向参与!即相关行业作为供应商参与全球供应链" 时# 前向活动对发达
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也会在统计意义上产生极为显著积极影响' 这一影响在新兴经
济体中的表现并不明显'

就后向参与而言# 文献中可获得的公司层面的经验证据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
假设$ 参与全球供应链对主导公司的生产率与利益会产生积极影响# 该假设与从发
达经济体观察得出的行业结果一致' 主导与供应公司通过技术扩散与降低成本的主
要渠道并以提高生产率的形式# 从参与全球供应链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

图
$,(

//参与全球供应链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估计

注$ 本图所示为全球供应链的后向!第一组" 与前向!第二组" 参与对平均生产率造成的影响的估
计!按工作者人均附加值计算"' 图中所示的数据点对应系数!一个点表示点估计# 一条线表示E8V的置
信区间"# 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估计得出' 如果置信区间仅包括8以上!以下" 的数值# 则参与全
球供应链的活动对生产率产生极大的正面!负面" 的影响' 如果置信区间包括8# 则全球供应链的参与活
动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在统计意义上未发现显著相关关系' 从.总体/ 而言# 对9:G8个观察结果!I8个国
家# F9A个国家行业" 均分成两组!即.新兴/ 与.发达/ 经济体" 进行了回归分析!参见专栏:D9"'

关于统计方法的详细信息# 参见附录O'

资料来源$ 国家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附加值贸易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估算'

"

例如# 情形可能是# 一旦公司参与全球供应链即改变了其工作环境' 也可能是# 公司已经参与了全球供应链#

但接下来提高了其参与程度并改变了其工作环境' 另外还可能是# 未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改变了工作环境' 最后#

还可能存在复合效应# 因此参与与退出全球供应链或者甚至是参与与退出市场的公司均对各行业层面实际观察到的关
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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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

是否过高估计了主导公司参与全球供应链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主导公司能够从参与全球供应链活动中获益# 在
这一点上获得了较大的共识# 但在收益有多大的问题
上则出现更大的分歧' 经济理论表明# 收益的规模既
取决于微观层面的公司个体特征# 如其所生产产品的
类型以及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等# 也取决于汇率(

公司赋税以及其他投入的价格等宏观经济因素'

尽管主导公司能够从参与全球供应链活动中
获益# 但部分经验证据表明实际获得的利益并不
总是能够达到商业团体的预期' 法莱拉和普罗科
佩茨开展的研究!R.$$+1$.和C$#4#)+-6# 788E" 表
明# 公司期望通过参与全球供应链降低7:V*

I8V的成本# 但实际降幅约为:V*98V' 与此类
似# 据阿伦与辛格!S$#,和/1,>K# 788:" 估计#

一半公司未能实现其离岸外包的预期财务效益'

法雷尔!R.$$+%%# 788I" 将部分公司未能实现
期望的情形归因于公司在实施全球供应链过程中
的不足之处以及宏观经济因素' 新兴经济体财富
的增长并非仅仅推动了需求的上涨# 还通常伴以
!!

能源消耗的上升# 并造成能源价格增长# 这又反
过来对运输成本造成了上行压力' 此外# 一些新
兴经济体的工资上涨也提高了生产成本' 最近#

汇率波动与金融稳定性的缺乏导致危机后的不确
定性# 再加上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与持久性# 这些
都可能对公司利用全球供应链的潜力形成障碍'

公司在危机期间寻找避风港可能是造成危机期间
内观察到的供应链出现内包与回岸现象的原因之
一!参见前述内容"'

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潜在风险及成本难以发
现# 因此公司在决定是否将其部分生产环节活动
国际化时# 并未将所有此等风险与成本全部计入
净成本公式之中0请参见TK.$和O.%.4$16K,.,

!788A" 关于;5外包相关风险敞口摘要1' 因此#

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活动不仅仅只带来劳动力套利#

其带来的超出单个公司控制范围的其他因素也会
对公司在建立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累计获得的经
济利益造成影响'

例如# 开始或是继续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加拿大制造公司的生产率远远高于停止
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公司!O.%&L1,和c.,# 789I"' 该结论与美国制造公司的观察结
果一致# 美国制造公司通过进口与外国直接投资使技术予以扩散# 并因此提高了此
等公司的生产率' 此等效应在高科技产业表现尤为显著!X+%%+$和c+.)%+# 788E"'

公司学习进口产品中所含的新技术这种渠道解释了提高进口中间投入的使用对印度
尼西亚公司生产率产生的积极影响!S(1-1和X#,1,>6# 788F"'

尽管主导公司能够通过全球供应链活动获得经济利益# 但成本也是存在的#

如与远程管理供应链相关的额外交易成本# 尤其是与寻找可靠供应商( 合同安
排( 监管与控制!_#==6# 9EEA" 以及知识转移!X+%%+$和c+.)%+# 789J" 相关
的成本' 贸易自由化程度与信息通讯技术的提高业已降低了此等交易成本# 这可
能有助于提高全球供应链的普及程度' 然而# 公司发现其低估了参与全球供应链成
本的情形也并不罕见!参见专栏:D7"' 这种低估也可能是新兴经济体的行业分析
平均而言并未表现出后向全球供应链活动对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的原因之一'

++实力强劲的中间产品供应商所处行业尤其如此-

如上所述# 行业分析结果表明# 当在作为供应商提高行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
程度后# 会对生产率带来正面影响' 的确# 产量更大( 单位成本也更低! .规模
经济/"# 尤其是在生产差异化程度与迎合客户个别需求程度有限的同质产品的
行业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可能会对生产率带来正面影响' 此外# 供应商公司还
可能从知识与技术转移中获益# 其中包括最佳组织管理实践的转移!O$.0K和X.)Y

)+%# 788E"' 全球供应链中的长期合同也可能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 这在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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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买家之间存在进行大量信息交换的密切关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表现尤为明显'

从意大利供应商获得的经验证据证实了我们的行业分析结果并表明# 提高全
球供应链参与程度的确能够提高公司层面的生产率与创新程度# 并且收益规模取
决于对全球供应链的管理类型!O$.,0.-1等人# 789:"' 分析表明# 中小企业尤
其能够获取巨大收益!U1#Z.,,+--1等人# 789I"' 在斯洛文尼亚和部分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选定国家# 经验证据表明# 进入出口市场能够提高生产率! .出口
学习效应/"# 包括开展作为全球供应链活动一部分的出口活动!T+<#+04+$#

788F) d., O1+6+=$#+04# 788:"'

然而* 参与全球供应链对行业工资却未造成重大影响++

对参与全球供应链与工作者人均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行业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前向与后向参与均未对工资产生重大影响!见图:D98"' 这意味着# 平均而言# 特定
行业内工作者的工资并不取决于该产业随时间的发展而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

行业层面的分析结果与可获得的公司层面的证据一致# 大部分公司层面的证
据中并未出现有力的正面或者负面的证据证明提高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会对工
资造成影响!_+*(.,等人# 788F) S%(+1&.# 788F"'

" 由于对数据要求较高# 探
究参与全球供应链对工资造成的因果效应很难!g.Z#$014# 789I"' 的确# 很多研
究表明跨国企业的国外关联公司相比国内公司支付的平均工资更高!S1-4+,等
人# 9EEA) O3&& 等人# 788:) <1)6+*和/efK#%(# 788I) W#=+$-6#, 等人# 788E)

".$$+,和W#=+$-6#,# 7899"' 然而# 这个结果并不必然归因于公司参与了全球供
应链' 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公司通常生产率更高# 其在作为主导公司或供应商公司

图
$,)*

//全球供应链活动对工资的估计影响

注$ 本图所示为全球供应链的后向!第一组" 与前向!第二组" 参与对平均生产率造成的估计影响
!按工作者人均附加值计算"' 图中所示的数据点对应系数!一个点表示点估计# 一条线表示E8V的置信
区间"# 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估计得出' 如果置信区间仅包括8以上!以下" 的数值# 则参与全球
供应链的活动对生产率产生极大的正面!负面" 的影响' 如果置信区间包括8# 则全球供应链的参与活动
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在统计意义上未发现显著相关关系' 从.总体/ 而言# 对9:G8 个观察结果!I8 个国
家# F9A个国家行业" 均分成两组!即.新兴/ 与.发达/ 经济体" 进行了回归分析!参见专栏:D9"'

关于统计方法的详细信息# 参见附录O'

资料来源$ 国家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附加值贸易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估算'

"

在缺乏可匹配的雇主*雇员数据集的情形下# 那些发现参与全球供应链可获得工资红利的研究主要是无法控
制因公司雇佣的劳动力组成引起的个别工作者性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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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供应链之前业已支付更高水平的工资# 因此工资方面的此等差异通常是
因公司自己的选择造成的'

由于全球供应链活动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正面影响且未对工资产生任何正面
影响# 归属于工作者的附加值部分随之降低' 的确# 在新兴与发达经济体# 在将
全球供应链参与与工资份额直接相关联时# 结果就会如此' 此等结果与之前关于
全球化对工资份额影响的国家层面研究结果一致!_.$$16#,# 788:) ;]R# 788F)

g.*.&+Z# 788F) W#&$14# 9EEG) /-#04K.((+$# 789J"' 鉴于对发展趋势( 劳动力
份额下降以及此等下降对总需求与不平等造成的影响的舆情和政策辩论从未间
断# 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作用仍需进一步予以关注'

++但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而言* 全球供应链能够影响高技能劳动力
的需求-

!!全球供应链参与会对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并因此影响
收入分配' 全球供应链通常会分解生产过程# 将知识密集程度更高的任务集中保留
在主导公司# 而将知识密集程度更低的任务外包至外国供应商' 因此# 参与全球供
应链将改变主导公司与供应商公司对技能的需求情形' 需求的变化会对高技能与低
技能工作的工资以及两者之间的比率造成影响' 在这方面# 全球供应链活动会根据
工作者的技能水平对工作者造成不同的影响!R++,6-$.和_.,6#,# 9EE:"'

为了对参与全球供应链与行业层面的技能工资红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
究# 我们根据高技能工作者与低技能工作者平均小时工资之比对技能工资红利进
行行业评估' 总体而言# 参与全球供应链对技能工资未产生重大影响!图
:D99"' 然而# 某些行业得出的结果并不相同'

就后向全球供应链活动# 即主导公司所处行业的参与而言# 其对纺织业与服
装制造业工作者的技能工资红利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的确# 近年来# 纺织与服装
制造业在不同国家完成的任务类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任
务保留在主导公司# 而诸如服装的实际制造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任务则予
以外包' 这种情形可能使主导公司相较于低技能劳动力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
需求# 并对技能工资红利造成上行压力'

由于外包或者离岸外包的任务通常不是高技能而是技术程度相对较低的任
务# 全球供应链活动并不一定会提高供应商所在行业对高技能工作者的需求# 因
此对高技能工资红利并未造成额外的上行压力' 这可能是前向活动未对技能工资
红利造成重大积极影响的原因'

服装业出现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机会++

本节提供了部分详细证据# 对服务与电子产业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研究' 为了更好
地了解供应链关系的动态及其对公司与工作者的影响过程# 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分析
行业特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诸如电子产品快速过时与服装业.快时尚/ 的兴起等
全球供应链的一些特征为试着满足不断变化市场需求的公司与工作者带来了挑战' 这
要求供应商公司提高灵活性# 这对雇佣关系与工作小时数量均很具意义'

罗西等人!W#661等人# 789I" 对服装业全球供应链的就业与劳工条件进行
了详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服装业的全球化为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大量的生产
性就业机会# 在缺乏技能的妇女( 年轻人( 移民等弱势工作者群体中表现尤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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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全球供应链活动对技能工资红利% 总体经济与选定行业影响的估计

注$ 本图所示为后向!第一组" 与前向!第二组" 全球供应链参与对技能工资红利!按高技能工作者与低技能工
作者平均小时工资之比计算" 估计造成的影响' 图中所示的数据点对应系数!每个点代表点估计# 每条线代表E8V的
置信区间"# 通过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估计得出' 如果置信区间仅包括8以上!以下" 的数值# 则参与全球供应链
的活动对技能工资红利产生极大的正面!负面" 的影响' 如果置信区间包括8# 则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活动与技能工资
红利之间在统计意义上未发现显著相关关系' 从.总体/ 来看# J:::个观察结果!I8个国家# F9A个国家行业" 均分
成两组!即.新兴/ 与.发达/ 经济体" 进行了回归分析!参见专栏:D9"' 关于分析方法的详细信息# 参见附录O'

资料来源$ 国家劳工组织研究部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附加值贸易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估算'

显' 由于服装业对所需劳动力的技能要求相对较低且资本投资要求也相对有限#

该产业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处于第一层级!',>%16K# 789J"' 服装业还促
使大量工作者向正式经济与正式受薪阶层转变' 然而# 研究也强调了该行业大量
的工作机会发生在工作条件较差的地方'

"

++但在改善工作条件与就业模式方面仍然存在困难* 供应商公司尤其
如此-

!!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现自身陷于生产过程中的较低层级# 无法将其在

"

与其他行业相比# 服装业长期以来的特征即为工资较低( 工作环境较差' 在参与如今的全球供应链活动之前#

纽约( 伦敦等主要工业城市长期存在服装血汗工厂并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低技能工作者及低技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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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的任务升级为知识密集程度更高的任务!T.%%+等人# 789J"# 但近期出
现了一些例外情形# 如中国的零售业'

服装供应链中的主导公司往往是集中在美国( 欧盟与日本的大型零售商或者
设计室# 分别占服务业全球进口总额的IFDJV( 77D7V和ADEV !U+$+@@1和R$+&Y

+$104# 7898"' 主导公司从集中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供应商公司处获得供应'

最大的供应商基地位于中国( 孟加拉国( 越南( 印度(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墨
西哥( 泰国( 巴基斯坦( 突尼斯( 哥伦比亚( 斯里兰卡( 摩洛哥( 罗马尼亚和波
兰!U+$+@@1和R$+&+$104# 7898"' 部分大型服装零售商最近开始从非洲供应商处获
得供应!如瑞典零售商_p]开始从埃塞俄比亚的服装工厂获得供应"'

"

情形往往是众多供应商争夺订单# 并因此降低了其议价能力!P.-K.,# 即将
出版"' 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供应商公司# 在配额贸易体系结束之后尤其如此#

这种情形增加了主导公司的竞争与议价能力优势!U+$+@@1等人# 788A"' 例如# 孟
加拉国供应商的利润率从9EE: 年的7IV降低到788I 年的FV !XK.-3, 等人#

788G"' 与此类似# 越南的案例研究报告表明# 服装制造商通常的利润率范围在
98V*9:V之间!X,3-6+,# 788I"'

在某些情形下# 服装业存在大量的短期合同# 并且工作时间差异程度很大' 有关
文献显示# 该情形部分归因于服装供应商需有能力对变化的订单需求作出快速反应'

这也造成同一单位内的工作者出现下列情形$ 不同形式的就业状况# 如摩洛哥!C%.,4

等人# 789I") 处于供应链的不同层级# 如孟加拉国!SK(+&和P.-K.,# 789I" 和罗马
尼亚!C%.,4等人# 789I") 或者在家工作# 如印度!OK.64.$.,等人# 789J"'

在工作环境获得改善的区域# 工作者本身的参与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主导公
司的财务或长期性投入也是改变供应商公司劳动关系与工作环境的重要渠道' 例如#

%孟加拉国消防与建筑安全协议& 要求主导公司承诺以持续性订单或者增加订单的形
式鼓励供应商改善安全环境'

' 该协定签署方还需承诺与供应商达成商业条款# 确
保供应商具有财务能力# 以维持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对消防与建筑安全作出必须投
资'

( 加强全球买方( 供应方与工作者之间的对话也有助于推动该进程的发展'

稳定的就业安排在其他行业更加普遍* 如电子业
由于电子产品具有快速过时性# 其生产周期短# 因此订单的波动性也是电子业的

特征之一' 然而# 为了达到制造商的产品规格要求# 供应商公司需具备相对较高的知
识密集程度# 再加上供应链中主导与供应公司之间的组织化结构以及更强的相互联系#

该行业的雇佣关系与服务业全球供应链中的情形有所不同' 另外# 重要的一点是# 电子
业生产中心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在东亚( 巴西和印度周边区域!U+$+@@1和<++# 789I"

订单与生产的波动性在一些国家表现为存在大量的临时工作者和派遣工作者#

在另一些国家表现为大量的加班情形' 在电子业供应商基础较强的国家# 国内法规
在决定全球供应链供应商公司如何应对生产波动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如# 墨
西哥与泰国存在大量的临时工作者!_#%&0$#@-# 7897") 而在马来西亚!/.(+%#

7897" 与中国!BK.,等人# 789J" 则存在大量加班的情况' 的确# 中国工厂受法律
规定的限制!自789I年J月以来"# 其临时工作者数量不得超过员工总数的98V'

"

$

'

(

参见非洲开发银行等!789I"'

例如# 近几年工作者的抗议( 罢工等行动已使哥伦比亚( 越南与孟加拉国等一些国家提高了最低工资'

请参见$ K--)$ QQ=.,>%.&+6K.00#$&D#$>QL)H0#,-+,-Q3)%#.&6Q789JQ98Q-K+[.00#$&D)&@!第7J条"# 789:年:月98日'

同上' 第7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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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 7899*7897年电子业中那些稳定的和直接受薪的工作者占工作者总
数的9QJ左右# 而该行业中临时的( 合同制的和间接受薪的工作者所占比例超过
I8V' 然而# 在女性之中# 估计电子业中7QJ的女性工作者为临时性( 合同制的
及间接受薪的工作者!P.-K.,# 即将出版"'

第三节!结语! 全球供应链的政策考量
本章重点阐述了全球供应链在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还分

析了全球供应链在部分国家与劳动率的提升存在相关性# 但其并不一定与工资的
提高或者工作环境的改善存在相关性' 此外# 尽管通过全球供应链活动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转移知识与技术# 但各行业技能程度更高工作者的工资红利并不明显'

一些行业存在密集成本竞争优势# 这对于主导与供应商公司之间在议价能力( 利
润分配方面的关系以及对于总体就业关系而言均具有意义'

为了提高全球供应链在提升生产率( 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增加近期就业方面的潜力#

无论广泛性的政策还是针对特定行业( 公司与工作类别的具体政策都是需要的' 从国
家经验可以看出哪些政策方案有助于将价值链中的成本与利益进行更公平的分配# 以
及将全球供应链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利益更好地联系在一起' 主导公司能够在致力于全
球供应链的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并成为良好劳动法规制度的补充'

需要制定广泛性的政策* 以更好地平衡全球供应链中的经济与社会利益
为了更好地平衡供应链中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制定一套广泛性的政策措施至

关重要# 包括提高公司与工作者竞争能力与生产率的措施!U+$+@@1和/-3$>+#,#

789J) U+$+@@1和<++# 789I) P̂B5ST# 789J"' 促进全球供应链与国内产业一体
化的政策对于将外溢效应!如知识( 技术与最佳管理范例的扩散等" 最大化而言
具有重要意义!2'BT等# 789I"' 此外# 为将经济利益转化为更好的工作条件#

重要的一点是需具备精心设计的劳动法规与运行良好的劳动市场制度# 以满足各
行业的技能需求并提高合规性' 在这方面# 另外的关键一点是开展公司( 行业(

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对话# 以保障生产率的提高与工作者权利的完善' 本书第三章
与第四章均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示例'

贸易与投资协议在提高政策框架!包括国际劳动标准" 一致性方面也能够发
挥作用' 旨在使标准具有一致性的贸易与投资政策能够为区域与全球供应链发展
设定框架' 在这方面# 越来越多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签署了包含劳动条款的贸
易与投资协议'

" 通常# 为吸引外国贸易或者投资# 国家会承诺不会降低国内劳动
法律法规要求# 并承诺遵守国际劳动标准'

$ 此等协议为促使国家遵守此等承诺提
供了执行机制# 措施范围从监管!有时包括社会合作方的参与" 到技术合作# 从
设施建设到纠纷解决机制等' 尽管在贸易与投资协议中纳入劳动方面的条款为提
高工作者权益提供了额外的工具# 但此等协议的拟定通常不会涉及全球供应链的
具体规定' 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有时会在协议中有所涉及# 但仍然并不完善'

'

"

$

'

参见;;</ !788E# 789J") '=+$-和T#6-K3(.!7899") P̂B5ST !7897") C$16%.,和b.,&Z%1+-!789J"'

参见;;</ !789J" 中对该问题的深入分析'

参见C++%6和/0K,+1&+$!789I" 对双边贸易与投资协议中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规定进行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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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家% 行业% 企业和工作者的具体政策
从长期来看# 优选方案是将工作逐步发展为技术性( 技能密集型的类型# 但该方

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还取决于经济体或行业的生产能力' 就这点而言# 政策能够在提高
技术能力( 实现技术转移与技能培养!包括在线培训"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

789J"' 这就需要出台针对特定行业# 甚至针对特定任务或者功能的具体政策!取决于
该行业的发展与生产分割程度"'

" 中小企业要求进行政策调整的需求尤其迫切# 如完
善区域生产集中地的建设# 以促进中小企业加入供应链!'/BSC# 788A( 7899"'

然而# 从短期来看# 一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了解到自身处于全球供应
链中更低的层级#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把重点放在出台制度框架上# 通过完善法
规( 执行合规( 开展社会对话等措施改善技能程度较低工作者的工资与工作条件'

如第三章所述# 在这方面重要的一点是加强从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变# 并
完善对临时工作者的保护!;<2# 789I0( 789I&"' 妇女与其他弱势群体的工作条
件仍然是一个问题' 多个国家!如巴西( 摩洛哥( 土耳其等" 已经建立了特定监
管机构并开展特定计划# 对可能需要在劳动监管措施方面给予特殊关注或实施特
殊策略的特别脆弱的工作群体!如移民( 非正式工作者等" 进行监管'

主导公司在致力于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近期的措施还表明# 主导公司在完善供应链的工作条件与就业模式方面能够

发挥重要作用' 一些主导公司通过修订采购与定价模式!例如# 通过买方责任协
议予以修订"( 提高供应商对需求波动性的应对能力等措施# 致力于实现供应链活
动的可持续发展效应!S,,+$等人# 789J"' 在降低对临时工的依赖以及平衡对竞
争性的顾虑与工作者需求方面# 年化小时机制与多技能化的应用经证实是行之有
效的!;<2# 789I."' %孟加拉国消防与建筑物安全协议& 是服装业的主导公司与
贸易联盟之间签署的特别协议# 以促进对孟加拉国服装业劳工权利的尊重# 国际
劳工组织领导并促成了这一协议的达成'

涉及多个全球供应链的企业采用了多项行为准则( 自愿性社会责任承诺与私
人合规计划' 这些自愿性行动有助于提高对劳动标准的监管与合规力度# 但有时
因行动缺乏透明性# 未与国内监管合作或者未对国内监管起到强化作用而受到质
疑!;<2# 789J"' 国内法律与合规机制的重要作用应当予以强调' 总体而言# 私
人合规计划可以对国内法规与执法起到补充作用# 但如果在后者缺失的情形下#

仅有前者是远远不够的'

$ 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将劳动监察作为公众职能# 但国际劳
工组织专家业已认可私人合规计划的存在并呼吁与此等计划开展有效合作!;<2#

789J"' 在这方面#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也是重要工具' 该宣言为政府( 工作者与雇主组织以及公司如何将开展全球供应
链带来的积极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最大化提供了指导作用'

加强社会对话
最后# 为了塑造一个有效环境并使全球供应链中的经济与社会利益更好地联

系在一起# 开展社会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对话使社会合作方参与到工

"

$

例如# 与采矿业或农业相比# 纺织业和电子业等行业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分割程度'

参见".$& !788I") d#>+%!788:") ].*+$和U+$+@@1!7898") <#04+等人!78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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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消防与建筑安全协议

!!789J年# 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工厂倒塌并造
成9788位工作者死亡' 该事件成为引爆点# 促使
该国各利益相关方开始谈判一份新的( 改革性劳
动协议# 以改善该国服装业的劳动状况!;<2#

789I="' %孟加拉国消防与建筑安全协议&

!789J" 是近788家买方公司与两个国际贸易联盟
之间的签署的一份前所未有的约束性协议' 本协
议覆盖了788多万名工作者与9F88个工厂' 国际
劳工组织作为协议指导委员会与顾问团的主席#

具有中立性( 独立性# 但并非协议签署方' 作为
协议签署方的公司同意在协议首席安全检察官的
指导下落实一个消防与建筑安全检察的共同计划#

并向计划提供资金' 签署方还承诺确保供应商具
备符合补救要求的财务能力# 并承诺向供应商提
供激励以作出改进'

9协议签署方还承诺提供资金
开展培训与能力建设计划# 建立工作场所安全委
!!

员会# 并促使形成职业安全和健康合规文化' 为
了对约:A8个工厂进行监察与补救# 一个由7A家
买方与零售协会组成的独立团体签署了一份名为
%孟加拉国工作者安全联盟& 的协议!789J"'

7联
盟也旨在完善孟加拉国服装业的工作条件# 相关
措施包括实施共同监察计划# 向供应商提供激励
以作出改进# 开展工厂内培训并提供支持等'

孟加拉国政府与国家雇主及贸易联盟另行签
署了%关于孟加拉国成衣服装业消防安全与结构
完整性的国际三重行动计划&# 这是一份关于改善
服装业工作条件的框架性文件' 关键行动包括评
估# 强化劳动监察# 针对职业安全( 健康和工作
者权利开展对工作者与管理层的培训!;<2#

789I="' 国际劳工组织协助该行动计划的实施与
合作# 并促进不同计划之间的联系# 以期依照共
同的标准与方式办事'

9D参见$ K--)$ QQ=.,>%.&+6K.00#$&D#$>!789:年I月7A日"' 7D参见$ K--)$ QQLLLD=.,>%.&+6KL#$4+$6.@+-*D#$>!789:年:

月99日"'

作组织( 安全工作措施( 技术改变或重组之中并保障提高生产率# 社会对话对于
保障工作者权利的尊重也至关重要!5+,>=%.&和T#0K+$-*# 788E) <++和]0B.,,#

7899"' 社会对话可以在公司( 行业或者国家等多个政策层面开展# 甚至可以开展
国际社会对话'

近年来# 跨国企业与国际工会联盟之间签署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框架协议'

" 由
于这些协议是由工作者代表协商( 执行与监控的# 故不同于其他私人合规计划
!;<2# 789I="' 在这方面# 第788EQJGQ'B号%欧洲指令& 为欧洲工作委员会的
建立设定了框架# 以促进在公司层面开展跨国社会对话'

$

服装业的国际买方业已在区域与国际层面开展社会对话# 以促进对劳动标准
的尊重并缓和全球供应链中的紧张环节!;<2# 789J"' 国际劳工组织Q国际金融公
司的优良工作计划在开展跨国社会对话方面一直发挥领导作用# 将全球服装业的
关键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开展对话'

' 监控公司遵守劳动标准和定期汇报的情
况# 与开展企业( 行业与国家层面对话相结合' 该计划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
顾问与培训服务# 以解决不合规问题' 该计划还与国际买方与国家三方合作伙伴
紧密合作# 以将经验扩大至国家层面' 例如# 优良工作计划支持国际劳工组织与
越南政府设计法律改革# 以开放空间允许结社与集体谈判自由# 而且优良工作计
划最近还协助签署了约旦服装业第一份全行业性的集体谈判协议'

"

$

'

截至789I年J月# 谈判协议总量达到9I7份!;<2# 789I="'

见K--)$ QQ+3$H%+\D+3$#).D+3Q<+\̂$1/+$ZQ<+\̂$1/+$ZD&#- 3$1k2g$ <$ 788E$ 977$ 887G$ 88II$ 'P$ CTR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Q国际金融公司的优良工作计划详情# 请参见K--)$ QQ=+--+$L#$4D#$>Q>%#=.%Q!789:年I月7A

日"' 参见W#661和W#=+$-6#, !7899") W#661等人!78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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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国际劳动组织关于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的估计

本章第一节对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进行了估计# 包括按国家( 行业(

性别进行细分类后的估计数据' 本附录对此等估计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与方法
予以说明' 本附录第一部分说明了对9EE:*7899年期间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
量估计过程中所使用方法的详情' 第二部分说明了以9EE:*7899年期间的估计
数据为基础# 对7897*789J年数据的估计过程' 第三部分将国际劳工组织采用
的方法与通过资料查询可获得的其他方法进行了对比'

一% #(($!!"##年期间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的估计
对9EE:*7899年期间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的估计过程分为四步' 第一#

利用输入产出表计算需要在任何行业生产最终产品的各行业总产出' 例如# 为生
产9个单位的包装食品意味着按农业( 包装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统计总产出' 第
二# 将各行业的总产出转化为工作量' 第三# 定义可以最准确捕捉全球供应链活
动的需求矢量' 第四#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根据其所在的行业与国家及其所
服务的需求所在地进行汇总'

"一# 将总产出与需求相互联系
第一步是将每个行业的总产出与任何行业的需求相互关联# 计算生产所需产

出的所需投入的技术系数'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某行业使用了78个单位的总
产出作为该行业的中间投入# 并将98个单位销售至最终需求方' 因此# 总产出
为J8个单位# 附加值为98个单位' 在第一个例子中# 需求增加9个单位需要中
间投入增加7QJ# 这就是该行业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比例' 上述增加的7QJ的产
出需要再增加7QJ 的中间投入# 意味着总产出再增加7( )

J

7

# 依此类推' 因此#

总产出需要增加7( )
J

l

7( )
J

7

l

7( )
J

J

l++该等差数列之和为J' 因此# 最终需
求增加9# 则该行业的总产出增加J'

上述算法能够推广至任何(H行业框架进行应用' 总产出G是中间投入H与
最终需求I的总和# 即GkH lI' 我们接下来可以定义技术系数矩阵9kHG

H9

'

在上例中# GkJ8# Hk78# Ik98# 9k7JJ' 依E k !KH9"

H9定义的列昂惕夫
逆阵!其中# K为单位阵"# 是上述等差数列之和的等价矩阵解' 对6个国家中
的每一个# 该矩阵均为L行L列# 并以缩写形式表示在表:SD9中'

表
$-,)

//将需求与行业产出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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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值E

99#99

表示生产国家9行业9的9个单位最终需求所需的国家9行业
9的总产出' 在上述例子中# 列昂惕夫逆阵只有这个值!等于J"' 一般来说# 单
元格值E

97# JI

表示生产国家J行业I的9个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国家9行业7的总
产出' 这种连接不必是直接投入素# 也可以是间接投入# 如国家A行业:从国家
9进口# 并出口至国家J'

概括而言# 通过列昂惕夫逆阵可以计算生产任意最终需求组合所需的每个行业的
总产出' 然而# 所有公司均被假设为投入组合相同' 例如# 为国内或国外市场生产的
产品均被视为使用相同的投入组合' 在使用诸如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这种宏观数据库
时# 数据库中包含的J:个行业是可以展开的最细分类' 尽管存在此等限制# 上述算
法仍被视为是利用投入*产出表格的最佳方法# 因此也是普遍接受的方法'

"二# 将总产出与工作数量相关联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网站还包括9EE:*7899年期间各国和各年的社会经济

账户数据库# 并作为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本身的实际数据库'

"

此等账户包括!但不限于" 各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报酬'

$ 此外# 国
际劳工组织发布了按行业划分的女性就业份额' 将该份额结合与世界投入产出数
据库相关的社会经济账户# 即可获得各行业女性就业数量'

将各行业劳动力数量或者报酬除以总产出# 即可以得出每单位总产出的劳动
力需求# 并得出与任何最终需求矢量相关的行业就业与工资数据' 如前一步中所
述# 该方法假定各行业的技术水平相同# 因此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也相同# 而不论
公司是否与全球供应链相关' 蒂默等人!51((+$等人# 789I" 也使用了该方法#

而众多文献来源也使用同等方法计算某个行业的增值额'

"三# 全球供应链需求矢量
本步骤定义将工作与全球供应链相互关联的需求矢量&# 因此本步骤在决定

估计数据最终精确性方面极为重要'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应当完成作为全球供应
链组成部分的任务# 这意味着进口投入或者产出作为中间产品出口'

需求矢量!&" 乘以每单位总产出的就业数量!PQ\" 和表S:D9所示的列昂
惕夫逆阵!<"# 即得出与需求相关的工作数量# 工作数量k&1.>!PQ\" <&1.>

!&"'

' 矢量&的第一个元素为国家9行业9的需求' 将该元素与国家,行业(

所在行第一列的单元格值相乘# 即得出在给定矢量&的条件下# 因国家9行业9

需求产生的该行业的工作数量'

国际劳工组织将需求矢量定义为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出口总和' 在中期阶段#

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按每个.目的/ 国家单独计算' 例如# 计算澳大利亚依赖
于美国进口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工作数量' 这不仅包括澳大利亚出口至美国的中间
产品与最终产品# 还包括与澳大利亚出口中间产品至第三国并用以制造产品出口至美
国相关的工作' 在全球供应链的完整价值链实际上属于国内并仅出口最终产品的情形
下# 在计算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时# 在需求矢量中使用最终产品出口是存在风险的'

然而# 不考虑该类工作意味着将与澳大利亚进口中间产品# 增加价值!意味着就业"

以及出口最终产品的活动相关的工作排除在外'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贸组织与

"

$

'

参见$ LLLDL1#&D#$>!789:年I月7A日"' 自然地# 发展中国家的年度行业数据只能利用大量设算得出'

非欧盟国家的劳动报酬目前只能获得788E年以前的数据'

MJG是元素对元素的除法# 这里P和\都是针对某个国家和行业的列矢量# 因此得到的矢量表示了每单位总
产出的就业数量' 7058 !." 生成了一个与矢量.长度相同的方阵# 其中矢量.的每个元素为方阵的对角线元素# 而方
阵的其他元素为8' 7058 !MJG" E将第,行的每个单元格值与矢量PQ\的的第,个单元格值相乘# 将列昂惕夫逆阵的
总产量关联转化为工作量关联' 第二部分E7058 !7" 将第,列的每个单元格值与矢量&的第,个单元格值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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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一样#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后者相比前者而言对于商品贸易更具
重要意义# 并因此在需求矢量中纳入了最终产品的出口'

"四# 按所在地与目的地汇总
上述计算提供了各个行业和国家依赖于任何其他行业或者国家需求的工作数量的

矩阵' 因此# 在9EE:*7899年期间的任一年# 均有9I88

7个数据点需要汇总# 以进行
有用分析' 汇总按所在地和目的地进行' 前者将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实际受雇劳动力的
行业或者国家予以汇总# 后者则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国家组别或者行业团体需求的工作'

例如# 可以计算澳大利亚制造业依赖于全球范围内全球供应链服务业需求的工作数量'

二% 对!"#!!!"#+年期间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工作数量的估计
投入产出表格中的数据只提供9EE:年至7899年期间的数据# 因此可以估计

相同期间内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的数量' 根据一个预测模型# 国际劳工组织也可
以得出7897*789J年期间的估计数据' 预测模型采用面板回归技术# 并对依赖
于向特定目的地国家出口的特定国家与行业!农业( 制造业( 其他工业与服务
业" 工作数量的增长率进行估计' 对每个行业与目的地国家的组合进行不同的回
归估计' 因此# 该方法能够在相对细分程度较高的细分类情形下提供预测数据'

模型里所含的回归量在大部分回归分析中极为重要' 这些回归量包括$

"

对那些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进行估计的国家的UTC增长)

"

目的国的UTC增长)

"

对那些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进行估计的国家的行业附加值增长)

"

对那些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进行估计的国家的总出口增长)

"

目的国总进口增长)

"

对那些全球供应链相关工作数量进行估计的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金
额占UTC的比例)

"

总就业人口增长'

三% 其他衡量指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2'BT等# 789J " 与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

! P̂B5ST# 789J" 使用与国际劳工组织相同的方式定义需求矢量# 即为中间产
品与最终产品的出口总量' 然而# 其主要衡量指标为全球价值链参与率' 该指标
按国内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与国外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之和除以总出口得出' 该
指标提供了全球供应链内各产业后向与前向一体化的衡量指标' 然而# 由于使用
了国外附加值# 该指标无法通过工作数量表达'

蒂默等人!51((+$等人# 789I" 利用最终需求矢量计算.全球价值链工作
数量/# 其最终需求矢量包括其研究中涉及的全部国家!欧盟7G国" 的最终制
造总需求' 因此# 他们计算的工作数量是生产制造业产出的价值链组成部分# 而
并未将纯粹国内或者实际上为全球性的价值链进行区分' 他们研究的前提是制造
业价值链已经高度一体化# 因此可以视为具有全球性# 如果他们的方法中使用了
所有行业的最终需求# 则该经济体的工作总量可以计算出来'

江!g1.,># 789J年" 采用的定义是构成全球生产网络的工作# 该定义范围
十分狭隘' 如此一来# 仅把依赖于出口后用于外国出口产品的中间产品的工作包
含在内' 虽然该定义保证了工作的确是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也将自然资源型
工作包含在内"# 但他们却忽视了最终产品也构成全球供应链的情形# 或者其他
国内供应链的初始阶段外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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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全球供应链活动与劳动力市场$ 行业分析

本章第二节对全球供应链活动对选定劳动力市场指标!包括工资份额与技能
工资溢价" 所产生影响进行了估计' 本章所述的经验分析主要以两个数据来源为
基础# 这两个数据来源提供了关于全球供应链活动与选定劳动力市场指标的行业
层面数据$

!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附加值贸易数据库)

"

进口投入占总出口的比例!后向全球供应链活动")

"

用作进口投入# 以生产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出口产品与服务的份额!前
向全球供应链活动"'

!7"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

平均工资!按劳动力报酬与受雇人员之比计算")

"

平均劳动生产率!按附加值与受雇人员之比计算")

"

工资份额!按劳动力报酬与附加值之比计算")

"

技能工资溢价!按高技能工作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与低高技能工作者的平
均小时工资之比计算"'

这两个数据库在行业层面进行匹配# 将全球供应链活动的衡量指标与劳动力
市场指标相互关联' 分析覆盖了9G个行业!包括农业( 工业( 服务业三大行业
下的细分行业" 与I8 个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 分析包含了
9EE:年( 7888年( 788:年( 788G 年与788E 年的数据# 这些是两个数据库可提
供的数据的年份'

下列等式通过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估计得出$

EHK

0N-

k

!

l

"

.OP[D9QR

0N-

l

#%

0-

l

$%

N-

l

%

0N

l

%

0N-

在等式中# 根据所考虑的回归分析# <];代表平均工资的对数# 平均生产率
的对数# 工资份额或者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之比'

U/B[CSW5是后向或者前向全球供应链活动的衡量指标' 后向活动使用进口
投入占总出口的比例# 而前向活动则改为使用用作进口投入以生产其他国家出口
产品的出口产品与服务的份额' 鉴于两种指标之间能够观察到较高的相关系数
!8DI"# 这两个指标不会共同进入回归分析# 而是分别进入以避免任何因多重共
线性产生的任何问题'

/

1-

(

/

0-

(

/

10

与
/

10-

分别代表行业时间( 国家时间与国家*行业固定效应以及
特殊误差项' 1是行业指数# 0是国家指数# -是年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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