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更好地一起配合
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性日益增加的问题。它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既然劳动
力市场正变得更具活力—特别是作为全球化的结果，社会保障也必须是充满活力的。这是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 2007 年国际研究大会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 1。这一期《亮点》解释了为什么以促进更具生
产性的经济体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必须要对劳动力市场发展做出反应并更好地预
测劳动力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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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获得社会保障的覆盖是与积极参与正规的劳
动力市场呈正相关联系的。在理论上，通过扩大正规就
业，通向社会保障的大门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敞开。

当然，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和获得社会保障从全球来
看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不过，人们曾经有过一种真切
的期望，这就是南半球的劳动力市场将会追赶上北半
球 ：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能扩大对社会保障的获得。正
如我们知道的，在许多国家中今天的现实远没有达到
这种先前的期望。

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占
据着就业总量中的最大份额。而且在某些地区，比
如拉丁美洲，这一趋势还在扩大。虽然并非所有非正
规经济劳动者都是工作中穷人，但全世界工作中穷
人（工作所得不超过每天 2 美元）的绝对数量已增加
至 13.7 亿人 2。而十之八九这些工作中穷人将得不到
社会保障。在较先进的经济体—那里的劳动力市场和
社会保障覆盖是最有力的—挑战性趋势同样在不断发
展。这些趋势所呈现的形式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市场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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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

—	提请注意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
障之间的联系

—	突出一种走向非标准化就业的
国际趋势

—	说明地区、部门、性别和年龄
等因素如何影响对劳动力市场
和社会保障的准入

—	讨论如何调整社会保障以适应
劳动力市场挑战

—	论述更好预测劳动力市场变化
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精要

社会政策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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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变化

从全球来看，有许多促进性因素支撑着非标准就业的
扩展。这些因素包括工会谈判力量的下降，高失业状
况，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财政压力，
寿命更长的人口的就业可能性，家庭结构的变化，人
们对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关系的态度变化，以及更高
的女性就业水平。另一个因素是大批移民工人工作在
非技能、危害性和低工资的就业岗位上，他们特别受
到就业脆弱性的影响。

总的来说，走向非标准就业的趋势常常被认为是由
雇主的需要拉动的。但是，需求也存在于部分劳动
者中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照顾个人生活进程的
变化和家庭的需要。无论如何，这种趋势的后果可
能导致降低劳动者的保障。

非标准就业的风险

有些风险伴随着非标准就业的增加而产生。由自营
就业者、临时工、非全日制工人或公司派遣工人面
临的一个风险是就业无保障程度增大了。反过来，
技能过时和多次失业期的风险提高了。进一步的风
险是不正常的就业历史可能导致无法完成在收入关
联社会保险计划下获得足够权利的缴费期，或者会
在强制性个人账户制度下减少资本的积累。

为了克服风险，人们正在讨论采取一系列创新型政策
措施。在欧洲，这场辩论常常被定性为对一种“灵活
保障性”的需要—即寻求保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与足
够的社会保障相匹配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议程。更广泛
的是，非缴费型靠税收筹资的社会保障的收入保护作
用在许多国家的政策议程中正在提升。

一种新出现的怪现象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看到的趋势是就业稳定性下降和
非正规经济就业上升—这种发展被认为是对更好地保
证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是不利的。此外，日益上升的就
业不稳定性被认为对劳动生产率也是极为不利的 3。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增加了
就业的无保障性，提醒人们注意改善社会保障的需要。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同样的趋势，充分的社会保障却
变得对许多人更难获得了。

调整津贴计划

在非标准就业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为更好地保证受覆
盖人口继续获得社会保障，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
获得新型的非全日制疾病津贴或失业津贴可以在部分
重返工作的条件下实行。但是，要使这些措施取得成功，
首先需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和态度，包括在雇主、社会
保障管理机构和服务提供机构中间这样做。改善对于
家庭和护理提供人员的津贴和服务也是重要的。由于
在整个工作生涯中得到充分就业的记录变得日益困难，
而获得足额津贴仍然依赖于比如说缴费 40 年，因此，
这可能成为缩短所要求的缴费期的一个很好理由。

促进正规就业

更好地获得社会保障还要求更好地进入正规就业。为
此目的，许多社会保障计划现今正主动地促进提高就
业水平的努力。当然，创造更稳定的社会保障收入，
同时降低津贴开支的增长也是一个基本目标。这些措
施所面向的目标群体包括了长期失业者、社会救助领
取者、首次求职者、老年工人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员。

对于受益人来说，这有时意味着强加一些额外的资格
条件—例如，要求非就业人员必须积极地寻找工作 ,
否则便停发其津贴。替代性的做法是，在其它一些计
划中，强加的条件被用来阻止诸如童工劳动等非期望
的工作形式。

当这些措施被综合起来加以使用时，是为了追求 ：

— 减少某些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固有的抑制参加工
作的因素 ；

— 使社会保障重新关注改善就业能力 ；

— 改变雇主、管理机构和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鼓励
非活动社会成员的（重新）融入。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

许多上述举措主要针对较为先进的经济体中的关切。
一个进一步的必要任务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
中社会保障的作用问题。

在过去 10 年中，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计划普遍将其
精力集中于满足正规经济劳动者的需求。从管理和发
展方面的理由来看，这被认为是合适的。但是，当今
政策的重心乃扩大 ( 覆盖面 ) 问题。对此有两点主要
的理由。

首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村的以及非
正规活动的就业继续占主导地位。其次，就业于传统、
农村和非正规活动的许多人的优先目标常常不同于为
常规的社会保障计划所惠及的人们。

从实际操作看，低下的、不正常的、以及常常是季节
性的收入模式或者没有固定的企业地址使潜在的缴费
者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所以，社会保障的挑战在于
设计出能够更方便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新计划。正如由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促进的研究所表明的，朝着这个方
向的重要步伐业已迈出 1。

除了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来提供临时就业和促进技能开
发（如印度、南非），立法的变革也能扩大社会保险
计划对临时工、农村劳动者和自营就业者的覆盖（如
印度、伊朗、土耳其）。其它步骤包括为非正规部门
劳动者设计公共制度（如突尼斯）和促进以社区为基
础的微型保险计划（如坦桑尼亚、乌干达）。而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中以税收筹
资的津贴也正在将目标对准那些远离正规劳动力市场
的边际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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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就业

虽然估计全球失业率保持稳定在 6% 左右，但过去 10
年见证处于某种形式就业的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份额
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降为 61.4%（见下表）。对于
政策制定者来说，在两类人口群体中全球就业的下降
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 15—24 岁青年劳动者中下
降最为突出。第二，妇女继续有着比男人更少的就业
机会 2。

未来的发展变化

劳动力市场充满活力的性质必然要求社会保障也是
相应充满活力的。对此，一种必然的反应必须是
通过更密切跟踪全球趋势，特别是人口趋势和经
济趋势来更好地预测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同
样，改进劳动力市场数据的制作也是重要的。而
思想形式以及语汇的变化也是需要的。如果灵活
工 作 或 非 正 规 工 作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的 就 业 现
实， 那 么，“ 非 标 准 就 业 ” 术 语 还 是 合 适 的 吗 ?  

或者我们应当说这是一场全球就业危机吗？其结果
是，正如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2007 年研究大会 1 所认
定的那样，以下政策问题将要求给予优先考虑 ：

— 面对“非标准就业”的扩大，社会保障如何才能
更好地调节对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要求？

— 劳动力市场对社会保障提出的未来挑战是什么？

61.4

67.0

47.3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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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56.5

53.0

56.7

2006 年处于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 a（百分比）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07 年。	
	 a. 数字为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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