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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不平等和劳动世界：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 
1. 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自 2020 年初以来，

2019 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灾难性社会和经济后果，使这种担忧愈演愈烈，更
突显了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十年当中，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包括贫富
之间的纵向不平等和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不平等，在许多国家呈总体上升趋势或居高不
下。许多地方在缩小性别薪酬和就业差距方面踌躇不前，而基于性别的暴力则强势抬头。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危机凸显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大幅加深了现存的不平等。纵观劳动力市
场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不利因素，似乎全球疫情会以极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剧不平等和分化。 

2.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共识，即高度的不平等会造成不利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后果。高度不平等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大量民众无法满足自己或家人的需求，
无法为退休储蓄资金或在生病时无法享受保护。这意味着无法在男子和妇女、老年人和年轻
人、原住民、移民、残疾人和其他群体之间公平分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还意味着世界
各地的就业岗位是以报酬水平和社会及就业保护水平划分的。最近的文献表明，这些和其他
不平等现象会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 1 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环境退化， 2 迟滞
减贫努力， 3 削弱社会凝聚力，增加社会动荡或政局不稳的风险。 4 

3. 因此，减少不平等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5 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作为这项工作
核心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年议程》)，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
并呼吁实现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促进
性别平等；以及采取财政、工资和社会保护政策，以期逐步实现更广泛的平等。 6 多边机构
也加强了与促进平等相关的活动。例如，世界银行已将其职责范围扩大到消除极端贫困和促
进“共同繁荣”之外，力求促进最贫穷的 40%人口的收入增长。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
织)在一系列研究中记录了高度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并将不平等问题纳入其国别工
作。 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旗舰报告，启动了

 

1 Jonathan D. Ostry、Andrew Berg 和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工作人员讨论说明 SDN/14/02，2014 年。 
2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绿化就业》，2018 年；S. Nazrul Islam，“不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工作文件，第 145 号，2015 年。 
3 世界银行，《2016 年贫困和共同繁荣：应对不平等》，2016 年。  
4 经合组织，《压力之下：被挤压的中产阶级》，2019 年。 
5 虽然“包容性增长”概念的定义不一，但所有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即广泛分享经济增长的惠益和参与经济增长的
机会：基金组织，“如何在国别工作中就不平等问题采取行动”，2018 年 6 月。  
6 联合国大会，《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2015 年 10 月 21 日。  
7 世界银行网站。 
8 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收入不平等”，未注明日期。  

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IMF006/21122-9781498394284/21122-9781498394284/21122-9781498394284_A001.xml?language=en
file://ad.ilo.org/gva/NORM/V-RELCONF/PRODOC/Word/Chinese/Confrep/ILC109(2021)/IV/World%20Employment%20and%20Social%20Outlook%202018:%20Greening%20with%20Jobs,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28654/lang--en/index.htm
file://ad.ilo.org/gva/NORM/V-RELCONF/PRODOC/Word/Chinese/Confrep/ILC109(2021)/IV/:%20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6/10/02/tackling-inequality-vital-to-end-extreme-poverty-by-2030
https://www.oecd.org/social/under-pressure-the-squeezed-middle-class-689afed1-en.htm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C
http://www.shihang.org/zh/home
https://www.imf.org/en/Topics/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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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经济挑战的新方法倡议”和“包容性增长倡议”，并创建了机会与平等中心，作为对
不平等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平台。 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
致力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10 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也对不平等问题表示关切，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呼吁制定“促进平等的社会契约”， 11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提请注意阿拉伯
区域“对不平等问题认识严重不足的问题”， 12 非洲经济委员会指出，“非洲经济在过去 15
年的强劲增长，对减少非洲大陆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并无太大助益”， 13 而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正在建设更具包容性和公平的社会。 14 二十国集团和七国集团还在各种场
合承诺减少不平等，包括在 2014 年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首脑会议上承诺，到 2025 年将劳动
力市场参与率的性别差距缩小 25%。因此人们越发感到，尤其需要在经历新冠肺炎灾难的今
天采取行动，而且必须在国际一级采取统一协调的对策。 

一般性讨论 
4. 在第 334 届会议(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决定将关于“不平等和劳动世界”的一

般性讨论议题，列入国际劳工大会第109 届会议的议程，该会议最初定于 2020 年 6 月举行，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到 2021 年。劳工局在理事会第 323 届会议(2015 年 3 月)上首次提
出将此类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可能性，并对该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供理事会在包
括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2017 年 3 月和 2018 年 3 月举行的不同会议上审议。 

5. 减少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和推行机会均等与待遇平等原则，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职责和工作的固有内容。《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强调，“只有基于社会正义，才能建立普遍
和持久的和平”。此外，《章程》还呼吁推行同工同酬以及“确保所有人公平分享进步成果”
的政策。作为《章程》附件的《1944 年费城宣言》也提到了基于性别和种族等多种理由的机
会平等原则。 

6.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百年宣言》) 15 与减少不平等的议程高度
契合。它呼吁劳工组织“在第二个百年间必须进一步采取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法，
将工人的权利和所有人的需求、向往和权利置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核心，坚持不懈地
推进其章程赋予的社会正义使命”，并将私营部门确定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来
源”。《宣言》多次提及不平等问题，并特别指出，“世界许多地方持续存在的贫困、不平
等与不公正……对这些进步[即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对确保人人享有共同繁荣和体面劳动方
面均构成威胁”。《宣言》还强调了“利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的最大潜力，包括通过社

 
9 经合组织，“不平等”，未注明日期。 
10 开发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超越收入，超越平均，超越当下 —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不平等》，2019 年。  
1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该区域低估了不平等”，新闻稿，2019 年 11 月 28 日。  
12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反思阿拉伯国家的不平等》，2019 年。  
13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的贫困、不平等和就业 — 专家组会议和政策论坛”，亚的斯亚贝巴，2018 年 6 月 6 日
至 7 日。 
14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代的不平等”，2018 年。  
15 国际劳工大会第 108 届会议(2019 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 

http://www.oecd.org/inequality.htm
http://www.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_2019_overview_-_chinese.pdf
https://www.cepal.org/en/pressreleases/eclac-region-has-underestimated-inequality
https://www.unescwa.org/publications/rethinking-inequality-arab-countries
https://undocs.org/zh/ESCAP/74/42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40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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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话，以实现体面劳动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人人享有尊严、自我实现和所有人公正地分享
好处”的重要性。 

7. 多年来，劳工组织通过了为数众多的国际劳工标准，为所有人提供了体面劳动的途径，并与
当前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百年宣言》重申了制定、促进、批准和监督国际劳
工标准对劳工组织的根本意义，认为“国际劳工标准还需要顺应劳动世界的变化格局，保护
工人并兼顾可持续企业的需求，以及受到具有权威性且行之有效的监督的约束”。 

8. 此次一般性讨论的成果预计将有助于兑现《百年宣言》的承诺，并增强劳工组织在落实
《2030 年议程》中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包容、赋权和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 16《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注到世界上存在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机会、财
富和权力的巨大差距”。减少不平等被确定为《2030 年议程》的核心内容，这一目标在各种
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体现。目标 10 旨在通过例如财政、工资和社会保障政策，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目标 4 要求提供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目标 5 呼吁
实现性别平等；而目标 8 旨在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
确保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其他目标涉及平等获得经济资源、基本服务、财产和社会保护(目标
1)，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目标 3)，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有风险抵御
能力的基础设施(目标 11)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司法救济途径和法律身份，包括出生登记(目标 16)
方面存在的各类不平等。事实上，减少不平等的宗旨贯穿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体现在要
求按性别、年龄和城乡位置划分的具体目标当中，而这些因素都是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方面。 

9. 关于不平等问题和劳动世界的一般性讨论将补充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的两个
并行讨论：关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的周期性讨论和关于技能和终身学习的一般性讨论。讨
论成果还将为拟定在大会第 111 届会议(2023 年)上进行的关于社会保护(劳动保护)的周期性
讨论提供参考。考虑到属于劳动保护范畴的政策领域涉及广泛，关于不平等问题和劳动世界
的一般性讨论，将为突出 2023 年讨论的重点提供有益的指导。 

报  告 
10. 本背景报告全面审议了关于不平等和劳动世界的数据和研究，特别侧重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平

等的不利影响，以及从各国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新冠肺炎对策中汲取的卓见。其目
的是强调工作——反映劳动力市场条件、工人权利、劳动制度以及商业和经济表现的综合因
素——对理解不平等的核心作用。文中重点描述了收入的不平等这一了解个人及其家庭何以
谋生的关键，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来自某种形式的有偿劳动。对收入不平等所做
的多层面分析，考虑到影响相对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质量的各种劳动力市场驱动因素，同时
关注劳动力群体之间的持久和交叉分化，特别是基于性别、年龄、教育、移民身份、种族和
族裔、残疾、部落和土著群体以及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工人之间的分化。 

11. 报告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强调了不平等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并记录了不同形式不平等的最
新趋势。它表明，许多不平等——特别是反映形形色色其他不平等的收入不平等——在新冠肺

 
16 联合国，“秘书长在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9 年 7 月 16 日。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9-07-16/secretary-generals-remarks-opening-of-high-level-political-forum-ministerial-segment-delivered


8 不平等和劳动世界 
导  言 

 

炎危机之前已经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因为这场危机主要影响到那些已经处境不利或弱
势的群体。第二章回顾了在影响劳动世界不平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一系列重要和交叉层面，
并研究了自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这些重叠的不平等现象是如何突显或演变的。第三章审
议了可以减少这些不平等的措施和政策的实例，其中借鉴了新冠肺炎危机期间获得的经验。
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的可能设想。应当指出的是，本报告为了简化案文
并与统计惯例保持一致，“工人”一词的使用与就业状况无关，不仅包括有报酬的雇员，还
包括自营职业者和做贡献的家庭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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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不平等问题 
12.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突显了现存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和后果，并

导致不平等程度呈进一步加剧之势，使最弱势群体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低收入工人及其家
庭最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根据广泛记载，面对疫情对其健康的影响和造成的不利经济后果，
这些工人及其家庭最为无助，也受害最深。非正规经济工人的收入损失惨重，很少有或根本
没有机会获得社保待遇和其他收入支持。由于许多国家实行强制性封锁和其他政策，工作时
间的减少对低技能职业的影响大于对高薪管理和专业职业的影响。妇女不成比例地受到整个
经济部门关闭的影响，而这些部门的妇女占比过高，同时被归类为“关键”行业中的妇女又
过度暴露于病毒。通常在低收入群体中占比过高的少数族群和族裔，会受到比其他工人更严
重的冲击，往往会被进一步甩在后面。在这些群体当中，移民工人和残疾工人的处境尤为脆
弱。  

13.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人们就愈发担忧居高不下甚至往往有增无减的不平等程度带来的不利影
响，并认识到需要采取紧急和果断的行动，以减少不平等现象和确保未来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新冠疫情强化了这一紧迫感。虽然人们未能就不平等的程度达成可以接受的共识，但新冠肺
炎的后果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存在于许多国家的过度不平等，破坏了社会、环境和经济
进步。研究表明，高度不平等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侵蚀了民主、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导
致了环境退化，并对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使社会凝聚力受到破坏。这促使人们进一
步认识到，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扭转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确保人们未来更公平地共享经济
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机遇和利益。  

14. 本报告的第一章通过强调不平等的复杂性和记录不同形式不平等的一些近期趋势，为讨论不
平等问题和劳动世界提供了背景。第一节询问为什么不平等是一个重要问题，并简要综述了
关于高度不平等带来的后果的最新文献。第二节论述了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重性，重点
对纵向、横向和基于性别的不平等进行了区分。第三和第四节介绍了收入不平等的最新趋势，
而收入不平等作为衡量不平等的一个尺度，记录和反映了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两个章节
还重点研究了不平等的不规则性。最后一节探讨了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利用公共渠道提
供社会服务进行再分配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为什么不平等是一个重要问题 
15. 近年来，对不平等影响的研究日渐增多，对高度不平等的负面经济和环境后果的认识也有所

提高。过去，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有时被视为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自然副作用，可以通
过激励创新和创业以及提高储蓄和投资来积极影响经济增长。然而，包括基金组织和经合组
织在内的近期研究表明，高度不平等往往有损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这意味着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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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和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与更高程度的平等相关。 17 这主要是由于不平等对国内某些群体
的信任、健康、其技能和教育投资具有不利影响。这也是由于更高程度的不平等降低了用于
消费的收入份额(因为收入较高和较富裕的个人消费了其收入的较小份额)，这可能导致总需
求不足。 

16. 高度的收入不平等放缓了减贫速度。虽然经济增长有助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幅减贫，但持续
存在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意味着，尽管出现了这种经济增长，数百万低收入家庭仍然无
法充分支付其基本需求的费用。世界银行指出，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不减少国家内
部，特别是贫困人口高度集中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就无法实现到 2030 年消除绝对贫困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18 因此，只有结合达成减少不平等目标(目标 10)的努力，才能实现消
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 1)。实现最有效的减贫需要将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减少不平等相
结合。减少不平等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平和包容的社
会”的目标 16，以及全球卫生目标，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19 
研究还表明，高度不平等和贫困可能导致当地环境退化，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 20 

17. 高度收入不平等往往与低社会流动性相关。政策对话有时专注于确保所有人享有平等机会的
重要性，而非收入不平等本身。 21 然而在实践中，机会平等往往与收入平等相互关联。这意
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也是代际社会流动性较差、代际经济优势和劣势较为
明显的国家。 22 这表明，收入不平等和平等机会缺失可能具有同源性，政策对话应对此予以
考虑。 

18. 高度不平等削弱了社会凝聚力，增加了社会动荡和冲突风险。中产阶级强大和繁荣的公平社
会往往会体验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社会往往犯罪率较低，享有较高的信任度和生活满
意度，并受益于更大的政治稳定。 23 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也可能促进社会转型，例如向低碳经
济的过渡。 24 相比之下，在一些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的国家——尤其在平均收入停滞的情况
下——民众的不满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社会契约开始瓦解，削弱了公众对政策和制度的信

 
17 Ostry、Berg 和 Tsangarides，“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Federico Cingano，“收入不平等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经合组织社会、就业和移民问题第 163 号工作文件，2014 年。 
18 世界银行，《应对不平等》，第 2 页。 
19 劳工组织，《改善卫生服务行业的就业和工作条件：关于改善卫生服务行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三方会议讨论报告》，
TMIEWHS/2017 (2017 年)，第 17 段。 
20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Nazrul Islam，“不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  
21 机会均等是指一种情况，其中的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充分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Richard Tawney 的定义，引自
Anthony B. Atkinson，《不平等：能做些什么？》(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9 页))，或是指“个人无法控制的境况
(如家庭背景或性别)在决定结果的不平等中不起作用的情况”(John Roemer，引自 Atkinson，《不平等：能做些什
么？》)。 
22 Miles Corak，“收入不平等、机会平等和代际流动性”，载于《经济展望杂志》第 27 卷，第 3 期(2013 年)，第 79-102
页。  
23 经合组织，《压力之下》，第 3 页。 
24 Nazrul Islam，“不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Jean-Marie Baland、Pranab Bardhan 和 Samuel Bowles(编)，《不平等、
合作和环境可持续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 年)。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wqbC3s4fvAhUGohQKHWbDCmMQFjAAegQIARAD&url=http%3A%2F%2Fwww.oecd.org%2Fels%2Fsoc%2Ftrends-in-income-inequality-and-its-impact-on-economic-growth-SEM-WP163.pdf&usg=AOvVaw1l8L6JvZa6MdRqWQWyVWWC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wqbC3s4fvAhUGohQKHWbDCmMQFjAAegQIARAD&url=http%3A%2F%2Fwww.oecd.org%2Fels%2Fsoc%2Ftrends-in-income-inequality-and-its-impact-on-economic-growth-SEM-WP163.pdf&usg=AOvVaw1l8L6JvZa6MdRqWQWyVWWC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8921.pdf
https://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2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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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有时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25 在更极端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群体的持续不平等和歧视甚至
可能引发暴力冲突。 26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更具凝聚力的社会中，不太可能出现因极
端主义、政治动荡和制度脆弱引发的威胁”。 27 

19. 正如新冠肺炎的经验所揭示的那样，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似乎能够为应对流行病等外部冲击
做更充分的准备。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不平等和新冠疫情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双向互动
或反馈回路，与已经观察到的诸如艾滋病和疟疾等许多疾病和状况相当。下述的各种不平等
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工人及其家庭尤易受到新冠肺炎危机的影响。换言之，情况更清晰地显示，
高度不平等削弱了许多国家应对和适应外部冲击的复原力。与此同时，从本报告审议的证据
来看，此次疫情的可怕经济后果正在扩大和加剧这些不平等，如果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
在各国经济奋力从深度衰退中复苏之际，加剧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平衡。 

不同形式的不平等 

20. 在寻求解决不平等问题时，应考虑“不平等存在于哪些方面和哪些群体之间”的问题。 28 许
多不平等具有社会经济性质，既与获得卫生、教育或住房等基本服务相关，也与收入和生活
资料，特别是与就业有关的服务相关。关于减少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目标 10)，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和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融合，而不考虑任何与个人身份
(年龄、性别、残疾、种族等)相关的因素。 

21. 对不平等进行纵向(富人和穷人之间)和横向(社会不同群体或类别之间)划分是个好办法。近
年来关于纵向不平等的对话越来越多地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国家，最富有的 1%或
收入最高的 10%的人是怎样从最贫穷的 99%或收入最低的 90%的人中脱颖而出，改善其处
境的？还有大量文献关注生活相对贫困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赶上或进一步落后于各自国家
的中产阶级。当人口中的一些群体发现自己因性别、肤色或信仰等明显特征而处于不利地位
并受到歧视时，就会出现横向不平等。 29 最近，公众越来越关注种族或族裔不平等以及移民
和国民之间的裂痕。关于城乡之间以及最近出现的超大城市和位处边缘的较小城市之间的空
间不平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22. 性别不平等是当今形式最为广泛的不平等之一。性别不平等贯穿不平等对话始终，并进而渗
入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30 性别不平等往往植根于
对社会上的妇女、其工作价值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的歧视和根深蒂固的成见。妇女和
女童仍然承担着绝大部分的无酬照护工作。妇女每天平均从事 4 小时 25 分钟的无酬照护工
作，而男性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仅为 1 小时 23 分钟。此外，21.7%的妇女全职从事此类工

 
25 经合组织，《压力之下》，第 27-28 页。 
26 Frances Stewart(编)，《横向不平等与冲突：理解多民族社会中的群体暴力》(英国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08
年)。  
27 世界银行，《应对不平等》，第 3 页。 
28 Atkinson 在《不平等：能做些什么？》中强调了这一点。  
29 Stewart(编)，《横向不平等与冲突》。 
30 经合组织，《追求性别平等：一场艰难的战斗》，2017 年，第 17 页。  

https://www.palgrave.com/gp/book/9780230516809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281318-en.pdf?expires=1614186506&id=id&accname=ocid195767&checksum=21ABF666974EC61803BD4D8CAB0A9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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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男性为 1.5%。 31 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也仍然普遍存在，据联合国一家机构估计，
在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全世界有 2.43 亿女童和妇女遭受家庭暴力。 32 最近反
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的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这些不可接受的做法的认识，因为这
些做法剥夺了女童和妇女的尊严，损害了她们的安全和健康。 

23. 纵向和横向不平等的概念使人们有可能认识到，处于不同种类不平等交汇点的人们面临的不
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交叉性”的概念恰当反映了基于不同个人特征的不平等
累积叠加的复杂形式。 33 事实上，当人们属于多个弱势群体时，就会出现不平等的特殊动因。
例如，城乡、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交叉，往往将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置于特别脆弱的境
地。 

24. 一些不平等早在个人进入劳动世界之前就开始了，并限制了他们的机会。对许多人来说，不
平等的经历始于出生时或年幼时期，因贫困、性别、家庭背景或其他因素(包括缺乏法律地位
或身份)而造成获得医疗、扫盲教育或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就业机会
和收入的减少。特别是许多女童在获得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面临机会的不
平等和挥之不去的性别成见。同样，来自少数民族、土著和部落群体或偏远农村地区的女童
和男童，在获得优质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方面往往面临巨大障碍。反之，其他人则生而具有
多重优势，使他们更易于在人力资本建设和劳动力市场领域占得先机。 

25. 机会的不平等不应转移对结果不平等的关注。有一种促进平等的方法完全聚焦于为所有人创
造平等机会的思路，力求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性别、种族、出生地、家庭背景和个人无
法控制的其他特征不会影响或损害一个人的前途， 34 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充分享受其
拥有的这些权力”。 35 然而，对机会的关注不应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对结果不平等的重要性
视而不见。事实上，高度的不平等使下一代的平等机会更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今天的高度
不平等往往会降低明天的社会流动性。正如已故不平等问题专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关心明天的机会平等，我们就需要关心今天的结果不
平等”。 36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26. 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反映了许多其他相关或潜在形式的不平等。近年来，收入不
平等已逐步成为政策对话的焦点。然而，收入不平等与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相关，其中包
括机会、医疗或教育的不平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就像一面棱镜，揭示了许多
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包括劳动世界中产生的不平等。  

 
31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劳动世界未来》，2019 年，第 13 页。 
32 联合国妇女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影子流行病”，2020 年 4 月。  
33 Coleen Sheppard，“劳动世界中的多重歧视”，劳工组织第 66 号工作文件，2011 年，第 4 页。  
34 见世界银行网站。 
35 此定义由 Tawney 提出，引自 Atkinson 的《不平等：能做些什么？》第 9 页。 
36 Atkinson，《不平等：能做些什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74831.pdf
https://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2020/4/statement-ed-phumzile-violence-against-women-during-pandemic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70015.pdf
http://www.shihang.org/zh/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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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千差万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最为严重。收入不平等通常以所谓
基尼系数加以衡量，在一个基尼系数为 0 的完全平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收入，而
在一个基尼系数为 100 的最不平等的社会中，一个人占有全部收入。在现实生活中，可支配
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从不平等程度最低国家的 25 以下到不平等程度最高国家的 60 以上不等。
在较贫穷的国家，基尼系数往往达到更高水平，并呈现更大的可变性。 37 例如，没有一个高
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 40，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高于这一水平。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基尼系
数约为 32，而中低收入国家的这一系数在 40 左右。 38 

28. 尽管一些国家成功地减少了收入不平等，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依然是世界上两个最不
平等的区域。 39 从基尼系数(图 1)和收入最高的 10%的人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图 2)来看，
这两个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比例最大。在拉丁美洲，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增长高于平均水平，自 1990 年代以来，包括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厄瓜多尔、尼加拉
瓜和秘鲁 40 等高基数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出现下降。在数据仍然匮乏的非洲，自 1990 年代以
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喜忧参半——卢旺达和南非的不平等程度明显上升， 41 而布基纳法索和
马拉维的不平等程度则有所下降。 42 亚洲的不平等的平均水平仍低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收入不平等加剧，虽然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但也导致了
更大的收入差距。 

 
37 Carlotta Balestra 等，“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现象：为包容性增长政策对话提供信息”，经合组织统计工作文件
2018/13，2018 年。  
38 劳工组织的计算依据的是：Frederick Solt，“2018 年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2020 年 10 月 5 日查阅。 
39 另见世界银行，《应对不平等》；和 Gabriel Zucman，“全球财富不平等”，《经济学年度评论》，2019 年，第 11
期，第 109-138 页。Zucman 认为，对富裕精英收入份额的衡量低估了不平等的加剧程度，因为金融全球化使衡量顶层财
富变得困难。 
40 Julián Messina 和 Joana Silva，《拉丁美洲的工资不平等：了解过去，为未来做准备》(世界银行，2018 年)。 
41 世界银行，《应对不平等》，第 11 页。 
42 见 Frederick Solt，“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inequalities-in-emerging-economies_6c0db7fb-en
https://fsolt.org/swiid/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pdf/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218-025852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pdf/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218-025852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501531515414954476/pdf/122492-PUB-Dec28-2017-PUBL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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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不同区域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 

 
注释：本数据集统一了不同来源的观察结果。其中大多为 2016 年或 2015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Frederick Solt，“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载于《社会科学季刊》第 97 卷，第 5 期(2016 年)，第
1267-1281 页。 

 图 2. 各区域收入最高的 10%人口的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收入最高的 10%人口的收入占比”，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20 年 2 月 10 日查阅。  

 

欧洲和中亚 亚太 

美洲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欧洲和中亚 亚太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美洲 

https://databank.shihang.org/reports.aspx?source=2&series=SI.DST.10T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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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自 1980 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 43 在经合组织国家，
收入最高的 10%人群的平均收入几乎是收入最低的 10%人群的 10 倍，而 1980 年代的比例
为 7:1。 44 此外，从 1988 年到 2008 年，工业化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 3 个百分点(从
30 升至 33)。 45 在 1990-2015 年期间，在 140 个国家当中，77 个国家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
平等程度有所加剧。然而，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自 1980 年代以来，法国以基尼系数衡量
的不平等程度保持稳定，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不平等程度在 1980 年代显著升
至相对高点后保持平稳，并在近几年有所下降。此外，北美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幅度大大
高于欧洲。 46 

 图 3. 1990-2015 年期间基尼系数的演变  

 
注释：< =–5：基尼系数下降 5 个百分点或更多；–1 至–5：下降 1 至 5 个百分点；–1 比 1：下降 1 个百分点至增加 1 个百
分点；1 至 5：增加 1 至 5 个百分点；> =5：提高 5 个百分点或更多。 

资料来源：Frederick Solt，“2018 年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2020 年 10 月 5 日查阅。 

 
43 亦见 Salvatore Morelli 等，“1970 年后国内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分配手册第 2 卷》
(2015 年)，第 593-696 页。 
44 经合组织，《了解欧洲的社会经济分化》，2017 年。 
45 世界银行，《应对不平等》。 
46 Facundo Alvaredo 等(编)，《2018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Belknap 出版社，2018 年)。 

 

美洲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欧洲和中亚 亚太 

https://fsolt.org/swiid/
https://reader.elsevier.com/reader/sd/pii/B9780444594280000096?token=1F62FCBE11CD847E96886604EEE88D850529DDCF33A6AC04A41ECD288981A6BD53533FFF9F0626472BEBDE7E4E7848F5
https://www.oecd.org/els/soc/cope-divide-europe-2017-background-report.pdf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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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趋势伴随着中产阶级遭受缓慢侵蚀的过程。 47 经合组织估
计，平均而言，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定义为收入占国民收入中位数 75%至 200%的家庭)的
人口比例，从 1980 年代中期的 64%下降到 2010 年代中期的 61%。这种侵蚀在加拿大、芬
兰、德国、以色列、卢森堡、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最为严重。 48 由于在过去的 20 年里，这
些国家房价上涨速度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在中等收入家庭出生和成长的年轻一代可能
会发现，未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颇具挑战性。 49 

31. 虽然本报告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为重点，但全球收入不平等仍然构成巨大挑战。世界不平等
数据库的数据 50 显示，尽管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高
收入国家的增长，但自 1980 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穷国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出
现了分化。通过将全球收入趋势分解为从最贫穷到最富有的世界收入分配百分位，就有可能
了解收入增长的不同模式如何影响到世界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图 4 展示了这种得到广泛认可的
所谓“大象曲线”的全球不平等现象。 51 它显示自 1980 年代以来，最富有者的累积收入增长
最为显著，最贫穷人群(大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则相对较弱，而处于第 70 至第 90 百分位之间
的群体则弱得多(因为高收入国家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
国的快速收入增长反映在第 20 百分位上下，但也远远低于最富有者的累积收入增长。然而，
最近的分析显示，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收入最高的 1%人群的总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52 

 
47 Daniel Vaughan-Whitehead(编)，《正在消失的欧洲中产阶级？来自劳动世界的证据》(Edward Elgar 出版社/劳工组织，
2016 年)。 
48 经合组织，《压力之下》。 
49 关于美国，见 Robert B. Reich，《拯救资本主义：为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Vintage 出版社，2016 年)。 
50 见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51 最初由 Christoph Lakner 和 Branko Milanovic 开发，“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的倒塌到大衰退”，《世界银行经济
评论》第 30 卷，第 2 期(2016 年)，第 203-232 页。 
52 Branko Milanovic，“失去了象鼻的大象：亚洲持续增长，但金融危机后收入最高的 1%增速有所放缓”，VOX，CEPR，
2020 年 10 月。  

http://www.wid.world/zh/home-cn/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doi/pdf/10.1093/wber/lhv039
https://voxeu.org/article/continued-growth-asia-slowdown-top-1-growth-after-financial-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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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大象曲线：1980-2016 年世界各区域总收入增长百分位 

 

注释：实际收入增长是指人口每百分位的增长。底部百分位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收入接近于零。 

资料来源：Facundo Alvaredo 等，“全球不平等与政策：全球不平等与增长的大象曲线”，《AEA 论文和议事录》第
108 卷，图 2(2018 年)。 

32. 新冠肺炎危机之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生产力增长，已使 12 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不
幸的是，此次疫情危机将使成百上千万人返贫。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生活极端贫困者(以
购买力平价计算每日不足 1.9 美元)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36%大幅降至 2017 年的 9%——相当
于从 19 亿减至 6.89 亿。 53 这一下降主要归功于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收入增长，该区域 1990
年的赤贫人口约占到世界的一半，但到 2017 年绝对贫困几乎绝迹。不幸的是，全球贫困预
计会因新冠肺炎危机而再度大幅上扬，首次逆转 20 多年来的部分努力成果。 54  

国内不平等的不规则性  
33. 在世界大多数区域，妇女在最贫穷人口中的占比过高，而在最富有人口中的占比过低。世界

银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妇女所受待遇尤为不公， 55 这可能反映出
这些区域获得优质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性别收入的差

 
53 本段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20 年贫困和共同繁荣：财富的逆转》，2020 年。 
54 Mohamed Buheji 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贫困的社会经济影响程度：全球综合多学科综述”，《美国经济学杂志》
第 10 卷，第 4 期(2020 年)：第 213–224 页。  

David Laborde、Will John Martin 和 Rob Vos，“评估新冠肺炎的贫困影响：米拉格罗德普和波瓦纳框架”，国际粮食政
策研究所技术说明，2020 年。  

Andy Sumner、 Chris Hoy 和 Eduardo Ortiz-Juarez，“关于新冠肺炎对全球贫穷影响的评估”，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
济学研究所工作文件 2020/43，2020 年，第 800-809 页。 

Giovanni Valensisi，“新冠肺炎和全球贫困：最不发达国家被甩在后面了吗？”《欧洲发展研究杂志》第 32 卷，第 5 期
(2020 年)：第 1535–1557 页。 

世界银行，“关于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对贫困影响的预测”，2020 年 6 月。 
55 世界银行，《2020 年贫困和共同繁荣》(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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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pandp.20181073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4496/9781464816024.pdf
http://article.sapub.org/10.5923.j.economics.20201004.02.html#Sec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3322689_COVID-19_risks_to_global_food_security
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orking-paper/PDF/wp2020-43.pdf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461601591649316722/Projected-poverty-impacts-of-COVI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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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见第二章)。这不仅是妇女在社会正义方面遇到问题，而且会因为妇女的贫困而增加儿童
面临保健和食物严重匮乏的可能性。 56 开发署的性别社会规范指数显示，歧视性信仰令世界
上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妇女遭遇不公，包括认为大学对男人比女人更重要，男性的就业权应大
于女性， 57 从而助长了资产(如资本或土地)占有方面的严重性别不平等，也导致妇女在世界
最富有人群中比例不足。一些国家不赋予已婚男女平等的财产所有权。新冠肺炎疫情和相关
的衰退正在加剧男女有偿和无偿工作，包括护理工作方面的已有不平等，并有可能逆转国际
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58  

34. 一些特定群体——民族或种族群体、土著和部落居民以及移民——在低收入家庭中往往占比过
高，不成比例地遭受不平等待遇。2015 年，南非 40%的总收入不平等可以归咎于种族原
因。 59 巴西白人男子的低收入发生率最低，而非洲裔巴西妇女的发生率最高。 60 在美国，非
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最低。 61 在马来西亚，2002 年至 2014 年间收入不平
等的减少，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族裔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62 土著和部落居民更有
可能承担不平等的重负，在世界各地继续面临歧视、排斥和边缘化。 63 据劳工组织估计，土
著居民人口为 4.77 亿，占世界人口的 6%，但占绝对贫困人口的 19%。 64 在许多国家，尽管
移民工人的劳动力参与率通常很高，但移民的低收入家庭占比相对较大。在欧洲，来自欧盟
以外的劳务移民面临的贫困风险数倍于欧盟国民，而且平均收入水平往往较低。 65 在阿拉伯
国家这一劳务移民比例最大的次区域，移民和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尤为明显。 

35. 主要存在于城乡、大小城市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空间不平等，也会导致社会分裂和不平等感
日益加剧。五分之四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66 农村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 48%，更令农
村生活雪上加霜。此外，近年来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穷人比例过高的情况有增无减。而某些区
域的这一比例又高出很多(例如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反映出这些区域许多国家的城市化

 
56 Hans Ekbrand 和 Björn Halleröd，“性别平等程度越高，儿童贫困现象越少？对 49 个中低收入国家营养不良和卫生匮
乏的多层次分析”，《世界发展》第 108 卷(2018 年)：第 221-230 页。 
57 对 31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和瑞典是仅有的几个在具体指标回复中，没有明显性别偏见的男性比例
接近或超过一半的国家。见开发署，《2020 年人类发展视角：制定社会规范：性别不平等的游戏规则改变者》，2020 年。 
58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五版》，2020 年 6 月；劳工组织，《工作中的
妇女倡议：争取平等》，国际劳工大会第 107 届会议，报告 I(B)，2018 年。 
59 世界银行，《南非经济最新消息：就业和不平等》，2018 年，第 26 页。  
60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国际发展学会和教科文组织，《2016 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挑战不平等 — 通往公正世界的道路》，
2016 年，第 56 页。 
61 Rakesh Kochhar 和 Anthony Cilluffo，“关于美国种族和族裔群体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调查结果”，皮尤研究中心，
2018 年 7 月 12 日。 
62 Muhammed Abdul Khalid 和 Li Yang，“马来西亚的收入不平等和种族分裂：来自分配型国民账户的证据(1984-2014
年)”，世界不平等实验室，《问题简报》，2019 年第 5 号，第 4 页。 
63 世界银行，《二十一世纪的土著拉丁美洲：第一个十年》，2015 年。 
64 劳工组织，《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第 169 号)：迈向包容、可持续和公正的未来》，2020 年。 
65 欧洲投资银行，“移民与欧盟：挑战、机遇、欧洲投资银行的作用”，2016 年 4 月 13 日。  
66 世界银行，《2020 年贫困和共同繁荣》。  

https://reader.elsevier.com/reader/sd/pii/S0305750X1830038X?token=2C6C69E0CA6DCC5CAAE3AC333F381F7C3A9AC8954FB4F61057E8BC68A73C3B08D00ABAE402326D9FC7A898970F6E2B80
https://reader.elsevier.com/reader/sd/pii/S0305750X1830038X?token=2C6C69E0CA6DCC5CAAE3AC333F381F7C3A9AC8954FB4F61057E8BC68A73C3B08D00ABAE402326D9FC7A898970F6E2B80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_perspectives_gsni.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939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3012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30129.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68961522944196494/South-Africa-Economic-Update-jobs-and-inequality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8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7/12/key-findings-on-the-rise-in-income-inequality-within-americas-racial-and-ethnic-groups/
https://wid.world/document/wid_issue_brief_2019_9-pdf
https://wid.world/document/wid_issue_brief_2019_9-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45891467991974540/Indigenous-Latin-America-in-the-twenty-first-century-the-first-decade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5607.pdf
https://www.eib.org/en/publications/migration-and-the-eu-challenges-opportunities-the-role-of-e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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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低，农业就业比例较高。 67 城乡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农村地区的居民还在
获得教育和医疗以及数字接入等公共服务方面，面临更多不平等。在对 65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
分析中，城乡不平等占所有不平等的 4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68 这种空间不平等往往
会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公共社会服务 
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36. 一个国家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可以重新分配收入，使家庭在可支配收入方面享有更高度的

平等。家庭的“初次收入”(或“市场收入” 69)由就业收入(领薪就业或自营职业)和财产收入
(如资本利息或土地租金等)组成。市场收入不考虑税收或转移支付。家庭的二次收入(或可支
配收入)相当于市场收入外加国家的转移支付(如儿童补助和养老金)，减去家庭缴纳的税赋(见
图 5 和专栏 1 提供的定义)。再分配的发生率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征收和分配的税款数额，
以及税收和转移支付的累进性，换句话说，高收入人群在多大程度上比低收入人群缴纳更大
比例的所得税，而低收入家庭在多大程度上比高收入家庭成比例地更多受益于转移支付。 70 
近年来，许多国家通过减少税率等级、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或采用统一税制， 71 逐步降低累进
程度。 72 可以在转移支付一侧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其中包括儿童和家
庭、生育、失业、工伤、疾病、老年、残疾和幸存者以及医疗等福利待遇。社会保护制度通
过混合缴费型计划(社会保险)和包括社会救助的非缴费型税收资助福利，满足所有这些领域
的需求。 73  

 
67 世界银行正在努力推进“城市化”定义和衡量的统一，以提高各国估计值的一致性；见世界银行，《2020 年贫困和共同
繁荣》。 
68 Alwyn Young，“不平等、城乡差距和移民”，《经济学季刊》第 128 卷，第 4 期(2013 年)，第 1727-1785 页。 
69 市场收入的统计定义与初次收入的定义仅略有不同；这两个术语在本报告中用作同义词。 
70 见 Keeley Brian，“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载于《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第 4 章，经合组织洞察(巴
黎：经合组织出版社，2015 年)。  
71 Salvador Barrios 等，“统一税率国家的累进税制改革”，Euromod 工作文件系列 EM 2/19，2019 年。 
72 累进税制要求收入较高(或财富较多)者向政府总收入贡献较高的收入(或财富)份额。Malte Luebker，“再分配政策”，
载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不平等：在 21 世纪建立公正的社会》，Janine Berg 编(Edward Elgar/劳工组织，2015 年)。 
73 劳工组织，《2017-2019 年世界社会保障报告：全民社会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 年，第 2 页。 

https://academic.oup.com/qje/article/128/4/1727/1850694
https://www.google.ch/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jjkqO3sI_vAhUNG-wKHZdRA9EQFjACegQIAhAD&url=https%3A%2F%2Fwww.oecd-ilibrary.org%2Fhow-does-income-inequality-affect-our-lives_5jrp3ptqnnzt.pdf&usg=AOvVaw396DhxtFKJ9hvWfaJSvaG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6724543_Progressive_Tax_Reforms_in_Flat_Tax_Countries
https://econpapers.repec.org/bookchap/elgeebook/16143.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38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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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形成初次和二次收入(或“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因素 

 

 专栏 1. 什么是家庭收入?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指出：“家庭收入包括家庭或家庭个别成员每年或更频繁地收到的所有现
金、实物或服务收入，但不包括意外收入和其他此类非经常性和通常一次性的收入。” 1 根据这一
定义，家庭收入的组成部分是： 

• 初次收入：参与生产过程获得的收入， 2 体现为： 

ο 就业收入(工资和自营职业收入)； 
ο 财产收入，来自非金融和金融资产(利息、股息等)；以及 
ο 用于自我消费的家庭服务产生的收入 3 (自住房屋家庭服务、无偿家政服务等的价值)。 

• 二次收入：税后(如所得税和财产税)和转移支付(社会缴款、社会福利、社会援助和其他社
会转移支付)收入/扣除后的可支配收入。 4 

• 三次收入：外加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支出项收益的可支配收入。 5 
1 劳工组织，《家庭收入和支出统计》，报告二，第十七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2003 年。2 欧盟统计局，“词
汇：初次收入账户的分配”，未注明日期。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堪培拉家庭收入统计小组手册》，2011 年。
4 欧盟统计局，“词汇：二次收入账户的分配”，未注明日期。5 开发署，《人类分裂：对抗不平等》，2013 年。 

 

37. 收入再分配本身减少或抵消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多国家目前不平等程度走高
的趋势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有限的财政资源，相对局限了许多经济高度非正规化的发展
中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的空间。问题在于，非正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
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外，这意味着虽然非正规经济规模很大，但税收水平很低。应当指出，
对其中一些国家而言，汇款作为一种转移支付形式和低收入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有助于降

 

https://unstats.un.org/unsd/EconStatKB/KnowledgebaseArticle10347.aspx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humanity-divided--confronting-inequality-in-developing-count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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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平等程度。 74 图 6 显示，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的再分配水平也低得多。其次，许多国家，
包括那些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业已加剧，而
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则已减弱。  

 
74 Zsóka Kóczán 和 Franz Loyola，“移民和汇款如何影响不平等？墨西哥案例研究”，基金组织工作文件，WP/18/136 
(2018 年)。 

https://www.imf.org/%7E/media/Files/Publications/WP/2018/wp18136.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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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标准(基尼系数， 
 选定国家，最近一年，按最小到最大差异排列)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收入分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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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共社会服务开支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见图 7)。许多国家的国民不得不支付
(但有时无力支付)大量资金来满足医疗或优质教育等需求，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免费提供
这类服务，作为税收资助的公共福利。“三次收入”在收入分配中增加了这类实物福利和应
享待遇(见专栏 1)。 75 公共社会服务的提供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因为被迫在市场上购买这些
服务的低收入家庭，将支付比高收入家庭更大比例的收入。此外，幼托或长期照护等公共保
健服务的缺失，会影响妇女从事有偿工作的能力(鉴于照护从业者人选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
象)，并导致其整个工作生涯的收入和待遇下降。  

 图 7. 初次、二次和三次收入分配 

 

39. 第一章描述了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上升，以及疫情怎样进一步突
显和加剧了不平等的情况，说明不平等已日益成为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以确保迈向以人为
本的复苏之路和劳动世界未来。疫情爆发之前，人们对不平等的担忧就在不断加深，而新冠
肺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疫情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高度不平等会造成
负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新冠肺炎危机表明，高度不平等还会削弱社会应对流行病的
复原力，在不平等和流行病之间形成一个令人担忧的反馈回路——除非采取果断行动，否则
很可能导致不平等剧增的前景。 

40. 可以通过税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手段降低收入不平等，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
此外，现存的许多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和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并非都
可以通过再分配予以减少或消除。因此，有必要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和减少劳动世界的不平等。 

 

 
75 Luebker，“再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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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不平等和劳动世界的作用 
41. 千变万化的劳动世界对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世界各国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社会服务

进行再分配后的可用收入，依然具有不平等的特点，只有采取行动解决收入初次分配问题，
才能消除这种不平等。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劳动机构和无论是有偿就业还是自营职业的工
作性质，都会对机会、结果和待遇的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广泛的工作机会和劳动
收入，世界上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都将枯竭。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和待遇平等，社
会不同群体就不会享有性别平等和公平。不消除现有的社会保障差距，就不可能提供全民社
会保护。不使非正规经济走向正规化，就不可能获得体面劳动的机会。不将生产力的增长、
技能的提高和体面的工作相结合，就不可能实现向上趋同。此外，虽然一些不平等产生于劳
动世界，但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例如获得优质教育、医疗或住房的机会不平等)则远远超出了
劳动世界的范围；然而其后果却可在劳动世界中得到缓解或放大。 

42. 本章回顾了对劳动世界的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关键的叠加因素。虽然影响劳动世界
不平等程度的因素很多，但本报告不可能面面俱到，本章侧重于工作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分
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程度；作为不平等主要根源的非正规性的程度；企业的
生产力水平和其间的差异；社会保护方面的差距；以及合同安排对不平等的影响。 

43. 本章还尽可能提供信息，说明自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这些现有的叠加不平等现象是如何
暴露或演变的。首先，从事低薪和无保障工作或低收入自营职业的工人，不仅会首先失去工
作，而且会因为没有可依赖的储蓄而在失业或患病后迅速陷入贫困。其次，受新冠疫情冲击
的影响，女性处于比男性更为不利的地位——不仅仅因为女性主要从事的照护、社会护理和
家务工作增加了她们感染新冠肺炎的机会，需要在学校和儿童保育机构关闭时承担更多育儿
工作，还会首当其冲地受到雇主缩减工时的影响。第三，正规就业以外的工人——低收入国
家的绝大多数工人——往往不得不冒着极高的健康风险继续工作，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不能依赖收入替代或储蓄。这些群体中的青年工人、移民和少数民族或部落和土著社区群体
的处境尤为不利。此外，许多以往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暴跌。新冠肺炎危机还揭
示了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现存的巨大差距，以及缩小这些差距的迫切必要性。本章还记录了
不同形式的合同安排和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不平等的工作和劳动收入分配 
44. 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也有数百万工人受到失业影响。与生产性就业机会相关的不平等，会

导致个人在社会上遭受诸多其他不平等。据估计，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 2019 年，全球的
失业人口已达 1.88 亿，相当于失业率为 5% (女性 6%，男性 5%)。此外，年轻人的失业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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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近三倍。 76 当个人或某些群体更有可能失业时，其收入前景就会破灭。在某些情况下，即
使获得了就业机会，部分人的工资也很低，无法满足他们及其家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获得
食物、医疗、教育或体面住房方面的需求。经合组织指出，就业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收
入不平等(以基尼系数衡量)就会减少 0.65 个百分点。 77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那些难以获得就
业或从事低收入和不稳定工作的人，在危机面前首当其冲。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 2019 年
同期相比，并根据对 2020 年前两个季度七个中高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转型的观察，女性、
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低收入者较难以保住工作，从而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和脆弱
性。 78 

45. 虽然失业是一个广泛采用的指标，但这一衡量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指标不太适用于部分国
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们应对缺少正规经济工作机会的方式是非正规就业或消极无
为，而非失业。劳工组织率先推出了一项更全面的劳动力利用不足的衡量标准，除了失业人
员之外，该标准还考虑到希望延长有偿工作时间的在职人员(“与工时相关的就业不足”)，
以及希望工作但未积极求职或暂无法就职的失业人员(“潜在劳动力”)。2019 年，这一综合
衡量得出的结果占全球劳动力的 13.1%(4.73 亿人)，其数字远高于失业率(5%)。其中包括
1.65 亿与工时相关的就业不足人口和大约 1.19 亿潜在劳动力，还包括 1.88 亿失业人口。 79 
这一结果在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当中占比极大(20%，而失业率为 4%)，表明人们获得有偿工作
机会之路障碍重重。  

46. 劳动者工资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不平等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在许多高收入国家，
日益加剧的工资不平等——收入分配顶层的收入大幅增加，而教育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底层工
人的相对工资停滞或下降 80——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最重要因素。 81 
相对而言，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有偿就业的工资是这类国家最大的家庭收入来源，平均占 70%
至 80%。 82 在许多国家，日益加剧的工资不平等伴随着工作两极分化，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
工作的减少，迫使许多工人从事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作，或者彻底失业。 83 在一些中等收入国
家，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减少推动了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多个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实行正规化而
大幅增加收入分配底层的工资，同时缩小城乡之间、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之间的工资差距，
被视为推动工资不平等自 1990 年代末以来下降的要素之一。 84 

 
76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0 年趋势》，2020 年。 
77 经合组织，《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不平等为何不断加剧》，2011 年。 
78 Janine Berg 和 Sergei Soares，《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劳动力市场转型：谁能忍受，谁不能忍受，以及对不平等的影响》，
即将出版。 
79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0 年趋势》。 
80 经合组织，《理解欧洲的社会经济鸿沟》。 
81 经合组织，“行动的时候到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经合组织政策简报，2017 年；Luebker，“再分配政策”。 
82 劳工组织，《2014/15 年全球工资报告：工资和收入不平等》，2015 年，第 xvii 页；另见：Edward Webster、Imraan 
Valodia 和 David Francis (编)，《走向南方应对不平等的方法：南非和全球南方的不平等研究》(Routledge，2020 年)。 
83 经合组织，《经合组织 2019 年就业展望：劳动世界的未来》，2019 年，专栏 3.1。 
84 Julián Messina 和 Joana Silva，《拉丁美洲的工资不平等》；Carlos Rodríguez-Castelán 等，“了解拉丁美洲劳动收
入不平等的动因”，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7795 号，2016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4455.pdf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0/WCMS_734455/lang--en/index.htm
https://www.oecd.org/els/soc/understanding-the-socio-economic-divide-in-europe-26-january.htm
https://www.oecd.org/inclusive-growth/Policy_Brief_Time_to_Act.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59568.pdf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ee00155-en.pdf?expires=1614680193&id=id&accname=ocid195767&checksum=36247B5EDA1F92536D7CE9FA8AAF910B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501531515414954476/pdf/122492-PUB-Dec28-2017-PUBLIC.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61751471274897849/pdf/WPS7795.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61751471274897849/pdf/WPS77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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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国家内部某些群体极低的劳动收入加剧了横向不平等。当人们属于多个群体时，就会出现不
平等的特殊推动因素，产生累积劣势的“交叉性”。 85 除了女性和非正规经济工人之外，面
临工资差距或工资惩罚的群体(下文将讨论这些群体)通常包括： 

• 持续遭受工资差距和工资歧视困扰的种族或族裔群体成员。例如在 1980 年至 2015 年间，
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的种族工资差距未见改善：据估计，1980 年分别为 27%和 29%，
2015 年分别为 27%和 31%。 86 

• 农村社区居民。往往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空间不平等以农村工资差距为特点，例如
在考虑到教育差异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差距平均为 32%，而乌干达为 60%。 87 印
度 2011-2012 年的数据显示，城市地区的日工资是农村地区的两倍多。 88 

• 移民工人，与具有类似特征的国民相比，其工资通常过低。劳工组织的新数据显示，在高
收入国家，移民平均工资差距为 12.6%，而劳动力市场特征仍无法解释其中 10 个百分点
的差异。 89 

• 残疾人的就业率较低(平均为 36%，而非残疾人为 60%)，并且存在残疾工资差距(西班牙为
12%，美国为 14%，智利为 16%)。 90 

• 土著和部落居民的收入比非土著居民平均低 18.5%，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为 31.2%，北美洲为 7.9%)。 91 

48. 新冠肺炎危机导致就业和劳动收入急剧下降，不同类别工人的降幅迥异。劳工组织估计，
2020 年流失的全职等效工作岗位达 2.55 亿个， 92 包括裁员以及缩减工时造成的流失。如果
不考虑新冠疫情期间收入支持措施，劳工组织估计，2020 年全球劳动收入比 2019 年下降了
8.3%，达 3.7 万亿美元。 93 许多在当前危机中失业的人已退出劳动力市场(71%的就业岗位
流失导致不活跃)，要么是因为在实行封锁措施的情况下积极求职受阻，要么是因为面对前所
未有的岗位流失而丧失信心。未就危机对人们通过就业赚取收入能力的全面影响进行衡量，
说明了为什么 2020 年的全球失业率稳定在 5.4%的原因。在法国等国家，失业率甚至由于不
活跃程度的增加而下滑。 9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勉强保住工作和收入的人大多从事正规
经济活动，并从包括集体谈判在内的社会对话中受益匪浅。  

 
85 Coleen Sheppard，“劳动世界中的多重歧视”。  
86 Eileen Patten，“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的种族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皮尤研究中心，2016 年。  
87 Patricia Jones、Olivia D’Aoust 和 Louise Bernard，“非洲城市的工资溢价”，载于《非洲的工资不平等》，Shirley 
Johnson-Lans 编(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Cham，2017 年)。 
88 劳工组织，《印度工资报告：体面工作和包容性增长的工资政策》，2018 年，第 14 页。 
89 劳工组织，《移民工资差距：理解移民和国民之间的工资差异》，2020 年。  
90 联合国，《残疾与发展报告：到 2018 年为残疾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8 年。 
91 劳工组织，《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2020 年。 
92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七版》，2021 年 1 月。 
93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七版》。 
94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2020 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受到封锁的影响”。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1/racial-gender-wage-gaps-persist-in-u-s-despite-some-progress/
https://urbanisation.econ.ox.ac.uk/materials/papers/90/urbanwagepremiumjonesdaoustbernardfinal.pdf
https://www.ilo.org/newdelhi/whatwedo/publications/WCMS_638305/lang--en/index.htm#:%7E:text=and%20inclusive%20...-,India%20Wage%20Report%3A%20Wage%20policies%20for%20decent%20work%20and%20inclusive,and%20trends%20in%20wage%20inequality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3803.pdf
https://social.un.org/publications/UN-Flagship-Report-Disability-Final.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7028.pdf
https://www.insee.fr/en/statistiques/464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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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许多国家的证据表明，低收入工人受到新冠肺炎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这可能加深现存的不
平等。一向在经济中低薪运作的酒吧和餐馆、酒店、休闲活动和包括美发和美容院等个人服
务，被划归“非必要”类别，并因此被政府作为其应对措施的一部分而下令关闭。对封闭行
业工人的社会经济构成的模拟分析一致认定，他们的工资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工资水平。在
欧洲，封闭行业的平均工资远远低于平均工资。 95 劳工组织估计，欧洲国家收入最低的 50%
的工人，可能会损失相当于其 17.3%的工资，是所有工人估计损失数额(6.5%)的两倍多。 96 
同样，对拉丁美洲家庭收入损失风险的详细模拟发现，中低收入家庭承受的风险最大，因为
他们更依赖于来自经济部门的收入，但根据为应对疫情而实行的封锁政策，这些经济部门要
么已经关闭，要么面临关闭的风险。 97 美国的证据显示，除了收入状况不佳之外，从事身体
密切接触工作的工人，平均要比其他工人学历低，出生在国外，没有医疗保险，且从事兼职
工作。 98 总体而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似乎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工
人所面临的高经济风险和高健康风险之间有着密切关联。 

50. 在许多国家，年轻人、少数民族和种族成员、土著居民和残疾工人等群体成员，在贫困工人
当中占比过高，受到的不利影响也更加严重。年轻工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受到的打击尤其
严重，这部分反映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不稳，以及雇主习惯性地适用“后进先出”的
原则。 99 失业的负面冲击是长期的，属于“新冠肺炎群体”的年轻人未来面临着在收入和工
作机会方面受到重创(或“伤害”)的高风险，因为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超级挑战，包括教育
和培训中断、大规模裁员、收入损失以及全日制教育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受到威
胁。 100 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工人也会受到贫困工人失业的困扰。美国的黑人、亚裔和西班
牙裔工人比白人工人更有可能经历失业或工资损失。 101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影响
最为严重的群体以及年轻人包括土著居民、非洲裔人和移民；这些群体也更有可能因新冠疫
情和在获得医疗服务方面受到歧视而死亡。 102 

51. 集中于低薪工作的移民工人，也更多地面临失业和收入损失的风险。在美国，与本地出生的
工人相比，移民，尤其是无证移民，在首波疫情期间的失业率更高，在 2020 年 3 月至 5 月

 
95 Marta Fana 等，《新冠肺炎限制措施和欧盟劳动力市场》，JRC 技术报告，JRC120578，欧盟出版物办公室，2020 年。 
96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新冠肺炎时代的工资和最低工资》，2020 年。 
97 Nora Lustig 等，“新冠肺炎封锁和扩大社会援助对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不平等、贫困和流动性的影响”，
全球发展中心，第 556 号工作文件，2020 年。 
98 Simon Mongey、Laura Pilossoph 和 Alex Weinberg，“哪些工人承担了社会距离政策的负担？”，国家经济研究局工
作文件，第 w27085 号，2020 年(图 3b)。 
99 劳工组织，《青年与新冠肺炎：对就业、教育、权利和心理健康的影响》，2020 年。 
100 Achim Schmillen 和 Matthias Umkehrer，“青年的伤疤：生涯早期失业对未来失业经历的影响”，《国际劳工评论》
第 156 卷，第 3-4 期(2017 年)，第 465-494 页；劳工组织，《青年与新冠肺炎：对就业、教育、权利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101 Kim Parker、Juliana Menasce Horowitz 和 Anna Brown，“大约一半的低收入美国人报告因新冠肺炎而失去家庭工
作或工资”，皮尤研究中心，2020 年；Susan Houseman，“IZA 新冠肺炎危机反应监测：美国”，IZA 劳动经济研究所，
2020 年。 
102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新冠肺炎时代的社会挑战》，拉加经委会特别报告：新冠肺炎第 3 期，2020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284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026.pdf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4/21/about-half-of-lower-income-americans-report-household-job-or-wage-loss-due-to-covid-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4/21/about-half-of-lower-income-americans-report-household-job-or-wage-loss-due-to-covid-19/
https://covid-19.iza.org/crisis-monitor/us/
https://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45544-social-challenge-time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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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失业者达三分之一。 103 同样，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移民就业率的下降快于本地出生
的工人。 104 因此，随着来自较富裕国家的收入流收缩，这场危机将导致中低收入国家的家
庭收入大幅下降，进一步加剧区域间收入的不平等。按损失量计算，预计东亚和太平洋以及
南亚区域受影响最为严重，各损失超过 200 亿美元。许多低收入小国，如海地、黎巴嫩、汤
加和南苏丹，正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汇款收入在疫情爆发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
上。 105  

52. 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能够居家办公，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并非每个
人都享有这一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居家办公的可能性分布不均，而且全球数字
鸿沟往往会扩大现有的性别、种族、教育和收入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研究显示，从世界
各区域的实际情况看，在全球疫情期间最不可能从居家办公机会中受益的工人中，从事非正
规工作、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比例过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适宜远程工
作 106 的以金融和保险业等高薪正规工作的占比最高，占比最低的是以建筑业和农业为主的
低薪非正规工作。 107 对不同区域的 10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估计，在按收入和教育水平以及正
规和自营职业状况进行划分后，也显示出居家办公模式的一致性。 108 在这 10 个样板国家中，
平均只有 3%的最贫困家庭的人能够居家办公，而就最富裕家庭而言，这一数字升至 26%。
专栏 2 进一步提供了各国的数据。 

 
103 据估计，美国的无证移民约占四分之一。见：George J. Borjas 和 Hugh Cassidy，“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给移民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w27243 号，2020 年。 
104 经合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对移民及其子女有什么影响？”，2020 年。 
105 流向东亚和太平洋的汇款收入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1,470 亿美元降至 2021 年的 1,260 亿美元，流向南亚的汇款收入将
从 1,400 亿美元降至 1,200 亿美元。汇款占其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最高的是汤加(40%)、海地(38%)、黎巴嫩(36%)和南苏丹
(35%)。见：世界银行/KNOMAD，“第二阶段：从移民角度看新冠肺炎危机”，《移民与发展简报》第 33 期，2020 年。 
106 对居家办公的可行性有不同的定义，并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整。关键措施包括：用电脑工作的重要
性；需要车辆或设备的任务；面对面的互动；有形活动的表现。参见：Teresa Barbieri、Gaetano Basso 和 Sergio 
Scicchitano，《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处于危险中的意大利工人》，全球劳工组织讨论文件 513，2020 年；Fernando Saltiel，
“发展中国家的什么人能够居家办公？”，《CEPR 新冠肺炎经济学》第 7 卷，第 104–118 页，2020 年。  
107 Isaure Delaporte 和 Werner Pena，“新冠肺炎期间居家办公：谁受到影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证据(2020
年 4 月 1 日)”，《CEPR 新冠肺炎经济学》第 14 卷，2020 年。 
108 Fernando Saltiel，“发展中国家的什么人能够居家办公？”。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what-is-the-impact-of-the-covid-19-pandemic-on-immigrants-and-their-children-e7cbb7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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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2. 其工作可转为居家办公的工人具有相对优势的证据 

• 在巴西，更有可能居家办公的工人估计占五分之一，即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部、从事
正式工作且受过九年以上教育者。 1  

•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意大利，处于收入分配高端的工人比处于中低端的工人更有可
能居家办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和保险、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服务和公共
管理领域的“居家办公可行性”比例较高。模拟结果也更有利于男性工人(进一步扩大
性别工资差距)、老年人(51-64 岁)、大学毕业生和高收入人群。 2 

• 在美国，最有可能向远程工作转型的工人更可能拥有大学学位、是白人或出生在美
国，不太可能是没有医疗保险并在小公司工作的穷人，因为小公司的财力通常不如大
公司强健。 3 

1 Isaure Delaporte 和 Werner Pena，《新冠肺炎期间居家办公：谁受到影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证据》。 
2 Luca Bonacini、Giovanni Gallo 和 Sergio Scicchitano，“居家办公与收入不平等：新冠肺炎‘新常态’的风
险”，《人口经济学杂志》第 34 卷，第 1 期(2021 年)，第 303–360 页。3 Simon Mongey、Laura Pilossoph 和 Alex 
Weinberg，“哪些工人承担了社交距离政策带来的负担？”。 

 

53. 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是生产性远程工作的先决条件，但各国之间的投资差异意味着，中低
收入国家的许多工人被剥夺了远程工作提供的潜在保护。据估计，中低收入国家能够居家办
公的工人比例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以加纳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例，能够居家办公的工人
估计不到十分之一，而卢森堡、瑞典和联合王国的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 109 一个国家的
生活水平(包括非正规程度)和远程工作的可能性之间的这一相关性，也适用于各区域内部。 

非正规的程度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54. 非正规经济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极度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全世界有 20 亿工人从事非正规就

业，占世界就业人口的 61.2%。 110 独立工人(有或没有雇员)占非正规就业工人的 47.7%，雇
员占 36.2%，做贡献的家庭工人占 16.1%。因此，减少非正规性往往是减少不平等的先决条
件。例如，许多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自 1990 年代末以来，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减
少。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的非正规就业大幅下降，这成为收入不平等变化
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111 

 
109 Fernando Saltiel，“发展中国家的什么人能够居家办公？”；Marta Fana、Sergio Torrejón Pérez 和 Enrique 
Fernández-Macías，“新冠肺炎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从短期影响到长期前景”，《工业和商业经济学杂志》第 47 卷，第
3 期(2020 年)，第 391-410 页。 
110 劳工组织，《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和男性：统计图表》，第三版，2018 年，第 13 页。 
111 Julián Messina 和 Joana Silva，《拉丁美洲的工资不平等》，第 58 页。另见：Francisco H.G. Ferreira、Sergio P. 
Firpo 和 Julián Messina，《贫困中老去？1995-2012 年巴西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原因》，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8018 号，2017 年，他们发现，1995 至 2012 年巴西正规和非正规工作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所缩小，在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
入不平等下降的 9 个百分点中占 1.7 个百分点。Verónica Amarante、Rodrigo Arim 和 Mijail Yapor 也报道了乌拉圭受到
的巨大影响：“解构乌拉圭的不平等变化：正规化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IZA 劳动与发展杂志》第 5 卷，第 1 期
(2016 年)，第 13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68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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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非正规经济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它们既与经济和体制环境有关，如经济无法创造高质量的
就业机会、监管框架的缺陷或公共机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缺失，也与相关人员或企业的特征
(通常是相互作用的)相关，如教育水平、贫困或生产率，当然还有作为这些特征基础的因素。
这些基础因素很多，包括个人身份得不到正式承认(没有出生证或身份证)、缺乏财产权或明
晰的资产所有权、或无法获得正规的银行服务，所有这些作为不平等的一种形式，加剧了其
他形式的不平等。可能导致非正规性的原因还包括气候灾难或流行病等危机事件。  

56. 非正规就业存在于所有国家，但在发展中和新兴国家尤为普遍，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在非正规
经济中以自雇职业者或临时工的身份工作。非正规经济的涉及面广泛，但所有涉及领域都至
少具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 112 工人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或在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或
在实践中得不到充分保护，因此往往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等情况时更加不堪一击。对
大多数工人来说，伴随非正规经济工作的通常是低生产率、面临无适当保护的更大卫生和安
全风险、缺乏组织代表性、难以获得培训和再培训机会以及工作和社会保护无法提供收入保
障。此外，非正规工人面临的缺乏关键资产(如土地、房屋和工作场所)合法所有权的问题，
对他们开展活动、提高劳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非正规企业不
在监管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它们不能从优势中受益，也不用面对由此产生的义务。 113 为逃
避税收和施行社会及劳动法律法规而故意回避或退出正规经济，不仅成为部分非正规企业、
也成为部分正规企业的选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并对工人的保护产生负面影
响。无论是在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还是家庭之中，非正规经济工人往往处于收入分配的低
端，许多人生活困窘。 

57. 非正规就业工人特别是女工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正规就业工人。全球有 7.24 亿领薪工人从事
非正规领薪就业，其中包括家政工人、临时工和微型企业工人等。在世界范围内，非正规领
薪就业工人的收入仅为正规经济领薪工人收入的 62%，而且性别工资差异巨大。如图 8 所示，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雇员的平均工资相当于从事正规就业男性的 47%，非正规领薪就业男
性的工资相当于正规就业男性的 66%，而从事正规领薪就业的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 79%。
在发展中国家，与正规领薪就业的男性雇员相比，非正规就业女性雇员的平均月工资最低。
9.54 亿独立劳动者和 3.22 亿做贡献的家庭工人在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收入往往低于工薪劳动
者，从而进一步拉大了非正规和正规经济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 

 
112 这里使用的“工人”一词是指所有就业者：雇员、有或没有雇员的独立工人和有贡献的家庭工人。 
113 劳工组织，《体面劳动和非正规经济》，国际劳工大会第 90 届会议，报告六，2002 年。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90/pdf/rep-v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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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正规和非正规领薪就业女性以及从事非正规领薪就业男性的月平均工资 
 占正规就业男性月工资的比例 

 
注释：按雇员人数加权的全球估计数。依据的是占全球就业 81%的 92 个国家的数据(占发展中国家总就业的 66%，占新
兴国家总就业的 87%，占发达国家总就业的 65%)。采用了劳工组织关于非正规就业的通用业务定义(见劳工组织，《非正
规经济中的女性和男性》，专栏 2)。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根据全国住户调查微观数据集进行的计算。 

58. 对于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低劳动收入意味着低家庭收入，因此，非正
规经济中工人的在职贫困率特别高。劳工组织/经合组织最近基于 2015 年对 19 个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国家家庭收入构成分析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有据可查的 17 个国家中，劳动收入是
依赖非正规经济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非正规就业工人(领薪、不领薪工人或做贡献
的家庭工人)比正规就业工人致贫的可能性高一倍。 114 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根据以购
买力平价计算的 3.10 国际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在职穷人平均占正规就业工人的 20%左右，
但占非正规就业工人的近 42%。 115 如将农业排除在外，正规就业的贫困率为 15.1%，而非
正规就业的贫困率为 31.3%。 

59. 非正规经济的低收入和高贫困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非正规就业的低生产率。非正规经济
中的绝大多数企业规模都很小。超过 75%的非正规就业出现在少于 10 名工人的企业，包括

 
114 劳工组织，《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和男性》。  
115 劳工组织的未加权估计数是基于有可比数据的 29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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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的无雇员独立工作者。 116 平均而言，非正规经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及正规经济企业
的一半。 117 这部分地反映出缺少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从而导致资金紧张和非正规企业的
运作低于有效生产规模，以及缺乏获得商业发展服务、市场和关键公共产品的机会。造成生
产力差距的其他动因有财产和资产缺乏合法所有权，缺少诉诸司法的机会，欠缺签订和执行
合同的能力，更容易遭受腐败和滥用的困扰，以及非正规经济的企业主和企业雇员的教育水
平低。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非正规经济企业中近 55%的工人要么没有受过教育，要么
只有小学学历，而正规经济企业中的此类工人只占 15.5%。三分之二非正规经营的自营职业
者充其量只有初级教育水平。学历较低的非正规企业雇主的比例，是正规企业雇主的两倍多
(37.6%比 14.0%)。 

60. 由于非正规工人通常得不到收入替代福利，其劳动收入会因为他们面临更大的健康和安全风
险而遭受损失，因而极易陷入收入贫困。 118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由于缺乏高质量的公
共医疗服务和有效的卫生财政保护机制，每年都有 1 亿人因灾难性的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
分析显示，即使是非灾难性的医疗费用也会产生严重的致贫效应，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
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极有可能陷入贫困。 119 如果考虑到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城乡差距，
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  

61. 自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形势每况愈下，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比正规经济中的工人更有可
能陷入贫困或深度贫困。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更容易失去工作和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他们在受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工作，这种情况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尤为严重，因为这
些国家受到严重影响的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占总就业的百分比)分别约占总就业的 68%和
80%。 120 此外，大多数非正规企业的生产率、储蓄和投资率都很低，资本积累几乎为零，
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经济冲击，而且往往被排除在与新冠肺炎危机有关的短期企业财政援助
计划之外。由于大多数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缺乏社会保护，劳动收入的损失得不到补偿。 121 
因此根据推算，全球相对贫穷的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在危机发生的第一个月就翻了一番(从
26%增至 59%)，而根据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推算，假设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一比
例将从 18%上升到 74%。 122 对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失业模拟显示，新冠疫情造成
的失业不仅过多集中于非正规工人，还集中于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最贫困工人；总之，收入较
高的工人抵御冲击的能力远高于较贫困的工人。  

62. 非正规就业工人缺乏基本保护，因而造成了脆弱性、健康不佳、工作中病毒传播以及国家和
其他行为者无力抗击这一流行病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恶性循环。在疫情期间，许多无法获得

 
116 劳工组织，《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和男性》；Florence Bonnet 编，《企业正规性的事实》，即将出版。 
117 劳工组织/经合组织，《应对非正规经济中的脆弱性》，2019 年。 
118 劳工组织/经合组织，《应对非正规经济中的脆弱性》。 
119 劳工组织，《为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创建社会保护的未来》，第 109 届劳工大会报告五(2021 年)。 
120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三版》，2020 年 4 月(图 4)。 
121 Aleksandra Webb、Ronald McQuaid 和 Sigrid Rand，“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社会
学和社会政策杂志》，2020 年。 
122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三版》。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39b7bcd-en.pdf?expires=1579170131&id=id&accname=ocid195767&checksum=0D73CA52544E0EC805600D114A7FF139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31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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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疾病和失业待遇的非正规工人，一直处于要么不顾高健康风险继续工作，要么待在家
里坐吃山空的两难境地。 123 带病坚持工作——这并不是大多数这类工人仅在当前危机期间遇
到的现实情况——不仅对工人本身构成了威胁，也破坏了遏制病毒传播的整体努力。虽然非
正规经济的运作遍及全球所有国家，但它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提供了大部分就业
岗位，然而正是在这些国家，贫困、饥饿和疾病正在灾难性地增加。此外，与任何其他劳动
力市场指标相比，非正规经济的巨大规模削弱了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复原力。除了非正
规经济工人极易受到经济冲击之外，非正规经济的巨大体量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
无法通过扩大税收基础支持有效的财政政策干预，在疫情期间通过工作和收入保留计划保护
工人及其家人的可用资源有限，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124 因此，预计新冠肺炎危机将使低收
入和中下收入国家的贫困率不成比例地上升。此外，这些国家将面临更长的复苏之路，因为
它们无力为危机后的必要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提供资金。 

63. 尽管在疫情期间可以更多看到非正规经济工人的身影，但由于缺乏像样的保护，一些提供必
要服务的非正规经济工人过多地面临健康风险。例如，街头小贩经常在拥挤的公共场所工作，
那里的传染风险很高，难以获得洁净用水和洗手液。危机开始时进行的一项评估发现，秘鲁
的一些街头小贩有家不回，在市场外席地而睡，以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 125 拾荒者也面
临很高的病毒风险，因为他们处理的材料包括可能受到污染的医疗废物。 126 以女性为主的
家政服务队伍多半为非正规就业，在客户家中易受病毒感染，当整个家庭全天居家时，许多
家政服务人员需要延长工时，从事额外的清洁、烹饪和消毒工作。这影响到一些地区很大一
部分女性劳动力——例如，阿拉伯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人和拉丁美洲四分之一的女性
工人从事家政工作。 127  

64.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缺乏社会保护，是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企业的灾难。虽然一些企业和政府
在疫情期间扩大了社会保护范围，但许多非正规工人群体被排除在外。 128 同样，政府支持
企业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非正规企业，因为它们往往不属于政府计划和政策的覆盖范
围。许多无法指望社会保险予以保护的非正规工人，发现自己被迫尽可能继续工作，尽管这
会给自身及其家人的健康带来风险。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停止工作，因为那意
味着他们将无法满足甚至是食品支出这类最基本的需求。 129 在非正规市场和售货点因完全
封闭或宵禁而关张的地方，许多非正规工人，特别是街头小贩的收入一次归零，使他们丧失
了粮食安全，处境危艰。为当地、国内或全球供应链生产商品或服务的非正规家庭工人，失
去了与客户企业的商业合作，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市场崩溃而无法从以前完成的订单中获得

 
123 Marty Chen，“死于饥饿或病毒：印度(和其他地方)穷人的真实困境”，WIEGO 博客。 
124 Jayati Ghosh，“来自‘财政空间’的信息”，辛迪加项目。  
125 WIEGO，“公共卫生措施对非正规工人生计和健康的影响”，2020 年。 
126 WIEGO，“拾荒者：高风险的基本服务提供者”。 
127 根据劳工组织 2013 年的数据；见劳工组织，《家政工人的社会保护：主要政策趋势和统计》，社会保护政策文件，第
16 号文件，2016 年。 
128 劳工组织，《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向非正规工人提供社会保护：国家对策和政策考虑》，劳工组织社会保护聚焦系列简
报，2020 年。 
129 劳工组织，《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向非正规工人提供社会保护》。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inequality-in-fiscal-capacity-by-jayati-ghosh-2020-05?barrier=accesspaylog
https://www.wiego.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Impact_on_livelihoods_COVID-19_final_EN.pdf
https://www.wiego.org/waste-pickers-essential-service-providers-high-risk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4731.pdf


不平等和劳动世界 
第二章 

35 

 

付款。 130 在非正规工人占四分之三以上的南亚，小企业和非正规工人的收入和工作损失最
为严重。 13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同样表明，一个国家非正规经济所占比例越高，
公布的无论是失业还是停业造成的生计损失就越大。 132 

企业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 
65. 持续提升的生产力以及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发展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创造正规

就业、通过增加平均收入和收窄收入分配的向上趋同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必要条件。其实，
“有史以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更能使社会有效改善其成员，包括最底层成员生计的办
法”。 133 历史表明，在所有实现成功赶超的经济体中，国家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包括开拓
市场、培育企业、鼓励技术升级、支持学习过程和能力积累、消除增长的基础设施瓶颈、改
革农业和提供资金。 134 生产率的提高，是世界多数国家大幅减少非正规性和在正规经济中
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的先决条件 135——这是一个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过程。 

66. 生产力的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部分因素处于企业的掌控之中，而另一些则是与有利的营商
环境相关的外部因素。内部或企业内部的因素与有效管理和分配生产可用资源的决策相关。
除其他因素外，它们还取决于创新动力、质量管理、产品的多样化和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外
部生产力驱动因素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环境机制与监管框架、产业政策、
有形和数字基础设施、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开发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它们还包括诸如
通过开发银行为生产性创业分配公共资金、通过金融系统和替代融资方式向私营部门提供信
贷、地方创新系统和研发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市场开发、贸易政策以及反垄断和公平
竞争政策等要素。 136 

67. 然而，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多项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进程
对不平等的影响。一个普遍的假设认为，随着一个规模虽小但生产率极高的行业逐渐成型，
经济发展最初会伴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而这一趋势只有在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和产业达到
临界规模时才会扭转。 137 其他研究则指出，这一理论不是发展的“不变规律”，实际的发

 
130 关于对孟加拉国服装行业雇主和工人的新冠肺炎调查结果，见：Mark Anner，“在全球供应链中‘挤压工人权利’：
从比较的角度看孟加拉国服装出口行业的采购做法”，《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27 卷，第 2 期(2020 年)，第 320-347
页。  
131 世界银行，《被击败还是破产？南亚的非正规性和新冠肺炎》，2020 年。 
132 Nicolas Bottan、Bridget Hoffmann 和 Diego Vera-Cossio，《新冠疫情的不平等影响：来自十七个发展中国家的证
据》，PloS one 15，第 10 期(2020 年)：e0239797(图 2)。该研究报告了 2020 年 3 月和 4 月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7
个国家进行的在线家庭调查的结果。 
133 Dani Rodrik，《一种经济学，多种配方：全球化、体制和经济增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  
134 José M. Salazar-Xirinachs、Irmgard Nübler 和 Richard Kozul-Wright (编)，《转型经济体：使产业政策为增长、就业
和发展服务》(劳工组织/贸发会议，2014 年)。 
135 Xavier Cirera 和 William F. Maloney，《创新悖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未实现的技术追赶承诺》(世界银行集团，
2017 年)。 
136 Gianluca Oricchio 等，《中小企业融资：影子银行和替代融资选择的作用》(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17 年)。 
137 W. Arthur Lewis，“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载于《曼彻斯特学派》第 22 卷，第 2 期(1954 年)，第 139-191
页；Simon Kuznets，“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 45 卷，第 1 期(1955 年)，第 1-28 页。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video/2020/10/08/beaten-or-broken-informality-and-covid-19-in-south-asia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The-Unequal-Impact-of-the-Coronavirus-Pandemic-Evidence-from-Seventeen-Developing-Countries.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The-Unequal-Impact-of-the-Coronavirus-Pandemic-Evidence-from-Seventeen-Developing-Countries.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287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2878.pdf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44101510122107327/the-innovation-paradox-developing-country-capabilities-and-the-unrealized-promise-of-technological-catc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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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增长成果的分享方式。 138 以几个非洲国家为
例，尽管经济增长显著，但正规就业却没有相应增加。大多数新的工作岗位都是非正规经济，
尤其是农村地区创造的。 139 

68. 经济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和差距，会增加企业及其在职人员之间的不平等。跨
部门的生产率差异，是决定国内劳动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经验证据表明，企业生产率的分
散与企业间劳动收入的分散高度正相关，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相
关。 140 各国生产率最高和最低的企业之间以及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在最近几十年有所扩大。因此，在生产率差距扩大最为明显的经济部门，收入不平等的增长
速度更快。 141 换句话说，经济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越大，工资分配底层工人
与工资分配较高层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142 此外，在正规企业和非正规企业之间，
或小型和大型正规企业之间，也有时出现巨大的生产率差异。 143 另外，越来越令人担心的
是，在一些国家，技术创新促使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增长迅速，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从生
产率和工资落后的大多数其他企业当中脱颖而出。 144 市场的这种高度集中化正在削弱竞争，
拉大生产率和工资差距，并加剧不平等。 145 146 

69. 企业内部的不平等也在总体不平等中占有巨大份额。虽然日益加剧的企业间不平等在最近的
不平等趋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总是造成总工资不平等的最大推手。例如据估计，
美国的总工资不平等中有更大一部分可归因于企业内部的不平等，而不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
而在欧洲总工资不平等中，企业内部工资不平等的占比大约略低于一半。 147  

70. 工资增长对生产率提高的反映程度，也会对不平等产生影响。人们认为，包括企业之间的不
平等、金融市场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压力(被称为金融化)、全球化和新技术在内的多种因素，
促使许多国家实际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日益脱钩(图 9)，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

 
138 例如，见：Sangheon Lee 和 Megan Gerecke，“经济发展和不平等：重新审视库兹涅茨曲线”，载于《劳动力市场、
制度和不平等：在 21 世纪建立公正的社会》，Janine Berg 编(Edward Elgar/劳工组织，2015 年)。 
139 劳工组织，《农村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的过渡》，农村经济中的体面工作政策指导说明，2019 年。 
140 经合组织，“促进生产力和平等：双重挑战”，《经合组织经济展望》，2016 年卷第 1 期，第 2 章，2016 年。 
141 Giuseppe Berlingieri、Patrick Blanchenay 和 Chiara Criscuolo，《大分歧》，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工业政策文件
第 39 号，2017 年。 
142 Berlingieri、Blanchenay 和 Criscuolo (2017 年)发现，国家行业内工资差异和生产率差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产
率对数离差增加一个标准差，工资对数离差增加 35.8%。关于详细的讨论，请参阅：Berlingieri、Blanchenay 和
Criscuolo，《大分歧》。 
143 Dino Merotto、Michael Weber 和 Reyes Aterido，《国际开发协会国家获得更好工作的途径》，世界银行工作系列第
14 期，2018 年；劳工组织，《2016/17 年全球工资报告：工作场所的工资不平等》，2017 年。 
144 Chiara Criscuolo，“顶级公司的生产率飙升，其他公司都很低迷”，《哈佛商业评论》，2015 年 8 月。 
145 经合组织，《市场集中度》，秘书处的议题文件，竞争委员会，DAF/COMP/WD(2018)46，2018 年。 
146 如需了解最新的评论，请参阅 Emili Griffell-Tatjé、C.A. Knox Lovell 和 Robin C. Sickles 的“生产率分析概述：历史、
问题和前景”，载于《牛津生产率分析手册》，Grifell-Tatjé、Knox Lovell 和 Sickles 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47 劳工组织，《2016/17 年全球工资报告》。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37189.pdf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16-issue-1/promoting-productivity-and-equality-a-twin-challenge_eco_outlook-v2016-1-3-en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75281538594680783/pdf/Pathways-to-Better-Jobs-in-IDA-Countries-Findings-from-Jobs-Diagnostics.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37846.pdf
https://hbr.org/2015/08/productivity-is-soaring-at-top-firms-and-sluggish-everywhere-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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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然而，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仍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持续
的实际工资增长通常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 148 

 图 9. 1999-2017 年高收入国家平均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趋势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2018/19 全球工资报告：性别薪酬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18 年。 

71. 增长的环境可持续性也很关键，因为与环境退化相关的风险和危害，往往对低收入家庭影响
最大。劳动世界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许多行业的工作 149 直接或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生
态系统服务、环境危害的消除和环境稳定。自然资源日益稀缺和环境退化使这些工作受到威
胁，对工人的健康、收入、粮食和燃料安全及其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部分农业工
人越来越多地受到不断变化的降雨模式、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度上升的困扰。2000
至 2015 年间，人类活动造成或加剧的自然灾害导致的全球职业生命年损失相当于一年工作
的 0.8%，低收入国家受到的人均影响最大。 150 与环境退化相关的风险和危害，往往对中低
收入国家弱势群体中的女性和工人造成最大冲击，其中包括非正规经济工人、移民工人、穷
人、土著和部落居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从而产生、加剧和延续了不平等， 151 因为贫困人
口，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者，更直接地依赖生态系统服务以维持生计和安定的生活。 152 
此外，这些工人适应环境冲击的能力较弱。经济社会角色和责任方面的性别差异加剧了女性

 
148 关于如何衡量工资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存在争议；参见 Michael R. Strain，“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很强”，载
于《为更多美国人扩大经济机会》，Melissa Kearney 和 Amy Ganz 合编(阿斯彭研究所，2019 年)。 
149 例如农业、渔业、林业、旅游业、矿业和化石燃料能源业、制药业、纺织业、食品和饮料业。 
150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第 2 页。 
151 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第 17 页。 
152 Helen Suich、Caroline Howe 和 Georgina Mace，“生态系统服务和减贫：经验联系的回顾”，《生态系统服务》第
12 卷(2015 年)，第 137-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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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79534.pdf
https://www.aspen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ESG_Report_Expanding-Economic-Opportunity-for-More-Americans.pd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20416150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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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脆弱性，她们往往比男性更难获得有助于她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包括土地、信贷、农
业投入、决策机构、技术、社会保险和培训。 153 

72. 新冠肺炎危机使股市表现与经济现实脱节。美国坐拥全球最大股市，其经历意义重大。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大幅下跌后，因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行动改善了企业的前景而推动资产价
格上扬，导致美国股市迅速复苏，但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恢复则显得较为迟缓。 154 2020 年
3 月中旬也宣布采取规模空前的货币政策的欧洲，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种脱节现象可能会进
一步拉大最富有者和企业的私人财富与国家及其公民的公共债务之间的差距。 

73. 新冠肺炎危机对不同部门和企业表现的影响不一，其中一些得以幸免或有所提升，而另一些
则不得不面对极端封锁措施的后果。 155 虽然艺术、酒店和旅游部门的企业以及部分制造业
部门已经停业，但生产必要商品和用品(食品或药品)的其他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 156 在危机
期间，数字化企业的表现远好于许多其他企业，因为世界各地利用数字连接开展工作或休闲
的人，似乎推动了提供视频会议工具、视频点播平台或在线购物企业的销售。 

74. 另一个差距涉及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中的小微企业以及自营职业者，因为与大型企业相比，这
些企业更多地受到新冠肺炎危机的不利影响。在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中低收入国家，依赖
自营职业或微型企业的就业占总就业的 80% 至 90%，其中大多为非正规工作。 157 此外，在
许多因封锁措施而关闭的行业中，小微企业以及自营职业者不成比例地面临新冠肺炎危机的
高风险。以非洲和南亚为例，大约百分之八十处于危险中的工人要么是自营工作者，要么在
微型企业工作。在这两个区域的批发和零售部门工人中，这一比例突破了百分之九十(图 10)。
在发达地区，虽然自营职业者和微型企业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较小，但在受危机影响的
部门中，其比例仍然过高。 158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旨在降低疫情影响的公共政策不太可能
覆盖这些企业，但其财务状况更加脆弱——手中防止破产的资产(储蓄或银行贷款)较少。 159 

 
153 劳工组织，《性别、劳动和向人人享有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2017 年；劳工组织，《2018 年世界就业
和社会展望》。 
154 另见 Deniz Igan、Divya Kirti 和 Soledad Martinez Peria，《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新
冠肺炎的特别说明系列，2020 年。 
155 Chris Bradley 等，“大加速”，麦肯锡公司，2020 年 7 月 14 日。 
156 贸发会议，《新冠肺炎疫情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向新常态过渡》，2020 年。 
157 劳工组织，《小的力量：个体经营和中小微企业对于就业贡献的全球证据》，2019 年。 
158 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应对冠状病毒(COVID-19)的政策 — 冠状病毒(COVID-19)：中小企业的政策应对》，2020 年。  
159 美国的证据可见：Alexander W. Bartik 等，“小企业如何适应新冠肺炎？来自调查的早期证据”，国家经济研究局工
作文件，第 w26989 号，2020 年；Joseph Parilla、Sifan Liu 和 Brad Whitehead，“地方领导人如何避免小企业因新冠
疫情崩溃？”，布鲁金斯学会，2020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ilo_aid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92348.pdf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the-great-acceleration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osg2020d1_en.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23738.pdf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oronavirus-covid-19-sme-policy-responses-04440101/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6989/w26989.pdf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local-leaders-can-stave-off-a-small-business-collapse-from-covid-19/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local-leaders-can-stave-off-a-small-business-collapse-from-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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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按区域和企业类型分列的受新冠肺炎危机影响行业的就业份额 

(a) 所有面临风险的行业 

 

(b) 批发和零售行业 

 
注释：自营职业者为无雇工的独立劳动者；微型企业是雇佣 2 至 9 名工人的企业；其他企业是十人以上的企业。所有面临
风险的行业是指住宿和餐饮服务业，艺术、娱乐和休闲业，建筑业，制造业，房地产业，运输业以及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小而重要：哪些面临新冠肺炎风险的行业在提供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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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employment-promotion/small-enterprises/covid-19-vis/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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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 
75. 女性和女童在劳动力市场面临多重不利条件和歧视，这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1958 年(就

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将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等原因，具有
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劳工组织在其
实证评估中确定了导致劳动世界性别偏见的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160 包括就业和工资方面
的相关性别差距。这些差距不仅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根源，而且如果结合在一起，会从根本上
削弱一个国家消除总体不平等的能力。事实上，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家庭收入的更平
等分配。 161 

76. 尽管教育成果颇丰，但女性仍然面临着就业差距。过去几十年来，所有区域在教育方面的巨
大进步，使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性别差距在 2014 年得以缩小。发达国家女性在高等教
育中的比例甚至高于平均水平。 162 然而在许多国家，女性在从事正规就业方面仍然面临诸
多限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远低于男性。2018 年，女性的就业人数为 13 亿，而男性为
20 亿。换言之，女性的就业率仍然比男性低 26.0 个百分点。然而，在 2018 年的全球样本
中，大多数女性(70%)表示希望从事有偿工作。163 过去三十年来，全球就业性别差距缩小了
不到 2 个百分点。 164 阿拉伯国家、北非和南亚的就业参与差距仍然巨大，三地均超过 50 个
百分点。 165 

77. 家庭中家务和家庭责任的不平等分工，限制了女性从事、保持和开拓有偿工作的能力。在全
球范围内，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和无酬的照护工作，惠及整个家庭，特别是老年家庭
成员和儿童。但这对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具有负面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许多寻求有偿工
作的女性被推入非正规经济，在那里寻求在时间安排和时长方面灵活的工作，或者从事居家
工作。事实上，就从事无偿护理工作的人员而言，性别差距与女性就业率之间是负相关关
系。 166 此外，女性除了有偿工作之外，还在家中从事“第二班工作”，这对她们的身心健
康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167 但这一现象作为“性别不平等最具弹性的特征之一”而挥之不
去。 168 人们希望，在全球疫情期间，特别缺乏时间的职业母亲所肩负的这种双重负担的证
据，将唤醒世界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160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 
161 经合组织，《全体参与：实现包容性增长》，2015 年；Christian Gonzales 等，“变革的催化剂：增强妇女权能和解
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说明 SDN/15/20，2015 年 10 月。 
162 经合组织，《追求性别平等》。 
163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  
164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  
165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7 年妇女趋势》，2017 年，第 1 页。 
166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图 1.16。 
167 Arlie Hochschild 和 Anne Machung，《第二次转变：工作家庭和家庭革命》(企鹅出版社，2012 年)。另见：Tarani 
Chandola 等，“弹性工作安排是否与较低水平的慢性压力生物标志物相关？英国家庭纵向研究对 6025 名员工的研究”，
《社会学》第 53 卷，第 4 期(2019 年)，第 779-799 页。 
168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第 36 页。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218512-en.pdf?expires=1614678387&id=id&accname=ocid195767&checksum=C300767A6B5A8DBA924FFCA7F1A60113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5/sdn1520.pdf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5/sdn152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s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572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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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许多国家的性别薪酬差距仍然巨大。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更具持续性的就业参与率的不断提高，
并没有相应地缩小男女薪酬差距。全球差距仍为 19%，从低收入国家的 13%到中高收入国家
的 21%不等。 169 对这种工资差距的解析显示，在很大程度上，这不能归咎于教育差异和其
他劳动力市场特征，而是由于支付从事等值工作的女性的工资较低。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职业
和企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因为与主要由男性从事的工作相比，主要由女性从事的工作往往不被
重视)、同酬立法的适用(和遵守)以及资源充足和可获得的家庭支助政策。 170 此外，女性在
工资分配低端的占比普遍过高，但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非发展中国家最低收入工人莫属。 171 
在高收入国家，工资等级顶端的性别薪酬差距往往最大，因为女性在管理和行政职位上的代
表性普遍不足。 

79. “交叉性”可能导致双重歧视或薪酬打压。土著女性面临双重薪酬打压，因为除了所有女性
工人都遭受的性别薪酬差距外，土著女性的收入比非土著女性低 8.2%。 172 在高收入国家，
女性移民工人因为同时具有移民和女性身份也面临双重薪酬打压：其收入比男性国民低
20.9%，这一差距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总性别工资差距(16.2%)。 173 在美国，黑人男性的收
入中位数比白人男性低 27%(2015 年的数据)，而黑人女性的估计工资差距则大得多，约为
35%，因为黑人女性属于两个受歧视群体。 174 

80. 鉴于不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与没有受抚养子女的职业女性相比，尤其是与职业父亲相比，
职业母亲面临就业和工资的双重打压。职业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就业率差距为 43%(在 2005 至
2015 年间从 41%升至这一水平)。有 6 岁以下子女的男性比没有子女的男性更有可能工作，
而世界所有区域的女性的情况则相反。 175 此外，职业母亲的收入低于没有受抚养子女的职
业女性，也远低于职业父亲。母亲工资差距从加拿大和南非的 1%到土耳其的 30%不等。相
比之下，有子女的父亲的收入通常高于没有受抚养子女的男性。母亲工资较低可能是由于雇
用和晋升程序带有(有意识和无意识)性别偏见、家庭责任分担不平等、获得托儿服务的机会
有限以及工作时间安排僵化造成的。 176 

81. 暴力和骚扰对女性参与就业、其就业岗位的质量及其作为企业家取得成功的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从当前疫情也可以看出，从事照护和家务工作的女性所受影响尤其严重。 177 此外，有
证据说明在以特定族裔或土著背景的女性为主的工作场所，存在交叉形式的歧视和骚扰。数

 
169 劳工组织，《2018/19 全球工资报告：性别薪酬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18 年。 
170 见 Barbara F. Reskin 和 Patricia A. Roos，《工作队列，性别队列：解释女性打入男性职业》(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0
年)；Damian Grimshaw 和 Jill Rubery，《母亲薪酬差距：问题、理论和国际证据评论》，劳工组织工作和就业条件系列
第 57 号，2015 年；Hugo Ñopo，《新世纪，旧差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性别和种族收入差距》(世界银行出版物，
2012 年)。 
171 劳工组织，《2018/19 年全球工资报告》，第 49 页。 
172 劳工组织，《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 
173 劳工组织，“移民工资差距：理解移民和国民之间的工资差异”，2020 年。 
174 Eileen Patten，“尽管有所进步，美国的种族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  
175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图 1.18。 
176 劳工组织，《2018/19 年全球工资报告》，第 xix 页。 
177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对策：为工作中的妇女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实现两性平等》，2020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79534.pdf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1953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3796.pdf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1/racial-gender-wage-gaps-persist-in-u-s-despite-some-progres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6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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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通过网络欺凌和网络恐吓，提供了新的暴力和骚扰机会。虽然这种情况同时涉及女性
和男性，但他们受到影响的方式因性别而异。 178  

82.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剧许多现有男性和女性有偿和无偿工作的不平等，照护工作便是其中之
一。 179 所有危机都具有社会性别影响，虽然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负担主要落
在男性身上(因为他们在银行业和建筑业等受影响的行业的占比过高)， 180 但新冠肺炎危机对
女性更为不利。由于危机前就业中就存在性别隔离，在被视为疫情期间必不可少的许多行业
工作，特别是在医疗保健环境和入户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面临更大的新冠肺炎风险。失业
和削减工时的早期证据进一步表明，部分由于女性在受封锁措施影响最大的行业任职的人数
过多，她们在收入损失方面首当其冲。此外，由于在家从事无偿工作方面的不平等，封锁期
间学校和儿童保育服务停摆，家人居家隔离以及远程工作的普及，都意味着女性不仅要花更
多时间从事无偿工作，还要在继续从事全职有偿工作方面面临远多于男性的障碍。  

83. 医疗和照护工作，是此次疫情期间其他一切工作都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 181 而在全球范围
内从事这项工作的女性占工人的七成以上。在 189 个国家当中，女性在 147 个国家的医疗和
社会照护工作队伍中占多数；如果将无酬照护工作包括在内，女性很可能会在所有国家占大
多数。此外，应指出的是，许多医护人员是移民。在经合组织国家，24.2%的医生是在国外
出生的，18.2%的医生是在国外培训的。护士的数字相对较小：15.8%的护士是在国外出生
的，7.4%的护士是在国外培训的。 182 虽然数据不准确，但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医护人员
(包括在医疗机构工作的清洁工)的患病和死亡人数高于平均水平(专栏 3)。国际护士理事会在
2020 年 10 月估计，全球约十分之一的新冠肺炎病例发生在医护人员当中。 183  

 专栏 3. 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医护人员面临的健康风险 

女性占全球医护人员的大多数，她们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健康风险，从暴露在新冠病毒
环境中到因工作压力而导致的焦虑、抑郁和失眠，以及随着患者数量增加和更多员工因病缺勤和死
亡而导致的工作量增加。几项全球和国家调查描绘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对 62 个国家的工会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中，57%的工会报告称，没有向医护人员提供足够的个
人防护装备(美洲为 70%)；37%的工会报告说，需要自我隔离的医护人员不享受特别带薪假(非洲和
阿拉伯国家为 59%)。 1  

 
178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第 48-49 页。 
179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五版》；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妇女倡议》。 
180 Daniel Vaughan-Whitehead 编，《危机中的工作不平等：来自欧洲的证据》(Edward Elgar 出版社，2011 年)。 
181 在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继续运作被称为“必要”的少数行业，通常包括医疗保健和社会护理、教育、公用事业、公共行
政、农业、食品制造和运输业。 
182 经合组织，《移民医生和护士对经合组织国家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所做的贡献》，2020 年。另见：世卫组织，《2020 年
世界护理状况报告》，2020 年。 
183 国际护士理事会(ICN)，“ICN 确认 44 个国家有 1,500 名护士死于新冠肺炎，并估计全世界医护人员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可能超过 20,000 人”，2020 年 10 月 28 日。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30129.pdf
https://www.ilo.org/intranet/libdoc/ilo/2011/111B09_347_engl.pdf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2_132856-kmg6jh3kvd&title=Contribution-of-migrant-doctors-and-nurses-to-tackling-COVID-19-crisis-in-OECD-countrie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0327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03279
https://www.icn.ch/news/icn-confirms-1500-nurses-have-died-covid-19-44-countries-and-estimates-healthcare-worker-covid
https://www.icn.ch/news/icn-confirms-1500-nurses-have-died-covid-19-44-countries-and-estimates-healthcare-worker-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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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研究强调了医护人员面临的精神健康风险。在中国，一项针对医护人员的调查发现，受访者显
示抑郁(50%)、焦虑(45%)和失眠(34%)的迹象。在意大利，年轻女性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
严重。对葡萄牙的调查发现，15%的医护专业人员认为自己患有中度或重度抑郁症，57%的人认为
自己的睡眠“不好”或“非常不好”，这两种情况下的结果都主要与缺乏个人防护装备和工作时间
增加相关。 2  
1 见 ： 国 际 公 共 服 务 劳 工 联 合 会 ， “ 工 会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对 策 调 查 ” ， 2020 年 5 月 11 日 ， 请 查 询 ：
www.publicservices.international。2 大赦国际在“暴露、沉默、受到攻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能保护医护和必
要工作者”中回顾了大量证据。国家参考文献有：中国：Jessica A. Gold，“新冠肺炎：医护人员的不良心理健康结
果”，载于《英国医学杂志》第 369 期(2020 年)，369：m1815；意大利：Rodolfo Rossi 等，“2019 年冠状病毒病 
(新冠肺炎)在意大利流行期间一线和二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结果”，《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Network Open) 第
3 卷，第 5 期(2020 年)，e2010185；葡萄牙：医疗技术和服务研究中心(CINTESIS)，“CINTESIS 研究揭示：新冠肺
炎正在影响护士的心理健康”。 

 

84. 女性在根据封锁措施关闭的行业中占比过高，因而面临更大的工作、工时和收入损失风险，
并进一步扩大了性别不平等。女性比例过高的受影响行业包括酒店业、零售业、娱乐业和个
人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占艺术和娱乐及其他服务行业就业人数的 61%，占酒店和食
品服务行业就业人数的 54%，这两个行业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184 对女性的不成比例的影
响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危机前的性别隔离模式，这种模式令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集中在低工资
的服务行业，其特点是与顾客和其他工人近距离接触，而这些行业最有可能因封锁措施而关
闭。对欧洲的模拟表明，在不考虑工资补贴的情况下，估计女性因裁员和缩短工时造成的工
资总损失(-8.1%)远高于男性(-5.4%)。 185 证据显示，在许多国家保住了工作的工人当中，女
性过多受到缩短工时的影响。根据劳工组织的数据，2020 年 1 至 4 月期间，大韩民国女性每
周的工作时间减少了 14% (平均降至每周 32 小时)，而男性减少了 12% (减少到每周 38 小
时)。 186 

85. 尽管远程工作在疫情期间有明显的防护性优势，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加剧了无报酬家务工作
中的性别不平等，对职业母亲产生了不利影响。几项国别调查发现，由于学校和托儿所关闭
以及缺乏男方的支持，职业母亲群体最有可能报称，她们比疫情前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
工作。 187 虽然也有一些调查报告说，居家办公的父亲现在更有可能分担家务，但总体情况
是，有更大比例的从事远程工作的职业母亲除有偿工作外，还不得不承担更多的烹饪、清洁、
洗衣和子女教育工作，这不仅加剧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还危及她们的心理健康。 188 

 
184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五版》。  
185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  
186 劳工组织，“按性别和经济活动分列的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实际工作时间”，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2020 年 11 月 20
日访问。 
187 Heejung Chung 等，《新冠肺炎封锁期间居家办公：改变偏好和工作的未来》，肯特大学，2020 年。  
188 联合王国：Alison Andrew 等，《父母如何在封闭状态下平衡工作和家庭？》，财政研究所简报 BN290，2020 年；德
国：Christian S. Czymara、Alexander Langenkamp 和 Tomás Cano，“关切的原因：在德国经历新冠肺炎封锁期间的
性别不平等”，《欧洲社会》(2020 年)，第 1-14 页。 

https://pop-umbrella.s3.amazonaws.com/uploads/3abcd99c-219b-4b9e-af1e-fa3ac2c398b7_COVIDSurvey_GlobalSummaryIntro.pdf?key=
http://www.publicservices.international/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40/2572/2020/en/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40/2572/2020/en/
https://www.bmj.com/content/369/bmj.m1815
https://www.bmj.com/content/369/bmj.m1815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66378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66378
http://cintesis.eu/en/cintesis-study-reveals-covid-19-is-affecting-nurses-mental-health/
http://cintesis.eu/en/cintesis-study-reveals-covid-19-is-affecting-nurses-mental-health/
https://www.ilo.org/shinyapps/bulkexplorer2/?lang=en&segment=&id=HOW_TEMP_SEX_ECO_NB_Q
https://www.birmingham.ac.uk/Documents/college-social-sciences/business/research/wirc/epp-working-from-home-COVID-19-lockdown.pdf
https://www.ifs.org.uk/uploads/BN290-Mothers-and-fathers-balancing-work-and-life-under-lockdown.pdf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16696.2020.180869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16696.2020.180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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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差距 
86. 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暴露了社会保护方面存在的差距——这些差距将最弱势群体置于更加危

险的境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189 这场危机重点威胁到所有无缘有效和充分社会保
护制度的人的健康、生命和生计。危机降临时，全球约有 55%的人口(40 亿人)享受不到任何
形式的社会保护。 190 此外，80%的失业人员没有领到任何失业救济金。大约 40%的世界人
口享受不到医疗保险。 191 因此，最贫穷和最弱势的工人——特别是那些非正规就业、自营职
业和临时就业的工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在不掏空
腰包的情况下，享受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保健。他们还受到失业和收入损失的直接冲击，
一旦失去谋生手段，就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他们往往选择不顾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安全而冒暴露于病毒之险，否则就有因停工而丢失饭碗之虞。 

87. 在当前的危机中，缺乏或有限的社会健康保护是最具灾难性的差距之一。当前危机这类对健
康的冲击，是社会健康保护覆盖范围之外的家庭陷入贫困的根源。为了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许多这类家庭不得不出售他们的生活资料，借入具有长期后果的现金，并出售他们的实物资
产，通常是生产性资产。许多工人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后，就会陷入贫困。此外，在当前
的危机期间，许多工人不可能在污染或可能暴露于病毒的情况下自我隔离，也不可能领取疾
病津贴。 

88. 缺乏社会保护还意味着在发生工伤事故或疾病后，许多工人及其家人得不到补偿。根据劳工
组织的估计，每年有 278 万工人死于工伤和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另有 3.74 亿工人遭受非致命
性工伤事故。 192 虽然瞒报往往损害其可靠性，但最近的职业安全和卫生数据表明，死亡率
和发病率负担的差异因工人生活和工作地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反映出他们在面临职业风险
和普遍享有职业安全和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事实上，职业等级较低工人的健康
状况差于职业等级较高的工人，在生命早期就面临更高的致残和死亡风险。 193 

89. 与本国同行相比，移民工人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方面受到的保护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他
们通常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护。 194 除了公民身份障碍之外，移民工人经常面临法律或行政
限制，使他们实际上无法获得社会保护。这些限制的实施通常是因为他们的就业时间、合同
的性质或他们在东道国居住的时间，或者因为他们的就业没有申报。在某些情况下，移民工
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有权获得某种社会保护，或者没有提出社保要求，这可能是因为缺乏足够

 
189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社会保护体系辜负弱势群体”。 
190 劳工组织，《2017-2019 年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7 年。 
191 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追踪全民健康覆盖：2017 年全球监测报告》，2017 年。 
192 劳工组织，《劳动世界未来的核心是安全和健康：基于 100 年的经验》，2019 年，第 1 页；Jukka Takala 等，“特定
国家和地区工伤和疾病负担的比较分析”，载于《中欧职业和环境医学杂志》第 23 卷，第 1-2 期(2017 年)，第 6-31 页。 
193 Bastian Ravesteijn、Hans van Kippersluis 和 Eddy van Doorslaer，“职业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载于《健康与不
平等》(《经济不平等研究》第 21 卷)，2013 年。 
194 Clara van Panhuys、Samia Kazi-Aoul 和 Geneviève Binette，“移民根据双边劳工协定获得社会保护”，劳工组织扩
大社会保障系列工作文件第 57 号，2017 年；Hirose kenichi、Miloš Nikač 和 Edward Tamagno，“保护移民工人的社会
保障权利”，载于《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障：基于权利的方法》(日内瓦：劳工组织，2011 年)，第 3 页。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3967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04882/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86645.pdf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041295/#:%7E:text=Health%20is%20distributed%20unequally%20by,higher%20up%20the%20occupational%20hierarchy.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ressource.ressourceId=5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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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或行政程序繁琐。因此，危机来袭时，移民工人缺乏足够的社会保护。然而，在一些
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包括酒店业和家政服务业，移民的比例过高。他们还一直工作在医疗
保健、农业和食品行业的第一线。 195 

90. 中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保护差距主要是由融资差距造成的。穷困和弱势群体最集中的中低收入
国家，恰恰是社会保护覆盖率最低的国家。 196 非正规经济的规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 197 实
施最低标准的适当社会保护的资金缺口，约为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1.6%，为低
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5.6%。然而，这些国家有限的财政空间，削弱了它们通过税收和转
移支付进行再分配以覆盖被排斥在外的工人的能力。 198 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
关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的周期性讨论报告更详细地探讨了社会保护方面的差距问题。 

合同安排和不平等 
91. 虽然不同的工作安排可能有助于增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但这种日益增加的多样性会加

剧不平等。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从标准就业向更多
样化的合同安排的明显转变。这些不同的合同安排包括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工作、临时派遣
工作和其他多方就业关系，以及依附性的自营就业。工作安排既包括常见的农业零工等长期
做法，也包括在数字劳动平台上工作的新安排(见专栏 4)。新式的合同安排会加剧劳动力市场
的不平等，因为它们通常提供有限的劳动保护，其性质和程度因合同类型而异，使许多工人
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得不到保护，也无力抵御生命危险。 

 专栏 4. 什么是数字劳动平台？ 

数字劳动平台是日益多样化的工作安排的一部分，包括基于网络的在线平台(有时也称为“众包”
或在线外包)和基于位置的平台。基于网络的平台通过公开发包，将工作外包给地理上分散的人
群，或者通过自由职业平台外包给个人。由身处具体地理区域的工人从事的典型基于位置的平台活
动包括运输、送货和家庭服务。 

虽然数字劳动平台的部分工作是将线下经济转到线上，但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全新的工作。这些平台
的工作量目前仍然有限(根据不同估算，约占劳动力的 1%至 3%)，但预计在线跨境劳动平台将成为
未来主要的持续增长点。  

数字劳动平台可以为包括女性、残疾人、年轻人和移民工人在内的工人提供随时随地工作的机会，
对劳动力需求疲软的国家尤具吸引力。许多低收入国家正在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因为这些

 
195 劳工组织，“移民工人的社会保护：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必要回应”，2020 年。 
196 劳工组织，《2017-2019 年世界社会保障报告》。 
197 基金组织，“非正规经济和包容性增长”。 
198 Fabio Durán-Valverde 等，“社会保护的融资缺口：从新冠肺炎危机及以后看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估计和战略”，劳工
组织工作文件第 14 号，2020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8979.pdf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9/11/14/sp111419-the-informal-economy-and-inclusive-growth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87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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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代表着有希望的工作机会来源。数字劳动平台还为企业提供了全球和本地劳动力以及更广泛的
市场覆盖面。 

然而，对于传统企业和工人来说，许多挑战都与这些数字平台相关。传统企业不得不面对来自数字
平台的激烈竞争，有时甚至是不公平竞争，而数字平台往往不对国家(例如在税收或透明度方面)或
其劳动力承担同样的义务。 

在主要由平台单方面确定的附和合同(服务协议条款)管理的就业状况、就业和收入保障、工作条件
及其社会保护和其他福利方面，工人也面临挑战，因为大部分工作是在劳动法范围之外进行的。在
出租车等一些基于位置的平台上，工人需要向平台支付为他们招徕客户的佣金。此外，平台工人在
行使其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方面面临困难，因为平台及其客户可能位于与工人不同的管辖区。此
外，当工人被归类为自营职业者时，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可能会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2021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数字劳动平台在改变劳动世界中的角色》，2021 年；Greetje 
F. Corporaal 和 Vili Lehdonvirta，《平台采购：财富 500 强企业如何采用在线自由职业平台》，牛津互联网研究所
报告，2017 年。 

 

92. 越来越多地使用多种合同安排反映了广泛的经济社会变化。推动这些转变的主要因素是服务
行业、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企业组织战略的变化和监管改革。在线外
包到数字劳动平台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的表现。 199 许多新的合同形式回应了企业对更大灵活
性的渴望，有时也满足了工人的偏好。 200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非全日制工人的待遇低于
社会保障最低待遇标准时，或者当企业的长期核心职能可以由临时合同工人履行时，法规可
能鼓励使用某些安排作为节约成本的措施。 

93. 与标准就业者相比，属于某些合同安排形式的工人的工资存在差异。劳工组织对实行不同合
同安排但从事同类工作的同类工人的工资， 201 进行了全面经济计量研究审查，即使考虑到
工人的年龄、教育、职业和经营行业的差异，临时合同工人和无限期合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
高达 30%的无法解释的薪酬差距(图 11)。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工作往往
与工资打压有关，而自愿的非全日制工作更有可能导致工资溢价。 202 不同收入水平的工资
差异也参差不齐。例如在意大利，与临时工作相关的工资差距，在工资较低的工人中更加明
显，但在高工资工作中几乎不存在。 203 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差距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扩大，或者随着业内工龄的延长而缩小，德国的临时派遣工人便是例证。在发展中国家，虽

 
199 Lily Hay Newman，“并非总是人工智能筛选你的敏感信息”，《连线》，2017 年 11 月 29 日；Sidney Fussell，“每
个机器人的背后都是人”，载于《大西洋》，2019 年 4 月 15 日；Mary L. Gray 和 Siddharth Suri，《幽灵工作：如何阻
止硅谷建立新的全球下层阶级》(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出版社，2019 年)。 
200 Courtney von Hippel 等，“临时就业：组织和员工都能赢吗？”，《经营者学会期刊》第 11 卷，第 1 期(1997 年)，
第 93-104 页；劳工组织，《世界各地的非标准就业：了解挑战，塑造未来》，2016 年，第 5 章。 
201 劳工组织，《世界各地的非标准就业》。 
202 Colette Fagan 等，《工作时间安排对工作-生活融合或“平衡”的影响：国际证据评论》，劳工组织工作和就业条件系
列第 32 号，2012 年；Colette Fagan 等，《寻找高质量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工组织工作和就业条件系列第 43 号，2014
年。 
203 Giulio Bosio，“临时工作对意大利工资分配的影响：无条件 IVQTE 方法”，载于《劳工》第 28 卷，第 1 期(2014 年)，
第 64-86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2501.pdf
https://www.oii.ox.ac.uk/publications/platform-sourcing.pdf
https://www.wired.com/story/not-always-ai-that-sifts-through-sensitive-info-crowdsourced-labor/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8787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8730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37781.pdf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labr.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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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相比，有书面定期合同的工人通常会在工资上受到打压，但这种
打压的程度往往低于没有书面合同的工人。 204 在排除教育、年龄和职业因素的情况下，从
事工业家庭工作、远程工作和基于家庭的数字平台工作的居家工作者与非居家工作者相比，
工资往往存在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因国家而异：联合王国居家工作者的工资往往比非居家工
作者低 13%，在美国低 22%，在南非低 25%，在阿根廷、印度和墨西哥低约 50%。 205 

 图 11. 选定国家的临时合同和无限期合同工人之间调整后的工资差异(仅限男性) 

 
注释：回归分析的部分系数，至少排除年龄、教育、职业和活动行业(其他排除因研究而异)。年份是指分析所依据的数据的年份。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世界各地的非标准就业：了解挑战，塑造未来》，2016 年。 

94. 实行不同合同安排的工人不太可能得到充分的劳动和社会保护。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和社会保护制度，是如何围绕标准雇佣关系的概念建立的，这意味着
其他就业安排中的工人不太可能得到或没有得到劳动和社会保护的充分覆盖。他们的社会保
障覆盖往往不足，要么是因为法律规定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保障权利之外，要么是因为工龄短
或收入或工时少而限制或剥夺了他们享受这些权利的机会。 206 此外，研究发现，从事非全

 
204 劳工组织，《世界各地的非标准就业》。 
205 劳工组织，《居家办公：从隐形到体面工作》，2021 年。 
206 Janine Leschke，“欧洲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否适应了非标准就业带来的新风险？”，DULBEA 工作文件第 07-05.RS 号，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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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工作的工人接受雇主资助培训的机会可能少于全职工人。 207 伴随非典型的工作安排和
工作不安全感而来的，是对身心健康的长期严重负面影响。 208 

95. 临时合同、多方安排和依附性自营就业工人，在行使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和有效承认集体谈
判权方面面临更大困难。尽管《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和《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具有普世性，但部分上述工人经常被排除在组织
权利，特别是集体谈判权利之外。 209 多方雇佣关系中的工人并不总是有权与他们所在的企
业进行集体谈判，因为这项权利可能仅限于雇用他们的企业。工人们也可能会在是否加入工
会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与工作单位的联系较为薄弱，或者因为他们害怕雇主可能打击
报复，临时合同工的这一表现尤为突出。劳动力调查统计数据证实，临时合同工人加入工会
的比率较低。 210 

96. 与其他人口群体相比，某些群体也更有可能从事自营职业或接受临时或多方就业安排。女性、
青年和劳务移民在这种工作安排中所占比例过高，反映出这些工人更难以进入和留在劳动力
市场。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更多地参与非全日制工作，这反映出无报酬家庭工作的不
平等分配，以及这种不平等对她们从事全日制工作可能性的影响。私营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为
少数民族工人提供其可能无法通过传统渠道获得的企业工作机会。许多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
的首次经历是签订临时工作合同；然而，当此类合同在总体就业中的整体发生率较高时，年
轻人不太可能最终过渡到较稳定的工作岗位。 

97. 新冠肺炎危机增加了这些工人的暴露风险，财务上更加脆弱，生命受到威胁。许多有着不同
合同安排的工人，在面临缺乏疾病和失业津贴等充分的社会保护的情况下，不顾健康和生命
危险，在危机期间继续工作。失业或不续签合同对临时工的影响尤为严重。此外，他们之中
的大多数人在受危机冲击最大的行业工作。例如，在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受封锁措施影响最大
的行业，持有非标准合同的工人平均占就业总数的 40%，而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希腊的
这一比例超过 50%。 211 然而，与其他形式的就业合同相比，为保护非标准合同工人的生计
而采取的措施是有限的，或需要时间加以确定和实施。 212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受冲击最
为严重的还有“零工经济”工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因危机而失去了全部收入，其中只有
30%的人对自己所在公司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 213 

 

 
207 Fagan 等，“寻找高质量的兼职工作”；经合组织，《经合组织 2010 年就业展望：走出就业危机》，2010 年。 
208 J.E. Ferrie 等，“长期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安全感的变化对英国公务员自我报告的健康、轻微精神疾病发病率、生理测
量和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白厅二号研究”，载于《流行病学和社区健康杂志》第 56 卷，第 6 期(2002 年)，第 450-454
页。 
209 劳工组织，《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报告》，国际劳工大会第 105 届会议，报告三(1A)，2016 年。 
210 劳工组织，《世界各地的非标准就业》，第 5 章。 
211 经合组织，《与非标准工作相关的分配风险：风格化的事实和政策考虑》，2020 年。  
212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七版》。  
213 世界经济论坛，“受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临时工”。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oecd-employment-outlook-2010_empl_outlook-2010-e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52500.pdf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distributional-risks-associated-with-non-standard-work-stylised-facts-and-policy-considerations-68fa7d6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gig-workers-hardest-hit-coronavirus-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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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新冠疫情后的不平等：以人为本和更具包容性的
劳动世界未来的关键政策领域 
98.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应对疫情对经济和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否则对不平等的影响将会加剧。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助于减轻危机的社会经
济影响。根据一项估计，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二十国集团国家的财政措施，占其 2019 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 11%以上。 214 这些措施有助于主要通过直接的政府支出和税收、贷款和信贷
的放弃以及对企业税收的减免，包括对其社会保障缴费的税收减免，为企业生存提供财政援
助。采取的财政措施，也有助于为工资补贴计划等工作保留方案提供资金，并将社会保护扩
大到许多通常覆盖不到的工人，特别是非正规经济工人。同样，世界各国央行的扩张性货币
政策刺激了经济，有助于企业生存，并让千百万工薪族和企业家保住了全部或部分收入。 

99. 社会对话——三方对话和工会与雇主及其组织之间通过集体谈判进行的直接对话——在设计和
实施应对危机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5 在危机的头几个月，在接受
审查的 188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34 个广泛利用顶层社会对话，决定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
激经济的紧急措施，以拯救企业和就业，缓解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在这 134 个国家和地区
中，约有一半采用了三方社会对话机制。这种社会对话涉及政府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
的谈判、协商和信息交流，有助于制定更知情的政策，也提高了社会伙伴的所有权和认可度，
进而促进了落实工作。社会对话还有助于防止危机期间劳工权利和工作条件受到侵蚀。例如，
斯里兰卡于 2020 年 5 月初签署的三方协议，确定了因疫情相关限制而无法工作的雇员的最
低工资；阿根廷达成了一项三方协议，向被关闭行业的工人支付正常净工资的四分之三。 

100. 雇主或其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的对话，经过就多项议题的谈判，形成了新冠肺炎危机应对措
施。 216 社会伙伴讨论的各项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促进安全和健康、便利居家办公、支持企业
偿付能力、保留工作和确保收入以及恢复经济活动。例如在南非，服装制造业全国谈判委员
会缔结了一项协议，将集体失业索赔与雇主缴费挂钩，确保约 8 万名工人在六周的封锁期内
拿到全额工资。哥伦比亚的抗议活动导致关于一项防控新冠肺炎的“生物安全措施”的集体
协议的出台，这一集体协议涉及乌拉巴(Urabá)香蕉种植园的 2.2 万名工人，其中规定了职业
安全和卫生措施，以及针对 65 岁以上或患有被认定为最危险基础疾病的工人的具体措施。在
西班牙，公共服务工会联合会和政府之间签署了一项集体协议，以规范 250 万公共雇员的远

 
214 Stephanie Segal 和 Dylan Gerstel，“二十国集团新冠肺炎财政回应解析：2020 年 6 月更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0 年 7 月 2 日。 
215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治理工具的最高级别社会对话：全球和区域趋势及政策问题”，政策简报，2020
年 10 月；劳工组织，“新冠肺炎时代工会作用的全球趋势分析”，政策简报，2021 年。 
216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治理工具的最高级别社会对话”。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reaking-down-g20-covid-19-fiscal-response-june-2020-update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dialogue/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590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72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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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作。 217 意大利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突出了三方和双方对话之间互动的重要性。
两项国家三方协议被纳入 2020 年 3 月 22 日和 4 月 26 日的总统令，为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就
量身定制的新冠肺炎解决方案进行集体谈判敞开了大门。 

101. 国际劳工标准为所有人提供了一条通向体面劳动的途径，有助于减少劳动世界的各种不平等。
国际劳工标准规定了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使处理工作中的正常和特殊情况成为可能。
这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尤为重要，这场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了劳动世界。国际劳工标
准极大地提高了许多国家的危机复原力。因此，当前的危机进一步表明，需要加快批准和实
施国际劳工标准。 218 

102. 然而，以大型非正规经济为特征的低收入国家实施广泛措施和获得疫苗的财政空间甚为有限，
致使数百万工人和企业无法抵御这一流行病的影响。大规模的保护措施意味着巨大成本，超
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财政能力，而且非正规性将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排除在税收基础之外。一些
国际机构和高收入国家政府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受益于特别作为
二十国集团倡议一部分的债务偿还暂停措施，该倡议拓宽了它们实施支持企业和工人的财政
措施的空间。 219 同样，基金组织强化其融资工具，以支持面临危机的成员国，特别是最脆
弱的国家。 220 许多高收入国家还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医疗用品、呼吸辅助设备和测试包。尽
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中低收入国家仍有数百万工人和企业得不到保护，特别是那些非正规
经济部门的工人和企业。此外，目前这场新冠疫苗药剂争夺战，可能会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
因为许多高收入国家已经能够获得疫苗，并发起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相比之下，许多中低
收入国家没有疫苗订购能力，而且收到疫苗的时间很可能大大晚于高收入国家。 

103. 新冠肺炎危机以多种形式加剧了不平等，使减少不平等的集体任务变得极具挑战性，但未来
减少不平等之道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事实证明，世界各国政府在危机期间采取积极行动，
对于降低危机对工人和企业的不利影响至关重要，也部分缓解了此次疫情对不平等的影响。
各国政府获得了新的经验，进一步提高了其专门技能，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它们在保护公民
和保障生计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历可能已经成为未来建设更具包容性、
更具韧性和更平等社会的“起跑令”。然而，有一个关键问题与危机期间采取的一些临时措
施的可持续性有关(例如，向以前没有覆盖的个人提供保护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能够持续
下去，可能有助于减少未来劳动世界的不平等。 

104. 也可以从那些在新冠肺炎危机前成功减少不平等的国家吸取经验教训。从这些政策中吸取经
验教训，将有助于政府和社会伙伴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包容、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劳动世
界未来。促进平等没有一刀切的方法或模式。每个政府都需要研究现有的各种政策选择，并
与社会伙伴合作，设计和实施契合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适当行动路线。本章重点论述
了部分与减少不平等广泛相关的关键领域。 

 
217 欧洲公共服务工会，“反思我们的(远程)工作方式”。 
218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和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常见问题”。 
219 世界银行，“暂停偿债和新冠肺炎”。 
220 基金组织，“新冠肺炎财政援助和债务服务减免”。 

https://www.epsu.org/article/rethinking-way-we-telework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9937.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actsheet/2020/05/11/debt-relief-and-covid-19-coronavirus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COVID-Lending-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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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包容性增长：可持续企业、生产率增长、 
技能和正规化的作用 
105. 在疫情期间，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支持企业及其提供的工作，包括雇用许多低收入

工人的中小企业。政府给予税收优惠；以优惠条件提供担保贷款和信贷；并允许延期缴纳税
款和公用事业费，增加偿还税收债务的灵活性，降低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专门针对中小企
业的政策，在限制不平等程度加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这类企业应对这场危机的财务
基础尤为薄弱。许多国家对中小企业实行了直接金融支持，如公共投资银行发放的新信贷(法
国)和无抵押零利率贷款(日本)，缩短了银行提供信贷审批所需的时间(以色列)，或为希望重
启信贷条件谈判的中小企业调动信贷中介(法国)。 221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些政府措施往
往绕过了占世界企业 80%的非正规企业。 

106. 政府还通过临时工资补贴，向企业及其工人提供支持。 222 事实上，许多国家最常用的措施
之一是采用或调整现有的工资补贴计划，亦称短期工作福利、部分失业福利或休假计划。这
些措施有助于企业留住他们培训过的工人，并向他们发放至少部分正常工资。临时工资补贴
在许多国家得到推行，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加拿大、法国、德国、马来西亚、
摩洛哥和联合王国。 223《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指出，如果没有这种计划，收入不平
等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此外，如果没有工资补贴，欧洲女性的工资损失比例将高于男
性。 224 

107. 今后，通过减少商业程序和其他机制的负担以改善众多可持续企业的环境，将有助于提高生
产力，创造就业，并增进平等。改善营商环境是一项复杂工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
变化可能姗姗来迟。多年来，劳工组织开发了自己的评估工具，作为就如何改善有利于企业
的环境提供循证建议的基础。 225 可持续企业扶持环境(EESE)工具，已用于各区域的 50 多个
国家，并已使营商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例如：洪都拉斯降低了建立新企业的成本并简化了商
业程序；墨西哥哈利斯科州推出许可程序便利化市政计划和企业劳工计划；以及赞比亚建立
了企业监管审查机构。仍然需要通过经验证据来确定这些进步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为企
业家和小企业消除障碍，并重点为低收入行业提高收入创造更好条件的理据，是明确无误的。  

108. 促进生产力增长的政策，主要针对企业之间生产力差距日益扩大的经济部门，并可以同时促
进平等。企业具有异质性，处于业务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因此，支持它们，特别是小微企
业实现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并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需要一项综合战略，以连贯和协调的方
式，将企业、行业和宏观各级的生产发展政策和机构融为一体。重要的是，要设计这样一种
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在企业成长过程的创办、生存、成功、起飞和资源成熟的五个阶段为企

 
221 经合组织，《新冠肺炎：中小企业政策回应》，2020 年。 
222 劳工组织，《概况介绍：临时工资补贴》，2020 年。 
223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COVID-19 时代的工资和最低工资”。 
224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 
225 劳工组织，“为可持续企业创造有利环境”。 

https://www.ioe-emp.org/index.php?eID=dumpFile&t=f&f=146428&token=c5be32561db68ed99a5e33689a1e9005cac70a1b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666.pdf
https://www.ilo.org/infostories/zh-CN/Campaigns/Wages/globalwagereport
https://www.ilo.org/empent/units/boosting-employment-through-small-enterprise-development/eese/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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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支持。 226 在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就业和生产力增长方面，工人的技能开发、资本积累
以及对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劳动力强化技术和创新的投资至关重要。此次疫情加剧了一个
关键挑战，即如何向那些在低技术、非数字经济部门运营的企业提供支持。还需要有一个有
利于企业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或转型的环境。2007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促进
可持续企业的结论和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多国企业宣
言》)，强调了可持续企业的关键作用。在这方面，一系列因素发挥了作用，包括和平与政治
稳定、善治、社会对话、尊重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创业文化、
有利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获得金融服务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和有形基础设施。2020 年的经历彰
显，加快企业及其雇佣工人的正规化进程是燃眉之急。 

109. 多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通过多方面政策组合，在减少小企业及其工人的非正
规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提供激励的同时减少了官僚作风。巴西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宝贵
的正面示例。1990 年代末，巴西推出了全国统一的税费制度，将多种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合
并为一笔付款，然后在 2006 年推出了另一项新计划，进一步简化了小微企业的行政和税收
制度。随后又于 2008 年推出了个人微型企业家制度——针对自营职业者和雇员不超过一人的
雇主——规定每月一次性付款和简化纳税申报、获得社会保护和以较低利率进入银行账户等
措施。政府目前对小微企业以及微型企业家的支持还包括改善获得金融、商业服务、公共采
购和技术的机会，以提高生产率。截至 2018 年年中，巴西有近 700 万人在个体微型企业家
制度下注册，在统一税收制度下注册的小微企业约达 500 万家，涵盖近 1,100 万名雇员(约占
巴西所有正式雇员的四分之一)。 227 

110. 作为成员所有的企业，合作社也很适合推动向正规经济的过渡，并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发展。
疫情之前，据估计合作社至少提供了 2.79 亿个工作岗位，并有促进平等和包容的历史记
录。 228 合作社为成员所有、以人为本和以价值观为基础，其设计本身具有减少不平等和促
进包容性的可能性。有许多例子说明合作社如何通过提供更多社会经济机会，帮助减少社会
弱势群体，包括土著和部落居民、残疾人、移民和难民面临的不平等。例如在墨西哥，
Isthmus 地区土著社区联盟这一咖啡生产者合作社，使 53 个不同社区和 5 个不同城市的
5,000 多个家庭实现了重新团聚。合作社还使包括仓库和食品供应系统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可能，并提供了运输和医疗服务保障。依据土著和部落民族的传统管理的合作社，有助
于其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埃塞俄比亚残疾人协会联合会支持创建的 Yenegew Sew 卫生服务
合作社，为残疾人创造了数百个就业和培训机会。 229 

111. 生产力和包容性问题，与优先投资于女童和女性以及低收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教育和技能的
必要性相关联。对于许多来自低收入或弱势群体的女孩和儿童来说，不平等的经历始于缺乏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然而，包容性和高质量的全民教育——从学前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开始

 
226 Virginia L. Lewis 和 Neil C. Churchill，“小企业成长的五个阶段”，《哈佛商业评论》第 61 卷，第 3 期(1983 年)，第
30–50 页。 
227 劳工组织，《全国统一：自营职业者、小微企业家的单一税收制度 — 巴西的经验》，2019 年。 
228 促进和推动合作社委员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合作社 2030 — 合作社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贡献》，未注明日期。 
229 促进和推动合作社委员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合作社 2030 — 合作社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的贡献》，未注明日期。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5864.pdf
http://www.copac.coop/wp-content/uploads/2018/04/COPAC_TransformBrief_SDG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coo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37335.pdf


不平等和劳动世界 
第三章 

53 

 

——仍然是一个具有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包容性的公正社会的基础。 230 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缩小
教育差距方面成果颇丰。在拉丁美洲，18 岁以上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990 年的 5.8 年
增加到 2010 年的 8.26 年，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比例从 21%增加到 36%。 231 虽然一些
国家在疫情降临时已经成功地缩小了个人、男女以及弱势群体之间的教育和技能差距，但疫
情显然突显了其他国家增加教育和技能培养投资的必要性。 

112.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既为就业提供知识和技能，也有助于提高包容性。孟加拉国政府制定了
一项方案，增加残疾人和低学历女性参加技能开发计划的机会，获得技术能力，成为成衣业
的多面手。其他例子包括哥斯达黎加培训机构的性别平等主流化、约旦对叙利亚难民已有学
历的认可，以及贝宁非正式学徒制度的升级。 232 根据 2020 年期间见证的情况，为教育水平
较低的工人提供更多培训，以增加远程工作机会，可以通过利用技术加强职业互补性来减少
不平等。 233  

113. 终身学习和获得技能再培训和技能升级培训，有助于工人保持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许多经
济体的高失业率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新冠肺炎危机期间显现的问题，必须确
保失业工人与劳动力市场保持联系，并保留或提高他们的技能，以降低因其收入潜力受到侵
蚀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风险。此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应针对年轻人、移民、土著工
人和受全球疫情影响最大的其他弱势群体。在这方面，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分析和劳动力市
场计划的有效资源配置，对于推进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消除未来不平等的潜在源头至关重要。
新冠肺炎危机表明，在商业财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快速反应是关键，在这种背景下，技能
要求不一的不同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起伏波动。 234 技能体系的政策和计划改革可以扩大
机会，增加灵活的学习选择，改善学习途径，激励工人投资终身学习。法国、大韩民国和新
加坡等国引入的个人培训账户和学习权利，论证了提供个人技能更新和新技能获取机制的重
要性。 

确保所有人公平分享进步成果： 
提高劳动机制的有效性和包容性 
114. 为了保护工人免受过低工资的影响，并减少较低收入阶层的工资不平等，许多国家近年来采

用了最低工资新规，或提高了现行最低工资水平。德国和南非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9 年通过
了国家最低工资新规。2020 年，卡塔尔成为第一个对国民和外国工人实行非歧视性最低工资
的海湾国家。为了使最低工资更具包容性，印度将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从一系列所谓“计划

 
230 劳工组织，《面向劳动世界的未来，构建技能和终身学习新体系》，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报告六(2021 年)；劳
工组织，“未来劳动力的技能政策和体系”，劳动世界的未来全球委员会，第 8 期简报，2018 年。 
231 世界银行，《拉丁美洲的工资不平等》，第 35 页。 
232 Ralf Lange、Christine Hofmann 和 Manuela di Cara，《让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发展惠及所有人的指南》，劳
工组织技能和就业能力处，2020 年。 
233 经合组织，“后新冠肺炎时代，从远程办公中提高生产率：公共政策如何使其实现？”，经合组织冠状病毒(新冠肺炎)
对策，2020 年。 
234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回应”，政策简报，2020 年 8 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1817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5869.pdf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productivity-gains-from-teleworking-in-the-post-covid-19-era-a5d52e99/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4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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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工作扩大到该国所有领薪工人。这些措施有可能减少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包括性别工
资差距。 235 然而，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最低工资是否具
有广泛的法律覆盖面，是否得到雇主的严格遵守，或者其所定水平是否适当考虑到工人及其
家庭的需要和经济因素。 236 由于违规是非正规劳动力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最低工资并辅
之以针对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措施，能够更有效地减少不平等。 

115. 为了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向低薪工人提供支持，许多定期调整最低工资的国家计划在 2020
年上半年增加工资。分析 237 显示，在定期调整最低工资的 69 个国家中，除三个国家外，其
余国家都如期进行了 2020 年上半年安排的所有调整。在 87 个不定期调整最低工资的国家中，
有 12 个国家在 2020 年上半年提高了最低工资——这一数字低于前一年。这表明，新冠肺炎
危机可能导致一些政府推迟了可能于 2020 年进行的调整。显而易见，在经济困难时期，最
低工资调整应做到谨慎平衡和精准无误，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以社会对话为基础。  

116. 运作良好的集体谈判机制，有助于确保工薪阶层公平分享进步成果，并减少不平等。最低工
资也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确定。此外，集体谈判可以通过促进公平的工资结构以及包容性劳
动力市场的其他属性，包括平等待遇、雇员参与和技能开发，产生更广泛的平等诱导效应。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在集体协议涵盖大量工人的国家，不平等程度往往较低。 238 当
多雇主安排涵盖整个行业或区域时，它们往往倾向于增加收入分配低端工人的工资。一些国
家适用延伸条款，有时受到“选择退出”条款的规范，将集体协议的条款适用于其签署方以
外，从而将对平等的影响扩大到更大比例的劳动力。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集体谈判覆盖的工
人太少，无法显著减少不平等，在高非正规性的工资等级低端尤其如此。 

117. 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集体协议有助于为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解决方案。 239 部分国家将
集体协议作为立法规定的最低基本保护的补充，使最弱势群体能够得到保护。在以色列，一
项集体协议为自营职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支持，按照与领薪雇员相同的规则支付失业津贴。
在雇主和工会传统上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已就短期工作补偿计划的
要点进行了谈判，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付诸实施；在德国，许多行业的集体协议提高了工时
损失的法定收入补偿率(在一些行业高达 90%至 100%)。 240 

118. 为使集体谈判具有包容性，立法框架必须保护和促进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建立一个允许工
人组织自由运作和选择其结构层级的立法框架，并消除所有工人入会的障碍，是确保有效保
护的先决条件。为支持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是，将集体谈判权扩大到就业关系范围之外。

 
235 Dale Belman 和 Paul J. Wolfson，《最低工资起什么作用？》(W.E. Upjohn 就业研究所，2014 年)；Arindrajit Dube，
《最低工资的影响：国际证据审查》，独立报告，联合王国政府出版物，2019 年；Jill Rubery 和 Damian Grimshaw， 
“性别和最低工资”，载于《体面劳动的监管：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新方向》，Sangheon Lee 和 Deirdre McCann 编，第
226-254 页(伦敦：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11 年)。 
236《百年宣言》呼吁实行“法定或经过谈判达成的适当最低工资”。 
237 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 
238 经合组织，《谈判出我们的上升途径：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中的集体谈判》，2019 年。 
239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治理工具的最高级别社会对话”。 
240 Thorsten Muller 和 Thorsten Schulten，“确保公平的短期工作 — 欧洲概览”，欧洲工会研究所政策简报第 7 期，
2020 年。 

https://research.upjohn.org/up_press/227/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44350/impacts_of_minimum_wages_review_of_the_international_evidence_Arindrajit_Dube_web.pdf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153548/lang--en/index.htm
https://www.oecd.org/employment/negotiating-our-way-up-1fd2da34-en.htm
https://www.etui.org/publications/policy-briefs/european-economic-employment-and-social-policy/ensuring-fair-short-time-work-a-european-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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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赋予依附性自营就业者这项权利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消除加入工会的障
碍也至关重要，例如一些临时合同工人(包括移民工人)担心加入工会后会遭到报复，可以仿
效法国的做法，扩大针对歧视性解雇的保护范围，将不续签临时合同纳入其中。 

119. 确保最低有保障工作时间和给予工人对其工作安排的发言权，包括限制工作时间的可变性，
对于提供收入保障益发重要。一些国家规定了非全日制雇员的最低工作时间，以保证他们获
得最低收入。2010 年代初，经修订的法国立法规定，除某些例外情况外，非全日制工人每周
至少工作 24 小时；一些行业的集体协议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这项法定权利。 241 德国、加纳、
荷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限于哥伦比亚特区和八个州)的规定要求雇主，在工人按排班
报到或应召工作时，即使工作被取消或工时被缩短，也要按最低小时数向工人支付工资。 

120. 一些国家部分扩大了劳动保护范围，将不具有“雇员”身份的工人类别包括在内。这意味着
在疫情期间，许多旨在支撑收入的保护措施，已经惠及许多从事相对无保障工作的工人。其
中一个类别有着“依附性自营就业”工人的划分，其定义因国家而异。例如在联合王国，
“工人”的概念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作为一个类别引入的，旨在将某些形式的劳动保护的范
围扩大到亲自从事任意工作或服务的人，而不管各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但不包括以专
业或独立商业身份从事的工作。因此，尽管根据联合王国法律他们不具备“雇员”资格，也
没有资格获得养老金等其他权利，“工人”有权获得国家的最低工资，但在工人觉悟不高和
工会代表比例不足的情况下，确保雇主遵守规定仍然困难重重。 242 

121. 向正规经济的过渡，是一项保护工人和确保政府税收更加安全的基本措施。《2015 年从非正
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为推进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过渡提供了指
导。乌拉圭采取了许多举措，使曾经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家政工人的就业正规化。2006 年的
一项法律将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扩大至家政工人。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三方协议逐步规范了该
行业的劳动关系，并化为促进正规就业的联合行动。社会保障银行改善了家政工人的社会保
障覆盖，包括采取措施简化登记手续、降低成本和提高工人和雇主的认识。劳动监察局成立
了一个专门部门来监督家政工作立法的遵守情况。因此，家政工人的贫困率从 2006 年的 30%
降至 2017 年的 14%，社会保障登记人数在 2006 至 2018 年间增加了约 75%。 

推进性别平等 
122. 通过改革议程实现性别平等和消除工作中的歧视，是全面减少不平等和确保男女享有社会正

义的关键。实现性别平等需要一项改革议程：以确保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和平等待遇，包括
男女同工同酬；能够更加平衡地分担家庭责任；通过使工人和雇主能够就考虑到各自需求和
利益的解决方案，包括有关工作时间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为实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创
造条件；并促进对照护经济的投资。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或团体，就如何最大限度地提
高女性对经济的贡献率向政府提出建议(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或评估和实施平等机会和非
歧视原则(如意大利)。其他国家(如阿根廷)成立了国家协调小组，以确保包括社会伙伴在内的

 
241 Damian Grimshaw 等，“减少不稳定工作：保护性差距和欧洲社会对话的作用”，欧盟委员会报告，2016 年 11 月。 
242 David Mangan，“新冠肺炎与联合王国劳动法”，《欧洲劳动法杂志》第 11 卷，第 3 期，2020 年，第 332-346 页。 

https://documents.manchester.ac.uk/display.aspx?DocID=4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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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攸关方，在制定旨在实现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政策时开展对话。在澳大利亚，拥有 100
名或更多雇员的私营部门雇主，必须每年向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署汇报情况，旨在让各个组织
都能够监测、反思和改善各自从就业和工作安排到薪酬等方面的性别平等表现。 243 

123. 在疫情期间，一些欧盟国家改善了儿童保育设施，并向有年幼子女的在职父母提供了更多财
政支持，从而促进了远程工作的普及，减少了对远程工作的性别偏见。 244 为应对学校、托
儿所和儿童保育服务机构的关闭(通常对被视为关键部门的工人进行开放)，许多国家为父母
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实行了特殊的育儿假安排。欧盟的 20 个国家提供了这种计划，主要针对
子女年龄在 12 岁或 12 岁以下的父母，有些计划还包括照顾年龄较大的残疾儿童。这些计划
中有一半规定了带薪育儿假，其水平与标准工作保留计划相同甚至更高(如奥地利、希腊、葡
萄牙和罗马尼亚)。这种情况可被视为有关政府给予照护工作相应重视，并认识到包括在职母
亲在内的父母收入对家庭福祉的重要性。然而，在一些国家，只有母亲或单身父亲可以休假，
因而更加固化了照护工作的性别分工。此外，这些计划对自营职业者和非正规经济工人的包
容性也各不相同。 

124. 疫情危机之前，一些国家实行了全面的国家性别政策，以解决女孩和男孩之间以及女性和男
性之间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如果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性别歧视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在劳
动世界实现性别平等即使并非不可能，也会增加其难度。例如，埃塞俄比亚政府于 2000 年
取消了反对配偶外出务工的规定，将女孩的最低法定结婚年龄从 15 岁提高到 18 岁，在实施
新法律的地区，女性参与有偿工作的比例在 5 年内从 15%增至 24%。同样，秘鲁于 1990 年
代改革了主要在土著和农村社区实施的习惯法，即限制女性从事工作、获得银行及金融服务
以及拥有和继承财产权利的法律；因此，女性正规劳动力的参与率在 10 年内提高了
15%。 245 

125. 对许多女童而言，她们在达到法定工作年龄之前就开始经历不平等，表现为在获得教育和医
疗服务以及生活其他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和顽固的性别陈规陋习。例如，印度在消除教育中的
性别歧视和增加女童的参与方面做出了显著努力。 246 澳大利亚和美国还启动了一些计划，
以实习、职业咨询、竞争性赠款方案和提高认知行动的形式，确保女性更多地进入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和职业。参与度不足群体的儿童，包括学前女童和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女
童，应当尽早开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的学习。一些国家旨在提高女性在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参与度的举措，以土著女性(如加拿大)和未能获得高等教育的少女以及
农村和残疾女性(如中国)为目标。数字技术对于生产性远程工作的重要性，彰显了性别平等
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意义，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数字技术作为一项工作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见
第二章)。 247 

 
243 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工作妇女：进展和政策行动》，2019 年，第 14 页。 
244 Jill Rubery 和 Isabel Tavora，“新冠肺炎危机和性别平等：风险和机遇”，载于《欧盟社会政策：2020 年现状 — 面
对疫情大流行》，Bart Vanhercke、Slavina Spasova 和 Boris Fronteddu 编(布鲁塞尔：欧洲工会研究所，2021 年)。 
245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第 63 页。 
246 劳工组织，《性别平等的飞跃》。 
247 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工作妇女》，第 16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3373.pdf
https://www.etu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2/Social%20policy%20in%20the%20European%20Union%20state%20of%20play%202020-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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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为了解决工资歧视问题，许多国家都推进或强化了同酬立法、工资透明度措施和工作评估工
具。 248《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规定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原则。自 2013 年以来，
约有三分之二的经合组织国家推出了薪资公平举措。 249 冰岛的一项法律修正案于 2018 年生
效，要求雇员人数超过 25 人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从一个独立实体获得认证，证明它们实行了性
别平等的薪酬政策；那些未能证明薪酬平等的机构将面临罚款。在联合王国，所有雇员人数
超过 250 人的公司都被要求根据 2017 年通过的立法，每年公布性别薪酬差距情况。德国的
一项新法律赋予在雇员超过 200 人的公司工作的女性，了解其工资与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的
比较结果的权利。各国还越来越多地采用在线自我评估工具。例如，瑞士联邦性别平等办公
室为不同规模的公司开发了一系列不同的工具，包括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的自我测试工
具。 250 缩小性别薪酬差距也提高了女性的养恤金权利，因为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往往
是围绕“养家糊口的男性”模式设计的，为那些在正规经济中从事全日制、不间断职业的人
提供最高程度的保护。与私人养老金计划不同，许多社会保险养老金计划引入了更多的再分
配要素，例如对照护期的承认和估值(如加拿大、法国和德国)或为低收入被保险人提供最低
保障养老金，以促进应享权利方面的性别平等。 251 

支持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一些实例  
127. 为了促进移民和国民之间的平等待遇和机会，一些国家通过了劳动立法，明令禁止任何基于

国籍的歧视。根据瑞士的《联邦外国国民和融合法》，外国国民只有在符合惯常的当地、专
业和行业工资和就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获准进入该国从事领薪就业。在佛得角，《2007 年
劳动法》给予遭受工伤事故的外国工人、其家属或受扶养人与本国工人同样的赔偿待遇。该
国还通过立法，规定劳务移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享有平等待遇。2010 年，塞舌尔废除了将
旅游和建筑行业的非国民工人排除在国家最低工资之外的法令。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突显了
许多移民工人在其东道国社会和经济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季节性农业移民工人的情况便是如
此，他们已被证明在保障粮食供应关键时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52 移民医护工作
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被认为是抗击这场疫情的关键所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为他们的到
来及其资格的认可提供了便利。 253 因此，许多国家已采取措施，在疫情期间改善移民工人
的劳动保护和生活条件。 254 例如，葡萄牙通过了规定，在获得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服
务方面，给予移民与永久居民同等的权利。巴林劳工和社会发展部的一份通知，强调了私营
部门雇主在疫情期间为移民工人提供安全住房和设施的责任。在肯尼亚，2020 年 4 月 20 日
签署的三方谅解备忘录包括一项措施，维持失去工作的移民工人的居留身份和工作许可。  

 
248 Martin Oelz、Shauna Olney 和 Manuela Tomei，《同工同酬：入门指南》(劳工组织，2013 年)。 
249 经合组织，《追求性别平等》，第 33 页。 
250 瑞士联邦性别平等办公室，“同酬自测工具：Logib”。 
251 经合组织，《追求性别平等》。 
252 劳工组织，《季节性移民工人计划：根据新冠肺炎情况反思基本原则和机制》，劳工组织简报，2020 年。  
253 经合组织，《移民医生和护士对经合组织国家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所做的贡献》。 
254 劳工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护移民工人》，政策简报，2020 年。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7647.pdf
https://www.ebg.admin.ch/ebg/en/home/services/logib-triage.html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54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32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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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与土著和部落居民所受歧视作斗争。消除成见和促进尊重，投资于
社会和照护相关的基础设施，为土著女性参与决策创造有利环境，打击暴力和骚扰行为，以
及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利用现有技能和知识，都成为改善土著女性状况的重要起点。与
此同时，需要制定并实施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措施，以更好地满足土著女性的需求，解决她
们长期受到排斥的问题。歧视仍然是排斥的根源所在，需要在多个层面采取紧急行动——从
家庭和社区到地方和国家层面，从工作场所到家庭。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建立了专门机构，
打击对土著女性的歧视和暴力行为。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建筑业工作的土著女性一直在组织
推动改革，以确保其同工同酬的权利。 255 

129. 应当加强和促进改善残疾人获得体面劳动机会的政策。除了社会正义的目标外，残疾人的体
面劳动还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世界上 10 亿残疾人中有 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
家因将残疾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损失了约 7%的国内生产总值。近年来，为了确保残
疾人有效融入劳动世界，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旨在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的政策和措施，通过
更有利的立法环境，促进更多残疾人融入劳动力市场。 256 这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帮助残疾
人不仅获得创业等一般技能，而且获得与劳动世界转型时期相关的具体技能，以便他们能够
顺利过渡到劳动力市场。另一个目标是通过采取措施提高机构应对残疾人需求的能力，并在
工作场所为他们营造支持性环境，为残疾人创造有利和包容的环境。这些政策通常伴以提高
对残疾人问题的认识和禁止歧视残疾人的措施。例如，利比里亚将残疾人纳入其 2009 年国
家就业政策，重点规定了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促进残疾人就业机会和增加他们获得机会和
服务的战略。《2012 年斯里兰卡国家人力资源和就业政策》增加了残疾人的就业和职业培训
机会。埃塞俄比亚《2009 年国家就业政策和战略》也有类似的规定。 257 

130. 有必要采取专门针对年轻人的措施，以减轻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诸多伤害，并为年轻人和子
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公平、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未来。由于危机对青年人的影响过大，使其
人力资本和未来前景受阻，他们最终可能生活在就业和劳动收入持续承受危机影响的社会中，
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有助于他们获得技能的措施，促
进年轻人融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减少他们在工作中面临的不平等。此次疫情爆发之前，欧盟
已将青年保障计划付诸实施，欧盟国家根据该计划承诺，在失业或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头四
个月，确保为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提供高质量的就业、继续教育、学徒培训和见习培训。这一
承诺有助于改善青年人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青年人予以特别关注，
以便能够在 7 年时间内将欧盟各地未就业、未受教育或未接受培训(尼特族)的青年人数减少
170 万。鉴于新冠肺炎危机对年轻人的影响，这一承诺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推广，进而涵盖
了 15 至 29 岁的年轻人。 258 一些欧盟国家也实施了支持青年就业的国家措施。 259 

 
255 劳工组织，《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 
256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残疾包容性》，2015 年。 
257 劳工组织，《将残疾人纳入国家就业政策》，2015 年。 
258 欧盟委员会，“强化青年保障”。  
259 法国政府，“新冠肺炎：对年轻人的国家援助”。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0764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07646.pdf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079&langId=en
https://www.gouvernement.fr/covid-19-les-aides-de-l-etat-pour-soutenir-les-je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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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强化再分配 
131. 许多国家推广的社会保护措施，在缓解最弱势群体遭受新冠肺炎危机冲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260 正如《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所确认的那样，这场危机突显了在
整个生命周期获得基本医疗保健和基本收入保障的重要性。为了应对危机，许多国家在疫情
期间充实或调整了社会保护措施，将以前未覆盖或覆盖不足的人口群体纳入其中。这些措施
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在非缴费基础上，由国家预算资助的。这体现出非缴费性资金在向所有
人提供医疗和收入基本保护方面的重要性。 261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期间，
209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宣布了至少 1,622 项社会保护措施，以应对新冠肺炎危机。 262 这些
措施大多是为了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将以前未覆盖者纳入其中或提高福利待遇。这些措施包
括在 73 个以上的国家引入或调整儿童和家庭福利，以及向无保险工人提供收入支持以弥补收
入损失。例如，越南向失去工作或收入但不受任何社会保护计划覆盖的个人，包括家庭企业
中的个人，提供现金转移。埃及向非正规工人和季节工人发放失业津贴。 263 佛得角缩短了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最低就业期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约有 6.22 亿人受益于现金转移等社
会援助计划。 264 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牙买加等国，政府提供膳食或购买食物的现金。  

132. 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在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方面已取得了有限进展。日益加剧的市场不平
等现象，导致人们呼吁采取分配性财政政策，包括更大规模和更公平的收入调配，以及增加
社会保护计划支出。 265 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关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的周期
性讨论报告强调指出，各区域都在社会保护领域有所进步。非洲的博茨瓦纳、佛得角、莱索
托和纳米比亚等国，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全民养老金覆盖。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
等国实现了对儿童的全覆盖，而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则实现了对残疾人的全覆盖。在亚洲，
蒙古实现了对儿童的全覆盖，孟加拉国、印度和蒙古扩大了生育保护覆盖面。在阿拉伯国家，
伊拉克和约旦的生育保护覆盖面有所扩大。一些国家根据工作性质的变化调整了社会保护。
例如，阿尔及利亚、斯洛伐克和乌拉圭已采取措施扩大社会保护，以涵盖某些类别的无薪和
弱势工人，包括多雇主工人、非正规工人和自营职业者。 

133. 一些国家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前就扩大了社会健康保护范围，有必要将此举常态化，以缩小获
取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距。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期间，大韩民国逐渐将医疗保险覆盖扩
大至全民，首先对大公司和政府雇员实行强制性保险，然后逐渐将小公司纳入其中，随后又
将保险范围扩大到城乡地区的自营职业者。低收入阶层自营职业者的保险缴费得到政府补贴。
团结互助机制建立在更大风险池的基础上，使政府缴纳的数额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260 本节主要借鉴：劳工组织，《为一个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创建社会保护的未来》。  
261 Mira Bierbaum、Ian Orton 和 Christina Behrendt，《走向坚实的社会保护底线？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及之后非缴费型
资金提供的作用》，劳工组织社会保护聚焦系列简报，2021 年。 
262 劳工组织，“社会保护监测：世界各地对新冠肺炎危机的社会保护对策(第二版)”，2020 年 4 月。 
263 劳工组织，“社会保护监测：世界各地对新冠肺炎危机的社会保护对策”。  
264 世界银行，“保护俄罗斯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的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对策”。 
265 亚洲开发银行，《2012 年亚洲发展展望：应对亚洲日益加剧的不平等》，2012 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代的亚洲及太平洋不平等问题》；Luebker，“再分配政策”，第 224 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8762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688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66884.pdf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3417&lang=EN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3417&lang=EN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russia/brief/covid-19-response-poor-vulnerable-russia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2-confronting-rising-inequality-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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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9 至 1999 年期间，自营职业者的覆盖率从 84%增加到 93%。2007 年，医疗保险的总
覆盖率达到人口的 96%。 266 

134. 各国还提高了社会保护待遇的充足性。有关社会保护方面的考虑应超越人口的覆盖面，顾及
到保护待遇的充足性问题，因为待遇水平可能不足以使被覆盖者摆脱贫困和不安全。在生育
保护领域，芬兰和爱尔兰等部分国家提高了最低待遇水平。最近，包括中国、毛里求斯、巴
拿马和葡萄牙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养老金计划宣布上调养老金。在疫情期间，支付给那些因病
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法定疾病津贴水平，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联合王国的病假工资水平为
欧洲最低(仅为平均收入的 20%)，工会和民间社会组织正在采取行动，将工资水平提高到至
少满足一个家庭最低生活费用的水平。 267 

135. 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许多国家还加强了对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公共社会服务。负担得起和
可获得的医疗保健，在防止工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甚至更岌岌可危境地方面具有决定性作
用。 268 许多国家提供免费的新冠肺炎治疗，从而使许多家庭不必支付与住院治疗相关的巨
额费用，因为上呼吸机的住院治疗有时会持续数周之久。同样，大多数国家对新冠肺炎检测
予以部分或全额补贴。鉴于面临巨大的卫生挑战，许多国家采取行动，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
医疗卫生系统，改善全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用性、可及性、可接受性和质量，从而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例如，巴基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采取了初级保健改善行动，让社区更贴近
基本保健服务。 269 这些行动有助于缩小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诸多差距，包括困扰农村人口
的差距。 

136. 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在公共就业服务和公共教育领域也采取了措施。加强和改善公共就业
服务的能力和可及性，对弱势群体和不平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270 许多国家还出台了接受教
育便利措施，有效地防止进一步拉大教育差距。厄瓜多尔采取的这些措施包括帮助低收入父
母支付私立学校学费的财政援助。在秘鲁，政府购买并向学生分发平板电脑，使他们能够居
家学习。其他国家，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已经做出资助学生学费的决定。尼泊尔和瓦努
阿图免除了一段时间的学费。 271 

 

266 劳工组织，《将社会保障扩大到非正规经济工人：国际经验教训》，2019 年，专栏 4.16。 
267 例如，参见英国职工大会，“全民病假工资：冠状病毒怎样向我们说明迫切需要改革病假工资制度”；和“为更好的心
理健康着想”，“灵活公平的病假工资”。 
268 劳工组织，“走向坚实的社会保护底线？”。 
269 世卫组织，“应对新冠肺炎，建立更强有力的卫生系统，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270 劳工组织，“新冠肺炎：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回应”。  
271 劳工组织，“社会保护监测：世界各地对新冠肺炎危机的社会保护对策”。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5728
https://www.tuc.org.uk/research-analysis/reports/sick-pay-all
https://www.mind.org.uk/news-campaigns/campaigns/statutory-sick-pay/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responding-to-covid-19-and-building-stronger-health-systems-for-universal-health-coverag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responding-to-covid-19-and-building-stronger-health-systems-for-universal-health-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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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走向公平和有尊严的增长： 
劳工组织对不平等问题的对策建议  
137. 新冠肺炎危机突显了高度不平等对个人和社会的实质性影响。对于世界各地处境最为脆弱的

千百万人来说，不平等意味着他们在工作中面临健康风险，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赚取收入，
其赚到的收入不足以充分满足他们及其家人的需求，或因为手头拮据或毫无储蓄，无力面对
退休生活或支付不可逆料的大花销。即使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工人已
是每天面对的现实，对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女工、年轻人、移民、土著居民和残疾工人尤
其如此。新冠肺炎危机有时以颇受瞩目的形式，进一步突显了许多此类不平等给人类带来的
后果。 

138. 高度的不平等削弱了许多社会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可怕冲击并从中复苏的能力。在新冠肺炎危
机之前，尽管不同区域和国家呈现不同趋势，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或居
高不下。因此，许多国家是在大部分人口已经处境不利、面临风险和不安全的情况下卷入疫
情之中的。这导致了不平等和流行病之间令人担忧的双向互动或反馈回路。本报告中描述的
各种不平等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工人及其家人极易受到危机的影响，包括为限制传染而采取
的封锁措施。因此，高度不平等削弱了许多国家应对和适应外部冲击的能力。 

139. 新冠疫情过后，除非紧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否则不平等程度确实有可能急剧恶化，造成
长期的社会和经济损失。若没有有效政策，新冠肺炎危机就会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深。这场
危机不仅加剧了许多国家内部对不平等问题的原有担忧，也加剧了多边体系各组织对不平等
问题的既有关切。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分化，并使社会流动性的“自动扶梯”停运。
这反过来又将继续滋生挫折感和愤怒，如果人们认为自己被排除在新冠肺炎应对措施和疫情
后的复苏进程之外，他们将失去对包括多边体系在内的现有机构和政治体系的信任。根据文
献记载，较低水平的不平等往往与更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快的减贫速度、更高的社会
凝聚力、更多的机会平等以及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和稳定性相关。 

140. 在具包容性和以人为本的复苏背景下减少不平等，将需要在劳动世界的各个层面采取统一协
调的干预措施，而不仅仅是基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一个国家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
以及公共社会服务，可以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缩小
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等方式予以加强。但这些机制也有局限性，特别是在非正规经济规模巨大
的低收入国家。此外，还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如性别不平等和群体之间的横向不平等，
不可能都通过基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来减少或消除。因此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
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减少劳动世界的不平等，包括以强有力的措施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提高其公平度。 

141. 在从新冠疫情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的背景下，必须在现有承诺和认识各国国情的基础上，加
强劳工组织对不平等挑战的应对措施。《百年宣言》强调，持续的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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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构成威胁，而这些进步带来了更人道的工作条件。《百年宣
言》承认，这些进步要归功于世界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采取的不懈和统一的行动。因此，
劳工组织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需要根据其使命、三方机制以及对劳动世界不平等现象有影
响的政策领域的手段和行动，制定一个更全面的不平等问题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没有一套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政策应对措施应具有国别针对性，同时考虑到不同区域或不同
发展水平国家迥然不同的选择和国情。 

142. 为减少不平等，劳工局可在以下方面开展行动： 

• 充实本次旨在赋予劳工局一项战略任务的一般性讨论的结论，并就劳工组织如何通过减少
不平等推动新冠肺炎危机复苏工作，创立一门综合“叙事”。本报告的导言指出，许多多
边机构提出了各自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建议和方法。劳工组织可以根据其具体任务和比较优
势以及国际劳工标准，创立自己的简明“不平等叙事”，总结其消除不平等的方法，显示
怎样将不同的措施和政策根据不同国情结合起来减少不平等。这一叙事可以包括本报告强
调的内容，例如生产力增长、正规化和技能对创造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性；通过有效和包容
的劳动机制，确保所有人公平分享进步成果；将性别平等和不歧视纳入主流工作，并为弱
势群体提供支持；通过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加强再分配。由劳工局与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共
同创立的这一叙事，可以强调包容性复苏和公平的劳动世界未来作为减少不平等关键机制
的重要性，并可以作为劳工组织在多边体系内加大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参与力度以及将不平
等问题纳入劳工组织整体活动主流的基础。 

• 在多边层面就疫情复苏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加强协调与合作。《百年宣言》强调多边主义
对创建更光明的劳动世界未来的重要性，并呼吁重点加大多边体系内的参与与合作力度，
以期加强政策协调性，这符合对体面劳动是确保可持续发展、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和消除
贫困的关键的认知。此次一般性讨论的结论和劳工组织可能创立的新“不平等叙事”可以
作为基础，让劳工组织今后更有力地参与有关不平等问题和新冠肺炎危机后复苏的多边对
话和倡议，包括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一级发起的对话和倡议。不平等问题是
多边体系需要证明其作用和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在实现《2030 年议程》的余下几年中，这
一议程的进展情况可能对多边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 

• 就减少劳动世界不平等的“有效办法”的相关方面开展研究和积累知识。在理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 2020-2021 年研究战略》的基础上，劳工局可以强化其关
于不平等问题的合作研究议程，以建立一个独特的劳工组织证据库，测试不同国家和发展
背景下的不同政策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更好
地理解劳动世界不平等的复杂原因和补救措施，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充实劳工组织的“不平
等叙事”。此外，还可能需要制定更好、更相关的方法来衡量和分析不平等现象，以确定
适当的政策措施，随后利用这些方法开展国家一级的诊断研究，以衡量不平等，了解其特
征，并确定初次和二次分配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 审议国际劳工标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充分应对劳动世界格局多变的挑战。《百年宣言》回
顾认为，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推广和批准对劳工组织至关重要，而且有必要建立一套明
确、有力、跟上最新发展的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百年宣言》还强调，国际劳工标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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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劳动世界不断变化的格局，保护工人，并考虑到可持续企业的需求。虽然现行的最新
标准已经体现了其相关性和影响力，但劳工组织可以确保其标准体系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
经济数字化等构成的新型挑战，因为这些挑战可能会对不平等产生影响。这也将使劳工组
织能够推动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工作。  

• 根据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 10)，系统性地将不平等问题纳入国家一级的
活动以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努力，将社会对话置于政策辩论的核心。劳工组织可通过体面劳
动国别计划和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等途径，逐步将不平等问题纳入其国家一级
的援助行动，该框架阐明了联合国帮助各国实现包括目标 8 和 10 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集体对策。将在国家一级开展诊断性研究，以确定可行的政策应对措施，同时考虑到各
国国情和当前联合国改革。劳工组织必须强调，社会对话是有助于确定减少劳动世界不平
等途径的关键机制。只要存在社会对话机制，就应将它置于国家减少不平等战略的核心。
国际劳工标准、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共同构成劳工组织的一项关键比较优势，而促进劳工
标准、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是劳工组织切实推动不平等问题辩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部
分选定的试点国家，实施包括国别诊断和通过社会对话确定政策措施的综合办法，是工作
的重中之重。 

• 根据国际劳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有关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的全球对策潜
在成果文件，将不平等问题纳入《百年宣言》后续行动的主流。 272 劳工组织 2020-2021
年和 2022-2023 年的工作计划以《百年宣言》为基础，响应《百年宣言》采取紧急行动的
呼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创造一个公平、包容和安全的劳动世界未来，为所有人提供
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和体面劳动。 273 其八项成果目标几乎都涉及不平等问题。
展望未来，考虑到一般性讨论的结论和可能创立的叙事，可将不平等问题进一步纳入劳工
组织计划和预算的主流，明确指出每项成果目标对减少不平等可能起到的推动作用。这种
与不平等的明确联系，可以进一步明晰《体面劳动议程》与不平等以及《2030 年议程》的
相关目标 8、10、5、3 和 1 之间的关系。 

• 加快落实性别平等改革议程。新冠肺炎危机对女性的打击最为严重。事实上，新冠疫情和
相关的经济衰退加剧了男女有酬和无酬工作，包括照护工作方面的现有不平等，并有可能
逆转国际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274《百年宣言》强调需要制定一项实现性别
平等的改革议程。这一议程可以确保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和平等待遇，包括男女同工同酬；
使家庭责任的分担更加平衡；为实现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创造条件，使工人和雇主能够就
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包括考虑各自需求和利益的工作时间；并促进对照护经济的投资。
《百年宣言》还强调了国际劳工大会消除劳动世界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骚扰的承诺。  

 
272 劳工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与劳动世界：关于从 COVID-19 危机中实现以人为本复苏全球对策的国际劳
工大会(第 109 届会议)潜在成果文件的要素》，理事会文件 GB.341/INS/4，2021 年。  
273 劳工组织，《2020-202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2020 年；劳工组织，《总干事 2022-2023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草案)》，
理事会文件 GB.341/PFA/1，2021 年。 
274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第五版》；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妇女倡议》。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458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7458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678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69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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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减少不平等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但无所作为的代价与日俱增。近几十年来做出的政策选择，
或许无意中加剧了不同形式的不平等。新冠肺炎危机突显了——在许多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
——一些先前存在的不平等，也削弱了各国应对和适应危机的能力。在许多国家，不平等及
其对人类的可怕后果，正在危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许多地区的不作为带来的经济和社
会成本与日俱增。采取行动消除不平等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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