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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变局下的哈萨克斯坦新劳动法典

邹阳阳
（新疆师范大学 法学院，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哈萨克斯坦新劳动法典诞生于其经济局面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而持续恶化之际。该法以自由主义为导向，引

入或重塑了涉及竞业禁止协议、劳动者责任、劳动合同、试用期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制度, 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坚定

的改革立场，必将对哈萨克斯坦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同属经济转型期国家，我们应当挖

掘哈萨克斯坦新劳动法典的借鉴价值，推动我国法治实践向符合时代要求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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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实施了八年多的《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劳动法典》①（以下称“旧法典”）正式退出历

史舞台，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社会迎来了一部酝酿

已久的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下称

“新法典”）。与以往在旧法典的基础上于局部细微

之处删改、补充的一系列立法活动不同，新法典的

制定是一次跳脱出旧法典的法典再造，规模庞大、

成本高昂、任务艰巨，带给世界各国的观察者一种

强烈的印象，即新一轮劳动关系立法改革有着大面

积的制度覆盖和大幅度的取向偏转。新法典出台

后，这种印象更是被新法典的文本概貌进一步加

深，新法典由23章组成，共计204条，比之于有着40
章共 341条的旧法典，新法典的章数目减少了三分

之一以上，法条数目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哈萨克斯坦是我国在中亚地区的重要邻邦与

合作伙伴国，该国近年来高度重视发展对华经贸关

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我国企业实

施“走出去”战略和我国劳动力海外输出的重要目

标国。根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发

布的数据，截至新法典生效之时，我国在哈萨克斯

坦注册的企业总数达到2464家，仅次于俄罗斯与土

耳其，位列第三[1]。不仅如此，截至 2016年上半年，

我国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来源国[2]。

新法典在其面世前后不仅引起了哈萨克斯坦本土

企业和劳动者的热切关注，也聚焦了我国在哈投资

企业和广大赴哈务工人员的目光。

一、危机时代：新法典的诞生背景与逻辑起点

新法典诞生之际，由2008年金融海啸开启的以

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衰退为显著特征的历

史阶段仍在不断冲破经济学家们预期的时间限度

而向未来延伸着。在此特殊困难时期，哈萨克斯坦

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遭受到实体工业

减产、对外贸易减额、企业注册减资、劳动生产减员

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迫切需要通过启动

与深化经济改革克服存在于内外部环境中的不利

因素，充分挖掘能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制

度潜能，提振本国生产部门创造社会财富的信心与

活力。新法典与其诞生的时代背景紧密关联，它的

制定与实施直接缘于时代的困局与变局，既浸透着

浓郁的危机色彩，也敲击出紧密的改革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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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国家中仅次于俄罗斯的

第二大油气资源国，2014年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300亿桶，位居全球第十二[3]，其境内的卡沙干油田

是世界最大油田之一。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哈萨克斯坦1991年独立之后迅速建立了强大的

能源工业，并依靠能源产品的大量生产与出口保持

了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使自身的经济对外依存度

达到 7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外向型经济国家。

但在这一发展过程的背后，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不

合理的问题日益严峻，该国立国二十多年中吸引的

各类投资有一半以上都流向了能源领域 [4]，国民经

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突出表现为能源

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并且相对于其他类型商

品的贸易越来越显得畸重——2009年在哈萨克斯

坦出口总额中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比重就已

高达69.4%，2014年又攀升至77.6%[5]。

能源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过大导致哈

萨克斯坦经济产生了诸多问题与隐患。一方面哈

萨克斯坦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外贸对哈萨

克斯坦经济的拉动作用却在逐年减小，这是能源类

产品产业链较短的特点在哈萨克斯坦特殊的出口

结构条件下引致的不良结果。更严重的是哈萨克

斯坦经济很难抵御国际能源市场行情起伏所带来

的消极影响。早有学者指出“这种发展模式对国际

市场的依赖性极大，一旦国际市场行情发生变化，

则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外贸的冲击必然会很大”
[6]。近年来受国际能源市场低迷等因素的影响，哈

萨克斯坦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根据哈萨克斯

坦经济与预算规划部部长多萨耶夫的介绍，2010至
2013年的四年中，每年从哈萨克斯坦流出的投资收

入资金高达 225亿美元 [7]。而到了 2015年，哈萨克

斯坦年度外贸总额与2013年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

从 1335亿美元下降到 758亿美元[8]，坚戈汇率在半

年内的跌幅超过50%，国家黄金和外汇储备也有较

大程度的减少，投资外流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来临使哈萨克斯坦清醒地认识到解决

经济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已刻不容缓。实施经

济改革，促进经济结构实现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成

为当下这个历史时期哈萨克斯坦政府发展经济的

首要任务。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稳定以应

对国际经济疲软等问题，哈萨克斯坦决定在2015年
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在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再度

参加竞选，他的总统竞选纲领将“推进工业化以确保

经济增长”列为五大改革目标之一②。同年再次当选

为总统后，他又在五大改革目标的大题目之下提出

了确保目标实现的国家建设“百步计划”，制定新劳

动法典作为重要措施被写入“百步计划”的第八十

三步。显然，新法典的制定是对“百步计划”第八十

三步的具体实施，它反映了哈萨克斯坦正面临着经

济困扰和哈萨克斯坦领导层带领国家冲破困扰的

发展决心与改革思路。

“百步计划”第八十三步的全文是“制定新劳动

法典，确保劳动关系自由化”。以其为指导，新法典

对社会效果的总体追求是劳动关系更加自由。19
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制

度进入具有鲜明社会指向的历史时期，国家制定劳

动保护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劳动关系的自由，

使雇主承担公法上的义务。这种立法显然有助于

保障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体现出对生命、健康等人

格价值的尊重，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很可

能扭曲甚至取消价格机制，扼杀劳动者的经济活

力，加重企业成长的负担。世界银行正是基于此认

识将劳动关系管控指数作为投资评级的重要依

据。随着旧法典对劳动关系多加管控的弊端在经

济发展乏力的危机时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哈萨克

斯坦立法者更为重视劳动法律制度自由化对优化

投资环境、发展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这既集中表

现为旧法典总则确立的“为人的福利提供法律保

障”的劳动立法任务不见于新法典，也分散表现为

新法典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与旧法典存在一系列显

而易见的差异。总之，新法典的诞生不是一个无足

轻重的偶然事件，它是哈萨克斯坦在受到格林斯潘

所称的“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金融危机”[8]冲击的紧

急时刻的自我反思在劳动关系制度领域的体现，具

有很强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新法典在劳动关系自由化方向上的制度改

造与创新

为推进劳动关系自由化，新法典在诸多制度上

实现了破旧立新，本文择其关键分述如下：

（一）劳动者责任制度与企业债权保护制度

旧法典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规定劳动者

仅在其平均月工资的范围内对自身造成的损害承

担赔偿责任。这种严格限制劳动者责任范围的制

度安排贯彻的是对实质公平无度追求和对形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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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过分让弃的能力归责原则，它在实践中必然造成

劳动者责任意识低下的不良后果，使企业背负更为

沉重的意外成本，在社会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

特殊时期往往会凸显出更加尖锐的矛盾。因此，新

法典不再跟从旧法典确立的法定模式，转而规定劳

动者的责任范围应当依据劳资双方的合同予以认

定。旧法典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另一个举措是

规定除非劳动者同意，企业不得以扣除劳动者工资

的方式实现对劳动者的债权。而新法典实施后，在

某些情况下企业只要向劳动者发出书面通知，就可

以通过扣除工资行使对劳动者享有的债权，而无需

获得劳动者的同意。这些情况包括：未返还未花费

的差旅费或无法提供差旅费凭证；用人方为培训劳

动者支付了费用，但劳动合同提前终结了；用人方

预付了工资。

（二）特殊群体保护制度

新旧两法典在保护就业平等、反对就业歧视方

面的基本态度是比较一致的，都宣称“不得限制孕

妇、有不满三岁的孩子的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

订立劳动合同的权利”，但在具体制度层面两法又

有明显不同。旧法典明确规定，企业在拒绝录用上

述类别劳动者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劳动者的请求以

书面形式说明拒绝理由，但该规定并没有见于新法

典。这意味着劳动者在求职时享有的被无差别对

待的权利所受到的程序保障有所减弱，相应的，用

人方突破就业平等原则，按照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

自主挑选劳动者的法律能力增强。在劳动内容和

休假的问题上，新法典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也弱于旧

法典：第一，旧法典严格禁止企业安排未成年人③、

孕妇和残疾人出差，而新法典将严格禁止变为有条

件地允许，只要出差不会对这几类劳动者造成健康

损害，并且他们愿意接受出差任务，企业就可以给

他们布置出差任务；第二，旧法典规定一级、二级残

疾人每年享有最短15天的额外年假，但这个最短额

外年假被新法典缩减为6天；第三，孕妇根据旧法典

享有单方面决定自己在一年中的哪个具体时段休

带薪年假的特殊权利，新法典取消了这项权利。

劳动法具有强烈的社会法属性，对特殊群体予

以特殊保护几乎是劳动法的一项公理性原则，从历

史来看，“最早的劳动立法就是针对童工和女工的

劳动保护问题的”[10]。但是，劳动法应具体在何种程

度上对特殊群体予以特殊保护？对此不可能有一

概而论的答案。特殊保护力度的变化是哈萨克斯

坦立法者从本国国情出发，为适应特定发展阶段的

时代要求而做出的一种务实的选择。

（三）竞业限制协议制度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基于反对不正当竞争的立

场对企业的商业秘密提供严格保护，在劳动关系立

法中或者直接规定限制竞业，或者允许用人方与劳

动者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约定劳动者负有不从事

同业竞争的消极义务。旧法典的一个明显不足之

处是缺乏对竞业禁止的足够重视，既不把不得竞业

作为劳动者的一项法定义务予以规定，也不承认劳

资双方达成的竞业限制协议有效。从根本上说，这

是为了坚持保护劳动者生存权与就业权的劳动法

基本立场，但是这种坚持不利于建立良好有序的市

场竞争体系和维护市场竞争主体的正当利益，无法

在社会、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取得平衡，也过分排斥

了契约自由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存在。为弥补旧法

的这一不足，新法典在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次承

认竞业限制条款有效，规定如果劳动关系双方达成

了此类条款，劳动者就必须依其履行不从事有损于

用人方利益的消极义务。

新法典同时还规定劳动合同双方还可就竞业

限制条款生效期间用人方对劳动者的补偿达成合

意，并将其一并纳入劳动合同之中。这种支持竞业

限制补偿协议条款的立法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劳动

立法对用人方合法利益的保护不能建立在漠视劳

动者的就业权与生存权的基础上。劳动者在受竞

业限制条款约束的情况下势必在就业领域面临求

职范围缩小，无法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技能和

才智获取更多收入等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劳动

者没有得到补偿的法律依据，那么就意味着法律在

维护用人方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中不公平地使劳动

者牺牲了就业权与生存权。为了向劳动者的权益

表达尊重，新法赋予劳动者与用人方就这种牺牲达

成的补偿协议以法律效力。

新法典还规定了如何划定竞业限制条款适用

岗位的范围。劳动法上的竞业限制以占有商业秘

密为前提，只有在防止商业秘密被披露的意义上，

竞业限制才具有合理性，一般来说只有高级管理人

员和高级技术人员才知悉商业秘密，但具体到每一

个企业情况又各有不同。根据新法，适用竞业限制

条款的岗位范围由用人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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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

旧法典规定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续签的

合同必须是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而新法典则规定

第一、二次续签仍然可以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

三次续签的才必须是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由于

新旧法典规定固定期限合同的最短期限均为一年，

所以按照新法典，一般情况下劳动者至少要在同一

个企业连续工作三年，才能与该企业形成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关系。而根据旧法典，劳动者最短只需

要一年就能与企业形成此种关系。无固定期限合

同无疑会大大纾解劳动者的失业忧虑，但是于用人

方而言则意味着当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或爆发经济

危机时，企业无法像经济学理想图景所呈现的那样

通过调整自身对劳动力商品的购买数量迅速实现

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进而不可避免地遭受

较大的损失。新法典提高了劳动者据以要求用人

方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所设定的

条件，其主要目的是减轻企业生存发展的制度包

袱，扩大企业经营遇变转圜的余地。

（五）劳动合同解除制度

根据新法典的规定，企业在对劳动者进行补偿

的情况下，可以单方面终止与劳动者④之间的劳动

合同，且无须提前告知劳动者。此外，新法典还在

旧法典规定的企业终止劳动合同的二十条合法事

由基础上增加了五条，分别是：出现了导致用人方

经济局面恶化的生产量与服务量下滑；负责生产部

门安全与防护的劳动者屡次不能通过有关安全生

产的知识考核；法人财产所有者或法人代理人决定

终止执行机构领导、合意执行机构的成员的权力，

以及根据《联合股份公司法》终止内部审计人员或

公司秘书的职务；劳动者达到了《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养老金提供法》规定的退休年龄⑤；劳动者旷工超

过一个月。

这五条中引起哈萨克斯坦民众广泛关注的是

第一条。由于“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

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

换”[11]，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承认企业经济性裁员的

权利，以此支持企业在经济衰退、开工不足的危机

时期自主摆脱冗员压力，保护社会生产能力能存续

至经济再次复苏的时刻。当然，此种立法选择必然

会导致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遭遇周期性的不稳定，

这也就是旧法典不承认企业有权进行经济性裁员

的主要原因。新法典对企业的经济性裁员予以体

谅，鲜明地体现出立法者在经济危机倒逼下产生的

思路转换与目标迁移。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哈萨

克斯坦有学者认为新法典确立的经济性裁员权存

在被滥用的危险，因为新法典对于企业的经济性裁

员没有做比较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企业的税务秘密

并不向工会和劳动者代表透露。

（六）试用期制度

在有关试用期的问题上，新法典与旧法典有几

处重要差别。第一，旧法典规定劳动者的试用期不

得超过三个月，新法也如是说，但随后又补充指出

存在例外，即企业领导及其副手、总会计及其副手，

以及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的领导的试用期可以达

到六个月；第二，旧法典规定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获得升职，那么可视为通过了试用期，然而此规

定并未出现在新法中，这意味着职位升迁不再是劳

动者通过试用期的法定事由，即使劳动者被任命至

更高的职位，试用期也不会因此而终止；第三，旧法

典规定不得对竞聘上岗者、毕业不满一年的有大专

以上学历且首次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毕业生、残疾人

设置试用期。此规定未见于新法，用人方与任何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做出的试用期约定都能得到法

律的承认；第四，新法典删除了旧法典对于未通过

试用期的劳动者的一项保护条款，旧法规定用人方

在试用期内解除合同得在试用期最后 7日之前为

之，然而新法并没有这样的要求，用人方可在试用

期中的任何时候解除劳动合同。新法典的规定显然

更有利于用人方灵活选择劳动者，降低用工风险。

（七）换岗制度

新法典规定在停工停产状态下，企业可以将劳

动者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换岗的劳动者的

收入取决于他在新岗位上的工作量，这打破了旧法

典对工资的一项硬性要求，即被换岗的劳动者在新

岗位上的工资不得少于原岗位工资的三分之二。

同时，新法典还去除了旧法典对换岗时间的限制。

旧法典规定，一个年度中换岗时间不得超过一个

月，但从新法典的规定来看，企业可以不受时限约

束地安排劳动者换岗。

三、新法典对完善我国劳动关系法律制度的启示

“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与强大决定了法律的发达

与法理的先进”这一判断一直隐藏在我国外源型的

法学研究范式中[12]。多年来我们对不发达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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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虽非完全阙如，也不过是偶有零星，且其中

大部分主要以知彼以利交往为最终目的，鲜有密切

联系中国问题的内省式研究。但是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社会转型期是法律创制、制度革新的活跃时

期”[13]，恰恰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法律更密集地反映

了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为导向的当代发展经

济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同样处于不发达阶段并

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我国有着宝贵的启示，我们应

当积极发现其中的建设性因子，并用以丰富我们的

法学理论和充实我们的法治实践。

目前，哈萨克斯坦国内对新法典的评说褒贬不

一：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批评新法典过度偏护企业

利益，对劳动者群体的意见吸收不足，有损害劳动

者利益之虞；企业家群体则称赞新法典释放了被苏

联时代的劳动法长期禁锢的自由市场，更有利于保

护生产和引进投资。之所以产生这两种截然对立

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新法典触及到了近代以来人类

社会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即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

一个广为认同的观点是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之间

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成员获得个人解放之后势

必焕发出昂扬的劳动积极性和蓬勃的实践创新力，

进而生产出数量巨大、品种丰富、性能先进的社会

新财富，而这些社会新财富的涌现又将反向为个人

进一步解放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这种观点在一

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不过它是在长期历史观察和

宏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一种结论，并未揭示

出以往具体时代情境中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之间

存在的无可回避的矛盾：“为了发展经济，有必要限

制个人自由；而个人解放的最极端形式，即革命，往

往破坏经济的发展”[14]。

时至今日，革命不再是民众追求个人解放的主

要形式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

之间的矛盾已消失殆尽，事实上它仍然普遍地存在

于我们身边，比如在环境保护与GDP增长的艰难争

让之中，在宗教自由与公共安全的紧张拉锯之中，

这种矛盾都有迹可循。徘徊于该矛盾两方面之间，

试图实现二者并举共进常常并不现实，每当我们致

力于其中一个方面并取得可喜突破时，另一个方面

就会陷入危机并敲响警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

因此任何国家的立法者都不得不对“个人解放与社

会发展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进行认真思考。这个

问题没有现成的、不变的答案。历史的不同阶段有

不同的主客观境况，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对

比关系总是随着时代的迁移而处于永续不息的动

态变化之中。要使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长久地保

持平衡状态，就必须在研判特定历史时期的突出问

题、重大挑战和迫切需求的基础上，适时对二者进

行政策权重再分配。近年来，危机严重恶化了哈萨

克斯坦的经济局面，也打翻了个人解放与社会发展

之间原有的平衡，新法典在劳动关系领域推行自由

化制度，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反映了立法者对时局

的清醒认识和对劳动法立法规律的自觉遵循。

当然，新法典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它

完全放弃了对劳动者的关爱。新法典的立法者特

别注意考察劳动者的现实关切，运用创新性思维，

推出了一些对劳动者而言真正具有解困作用的制

度，比如新法典第55条引入了劳动者调任制度。“调

任”（перевод）为法条所用之原语，但该“调任”并非

真正的调任，它指的是劳动者随劳动合同关系破旧

立新从一个企业转换为另一个企业的过程。在现

代社会“跳槽”并不鲜见，劳动者受获取更高薪资福

利，追求更好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工作平台等动机

的影响会在不同的企业间流动。但“跳槽”通常会

使劳动者与不同用人方产生的前后两段劳动合同

关系之间存在一个无业的时间空档，因为签订新劳

动合同须以终止旧劳动合同为前提，这就为劳动者

的“跳槽”计划埋下了一定的风险，一旦发生与原用

人方解除了旧劳动合同而新用人方又迟迟不与之

签订新劳动合同的情况，劳动者就可能失去收入来

源、生活依靠。考虑到这种情况，新法典第 55条规

定，当新用人方与原用人方具有某些特殊关系时⑥，

仅仅有劳动者提出劳动合同终止申请，劳动合同并

不发生终止，欲使其终止还需在劳动者申请之外有

新用人方对接受该劳动者的书面确认。这一规定

的意义在于实现了劳动者在不同企业之间流动的

过程中前后两段劳动合同关系的无缝对接，大大提

高了对劳动者就业权的保障。

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在国际上

处于很高的水平。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2013年就业展望》对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和9个
非成员国（包括中国）的劳动立法进行的比较分析，

在不定期合同工人个别解雇的难度方面，我国位列

各国第二 [15]。正因为如此，围绕着我国《劳工合同

法》而产生的争议多年来不绝于耳。2008年 1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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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劳动合同法》在其正式实施之前收到的反馈意

见多达 191849条，创造了我国法律收集意见的纪

录，2012年该法修订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一个月

内就收到557243条意见，再次创造我国有法案公开

征求意见的最高纪录。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国经

济 50人论坛 2016年年会上提出应该修订《劳动合

同法》，来自政府、企业、学界以及实务界的很多代

表和专家围绕该法产生了又一波讨论热潮[16]。本文

认为，受国内外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已经进入中

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我国必须在此特殊历史时刻克服一切阻力推

进经济结构优化，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增强我国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要求我们降低企业成本，提

高产能利用率，但现行的《劳动合同法》显然不能适

应这种要求。有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国家已经丧失当初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

挺进时的那种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更多地寻求

福利社会的成果[17]。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长远持

续发展，就必须纠正劳动立法领域中一些对劳动者

利益不合理的制度倾斜，认真贯彻2013年习近平同

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既强调改

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努力

创造出一部在我国经济面临历史性考验的关键时

刻，能对防范增长滑出底线起到积极作用，重新唤

起国民创造活力的劳动立法。

注 释：

① 该法颁布于2007年5月。

② 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五大改革目标是：建设专业化的国

家机关；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工业化以确保经济增长；统

一与团结；建立责任型政府。

③ 依据哈萨克斯坦《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指不满18
周岁的人。

④ 包括孕妇、单亲父母等受到特殊保护的劳动者。

⑤ 男性 63岁，女性从 2014年至 2023年每年提高 6个月，

2017年为60岁。

⑥ 原用人方占有新用人方50%以上的股份；新用人方占有

原用人方 50%以上的股份；原用人方与新用人方被同一

个法人占有50%以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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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Labor Code of Kazakhstan under 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

ZOU Yang-yang
（School of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China）

Abstract: The new Labor Code of Kazakhstan was born in the time when the economy of Kazakhstan, affected by global economy
crisis, deteriorates continuously. Guided by liberalism, this law introduced or shap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non-
competition agreement, labor responsibility, labor contract , probation and so on, showing the strong sense of crisis and the firm stand of
reform, and will have far-reaching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 in future. Like Kazakhstan, China also is a country
experienc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e should explore reference value of new Labor Code of Kazakhstan, and promote continuous⁃
ly our law in direction that meets requirement of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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