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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近年来我国就业逐渐呈现非正规化的趋势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选择从事兼职尧自营业尧自由职业者

等就业模式遥 美国尧欧洲诸国和日本等国的非正规就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增加袁80尧90 年代迅速增长遥 本文基于

1988-1999 年欧洲诸国尧美尧日等 10 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数据袁从经济发展背景尧供需平衡尧规制缓和以及就业

政策尧社会保障尧税收尧劳动法制法规等制度层面比较分析欧尧美尧日的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根源袁以期启示我国更健康地

促进非正规就业增长遥
关键词院非正规就业曰就业增长曰欧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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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我国就业逐渐出现非正规化的趋势袁并
且在经济形态上出现了家庭网络销售尧 金融业尧咨
询业等高级服务业的非正规雇佣形态袁非正规就业

不再只是弱势群体的就业形态袁而是成为就业结构

中与正规就业并存的就业形态遥 人们的就业观念也

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选择

非正规就业模式袁非正规就业这一个开始作为增加

就业的补助性措施袁大有成为很多人选择就业模式

的一种趋向遥
综观域外袁美国尧欧洲诸国和日本等国的非正

规就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增加袁进入 80尧90 年

代袁非正规就业迅速增长遥 其增长原因除了全球化

的发展尧产业结构的变化尧劳动力供求的变化等袁还
包括制度规制的变化袁 我国目前的状态类似于

1988要1999 年代的欧美日国家非正规就业的态势袁
分析对比其发展原因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非正规就

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遥

一尧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非正规就业渊Non-standard Employment冤在我

国也被称为野非正规雇佣冶尧野非典型就业冶尧野灵活就

业冶等遥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北美尧欧洲诸国和日本等

国的非正规雇佣开始增加以来, 该社会问题一直受

到政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遥 然而袁国内外学术界对

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却至今尚未达成统一遥 目前袁关
于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大致有三种界定方法遥

第一袁野两部门说冶遥 国际劳工组织人类学家

Keith Hart 提出非正规部门概念袁随之学界用野正
规部门冶与野非正规部门冶来定义非正规就业袁认为

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就属于非正规就业遥 我国

也有很多学者支持野两部门说冶遥
第二袁野就业标准说冶遥 随着劳动的柔软化与专

业化的发展袁以及外部采购尧合同转包等形式的出

现袁野两部门说冶的定义方法受到了质疑遥 非正规的

概念出现了野就业标准说冶袁即以就业状态和收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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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就业者渊人冤 自营业者渊%冤
兼职比例渊%冤 临时雇佣渊%冤

农林业 非农林业

1988 1998 1988 1998 1988 1998 1988 1998 1988 1998
美国

英国

丹麦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瑞典

日本

117袁342
25袁660
2袁683

26袁999
21袁503
21袁085
5袁903

11袁709
4袁375

60袁502

133袁488
26袁883
2袁679

35袁537
22袁469
20袁357
7袁402

13袁161
3袁979

67袁003

1.2
0.8
2.1
1.3
3.6
4.7
1.6
6.5
1.8
3.5

1.0
0.6
1.0
0.6
2.0
1.8
1.3
3.6
1.1
2.3

7.3
7.8
2.5
3.1
4.6

18.9
4.9

12.6
5.4

11.5

6.6
8.4
3.1
4.3
4.2

10.2
5.5

11.3
5.2
9.5

18.7
21.9
23.7
13.2
12.0
5.6

30.3
5.4

27.1
10.8

17.4
24.9
22.3
18.3
17.3
7.4

38.8
8.1

26.3
15.4

缺失

5.0
10.2
5.0
6.6
4.1
7.7

15.8
10.6
9.1

3.6
5.8
9.1

10.9
12.2
6.1

11.2
25.3
13.9
9.7

表 1 1988尧1998年美国尧欧洲诸国尧日本各种形式非正规就业状况比较

数据来源院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渊美国冤曰 Eurostat袁Labour Force Survey渊欧洲诸国冤曰就业结果基本调查渊日本冤渊由于数据的缺失袁日本

用的是 1987 年与 1997 年的数据袁美国用的数据是 1989 年与 1999 年的数据冤遥

准来进行定义袁将家务劳动尧临时工尧自我雇佣及少

于 10 人以下的小企业就业等就业状态作为非正规

就业袁而按照收入标准袁将低于最低法定小时工资

的人袁 特别是低于生计收入的人定义为非正规就

业袁或者综合就业状态与收入标准进行定义遥 [1]由于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标准不同袁各个国家依

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给出了不

同的非正规就业的定义遥
第三袁野就业类型说冶遥 当兼职尧临时雇佣尧固定

期限合同工尧自营业等形式的就业模式在全球范围

内越来越普遍时袁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袁很多学者

直接按照就业的类型对非正规就业进行定义遥 该定

义与正规雇佣是相对的袁凡是不同于以往的正规雇

佣形式的就业形式袁包括在工作时间尧工作地点以

及契约性质上不同的就业形式袁 诸如非全日制用

工尧临时雇佣尧固定期限合同用工尧派遣工以及自营

业者等袁都属于非正规就业遥 [2]

为了更方便运用各国统计数据对非正规就业

的现象进行研究袁本文使用的非正规就业概念倾向

于野就业类型说冶袁将非正规就业看作不同于以往正

规就业的就业模式袁一般包括兼职就业尧临时雇佣尧
自营业者以及其他诸如野传呼工人渊On-call Worker冤冶
或野业务请负工人渊Contract Company Worker冤冶[3]等类

型的非正规劳动者遥
二尧1988要1999 年欧美日各国非正规就业发

展的动态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袁 欧美日等国的非正规就

业模式出现袁 到 80尧90 年代袁 很多国家的非正规就

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遥 表 1 为 1988 与 1999 年美国尧
欧洲诸国与日本等十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的状况遥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在 1988要1998 年袁虽然各国

非正规就业的水平与增加的程度等都存在差异袁但
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临时劳动者在就业者中占的

比例均有增加遥 其中袁增加较为显著的是西班牙和

法国遥 在这 10 年间袁 西班牙的临时雇佣增加了

9.5%袁法国增加了 5.6%袁并且从欧洲诸国整体来看袁
新生的工作中多数以有期雇佣契约的形式出现遥 据

研究显示袁欧洲诸国中袁新产生的工作有 7 成是有

期雇佣的形式袁 较之于 1992 年的 5 成比例增加很

多袁90 年代后半期袁非正规就业的增加更为显著遥 [4]

从兼职形式的就业来看袁 多数国家就业者比例中袁
兼职劳动者所占比例在增加袁丹麦尧美国尧瑞典则在

减少袁 原因是这些国家中女性的兼职劳动在减少袁
而从事全职劳动的女性在增加遥 兼职就业增加较快

的国家是荷兰尧德国尧法国尧日本等国遥 [5]20 世纪 90
年代袁荷兰的经济景气袁出现了很多工作机会袁失业

率降低袁作为野荷兰的奇迹冶为世界瞩目袁并且在新

创造的就业中袁几乎都是兼职类型的就业形式遥 同

样袁 日本在 1992要1997 年 5 年间增加的就业机会

中袁77%的工作是兼职工作遥 在德国尧丹麦尧荷兰尧英
国等国袁非农林业部门自营业者的比例增加遥 而意

大利尧西班牙尧日本等国在自营业者比例较高的同

时袁也出现了减少的倾向袁这反映了家族经营中的

中小企业的数量在减少遥 [6]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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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正规就业并未增加袁但是美国在 90 年代期间袁
增加就业中的 10%是派遣劳动者遥 整体来看袁在
1988要1998 年的十年间袁美国尧欧洲诸国与日本的

非正规就业均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遥
三尧各国非正规就业增加的原因分析

由于各国政治环境尧劳动市场状况尧社会保障

制度尧正规就业者的雇佣保障制度等不同袁非正规

就业的水平与增加的速度也有所不同遥 然而袁在各

国非正规就业增加的背后存在着共通的原因遥
渊一冤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尧产业结构的变

化和经济增速的变化等因素遥
首先袁经济的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激化导致市

场对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袁很多企业相应地使

用较柔性的尧灵活的非正规雇佣的形式来适应灵活

的市场需求遥 另外袁随着生产过程的细分袁业务的外

包等也逐渐增多遥 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使用非正规

劳动有三个原因院第一袁大企业的就业结构发生了

变化遥 工作的职业阶层中的一部分被切离出去袁有
的业务种类袁特别是初级的业务在公司内的晋升通

道被关闭袁被短期雇佣尧契约劳动者等所取代遥 第

二袁需要特殊技能的业务与制造业等将业务委托给

其他公司的现象越来越多遥 第三袁发达国家特别是

美国袁其州政府尧地方自治体等的公共服务业务委

托给了民间企业袁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增加遥 [1]

其次袁随着经济的服务化袁服务业代替工业成

为社会的中心产业袁而服务业中非正规劳动的就业

机会多袁非正规雇佣率高袁于是就业结构发生了变

化遥 2006 年袁日本尧美国尧英国的第三产业占 GDP 的

比重分别达到了 68%尧77%尧78%袁20 世纪 90 年代

欧洲多数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袁 临时雇

佣尧兼职等成为人们工作的一般路径遥
再次袁经济服务化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经

济增长率下降袁而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袁劳动者选

择相对固定工作岗位的余地较少袁选择非正规劳动

作为其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就会增多遥 例如袁与雇佣

机会多的国家相比袁法国尧日本尧德国尧西班牙等国

家失业率高袁[7]创造的就业岗位少袁非正规劳动的比

例增加得很快遥
渊二冤劳动力供求的变化

其主要包括企业劳动力需要和市场劳动力供

给的变化遥

1援 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企业采用临时雇佣或派遣劳动的雇佣形式的

原因大体如下院一是为了满足其对劳动需求的柔软

化曰二是为了节约福利及企业年金的支付曰三是为

了减少劳动力调整的成本袁同时保障核心劳动者的

雇佣曰 四是为了能够迅速地雇佣到专门技术人员曰
五是通过试用期来选拔较好的人才遥 日本有从派遣

劳动者变为正式员工的职业通道遥 [8]美国是在中小

企业为了削减经营成本袁开始出现使用派遣劳动者

倾向的遥 在很多国家的大企业中袁使用派遣劳动者

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选拔优秀的员工遥 欧洲的企业调

查显示袁大多数企业采用临时雇佣的目的是为了削

减人工成本曰而使用兼职的目的是为了延长营业时

间的服务袁提高服务的质量等遥 采用临时雇佣尧兼职

等形式的雇佣模式可以弥补技能型等人才的不足尧
快速找到人才尧降低人工成本尧提高生产力和竞争

力等遥 在美国尧英国尧日本等国袁以节约人工费用为

目的而使用兼职尧临时雇佣的企业同样很多袁为节

约人工成本采用临时雇佣的企业从 1996 年的

38.3%激增到 2001 年的 65.3%遥 譹訛

2援 劳动力供给的变化

一方面袁就业意愿发生了变化遥 自发选择非正

规就业形态的人越来越多遥 从各国的统计数据可以

看出袁自发地选择兼职工作的女性袁其工作满意度

很高遥 在日本的兼职劳动者中袁有一半根据自己的

时间进行工作袁选择以后仍会以兼职的形式继续工

作的占到了约 63%遥 譹訛在欧洲 15 国的个人调查中袁
约 6 成的兼职是一种自发的就业形态遥 [9]

另一方面袁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遥 从 10 个国

家的比较研究来看袁 荷兰的兼职人数的增加及丹

麦尧 美国的兼职减少与女性劳动力供给变化有关遥
荷兰的兼职人数增多是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遥
而在丹麦袁选择每周工作 15要30 小时尧自发兼职就

业的女性比率减少曰 美国已婚女性的兼职比率减

少袁从事自由时间工作的女性增多袁这些女性从劳

动市场中退出袁使得美国的兼职比率减少遥 [10]日本很

多从事兼职就业的人是因为没有正式工作袁这种兼

职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 1990 年是 13.8%袁1995 年

为 14.3%袁2001 年则上升到了 20.8%遥 譹訛在法国袁兼
职就业人员的增加不仅因为很多人从全职劳动者

转为兼职劳动者袁还包括新生的年轻劳动者进入兼

职劳动的行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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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国家制度环境的变化

其主要包括各国的劳动法制尧 社会保障制度尧
税收制度尧政府的规制等的变化遥

1. 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

政府在兼职劳动尧临时雇佣等非正规就业方面

的促进政策对非正规雇佣增长也具有重要影响遥 青

年的有期契约形式多数与雇佣政策相关遥 政府经常

会用有期雇佣的实习尧兼职尧自营业等就业方式来

解决高失业率问题袁这种非正规雇佣的雇佣对策创

造出了很多就业机会袁使失业率降低遥 例如袁荷兰在

80 年代面临着高失业率与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袁政
府采取抑制薪金尧松缓对派遣劳动的规制等政策刺

激经济发展遥 [11]

2. 社会保障尧税收与法定福利制度

税收制度尧社会保障制度尧福利制度等对非正

规劳动的变动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袁这些制度会直接

影响企业的用工成本遥 与欧洲诸国相比袁美国和日

本的正规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

较大袁因为在欧洲袁无论是正规劳动者还是非正规

劳动者全部按照劳动时间计算其薪金袁法律规定支

付其相同的薪金与福利袁所以欧洲诸国存在使用临

时劳动者与兼职的成本遥 [12]而美国和日本不存在类

似均等待遇的法律袁这正是兼职尧临时雇佣尧契约劳

动者等非正规就业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日本为了

促进经营者雇佣兼职劳动者袁用减少税赋作为对经

营者的奖励袁也促使了兼职比率的急速增加遥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袁劳动力的柔性化需求与供

给的平衡尧劳动者的工作要家庭的平衡问题的出现

使自愿从事柔性化形式工作的劳动者越来越多遥 在

非正规就业增加这一背景下袁劳动法规定袁有期契

约的劳动者与正规劳动者享受相同的最低社会保

障的权利袁全职劳动者与兼职劳动者享受相同的待

遇遥 另外袁如果劳动者请求袁可以拥有由全职劳动者

向兼职劳动者转变的权利遥
3. 解雇法制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存在相关的解雇规制袁
诸如解雇前事先通知尧支付离职金等遥 解雇规制的

存在是影响欧洲诸国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欧洲各个国家制定解雇规制的严格程度不同袁很多

国家对有期雇佣契约的劳动者的解雇规则非常严

格袁企业经营者为了避开解雇法制而不使用这些劳

动者遥 在西班牙尧德国袁正规劳动者的雇佣保障是其

劳动法制的重点袁其解雇限制严格袁但为了解决当

时的高失业率问题袁两国改变了临时雇佣等非正规

雇佣的解雇规制袁以至于进入 1980 年代袁西班牙的

临时雇佣契约急剧增加袁地下经济活跃袁私人事业

主增加遥 德国的解雇规则也很严格袁1990 年代开始

缓和规制袁使得雇佣契约的数量上升遥 1970 年代袁法
国限制解雇正式员工并实行对解雇的行政监督袁要
求解雇员工需要事前通知尧支付退职费用尧进行离

职个人面谈尧与劳动者代表签订协议等袁以减少劳

动者的恐慌遥 后来袁解雇规制有所缓和袁有期契约尧
派遣劳动者的数量持续增多遥

与欧洲相比袁 日本的解雇法制没有严格的限

制遥 然而袁野解雇权滥用法理冶中规定袁如果缺乏客观

的尧合理的理由及不被社会观念认同的话袁解雇是

无效的遥 换言之袁正式社员的解雇是受到雇佣保障

的袁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可以解雇正式员工遥 这种对

正式员工的雇佣保障是日本兼职尧有期契约劳动者

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另外袁采取派遣雇佣自由化尧
有期契约缔结的期限上限的延长等一系列的法律

的修正袁也促使了日本的非正规劳动的增加遥
4. 劳动规制的缓和

由于竞争的压力袁欧洲很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

劳动时间的规制遥 例如袁德国尧荷兰尧法国等几个国

家为了达到资本设备的集中使用袁 以期提供灵活尧
弹性的配送尧服务等袁放松了对劳动时间的规制袁允
许延长营业时间袁 而为了弥补不规则的劳动时间袁
对兼职和其他的非正规就业形态的劳动需求增加遥
企业为了填补实际的员工需求与劳动用工在不同

时点的需求差异袁继续使用兼职与其他非正规劳动

者遥 另外袁采用这种兼职等形式雇佣袁企业不用支付

加班工资袁增加了企业使用非正规雇佣的意愿遥 这

致使从 90 年代开始袁欧洲尧日本的临时雇佣尧派遣

劳动者增加袁而兼职的增加从 80 年代就开始了袁另
外袁 美国的临时雇佣的增加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袁
但派遣劳动的增加进入 90 年代后比较显著遥

5. 女性的就业选择与非正规雇佣

女性在兼职尧临时雇佣等非正规就业形式中占

了很大比例袁而女性的就业选择同结婚尧生育有很

大联系遥 与美国的女性相比袁日本女性由于结婚尧生
育等原因而退职的倾向较强遥 欧美在 1960 年代袁用
灵活雇佣已婚女性的方法缓解了当时劳动力不足

的问题袁女性的兼职就业方式出现遥 1960 年代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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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袁日本由于青年劳动力不足袁制造业也开始

雇佣育儿期满的已婚女性作为兼职劳动者遥 荷兰尧
德国尧英国尧日本等国的兼职劳动者出现增加的倾

向袁美国尧瑞典尧丹麦却呈现减少倾向袁这也说明各

国的家庭要工作平衡方式存在差异遥 由于发展阶段

的不同袁兼职的方式也不同遥 在日本袁男性户主挣钱

养家是劳动惯例袁由于日本的补充税收和社会保障

制度健全等原因袁日本的女性结婚尧生育后离职率

很高遥 1948要1963 年出生的女性袁84%在婚前就业袁
而继续就业的比例在结婚后减至 41.5%袁 在第一个

孩子出生后减到 17%遥 而美国结婚前后的女性就业

率几乎不变袁9 成的女性在婚前工作袁其中 7 成属于

全职劳动者袁婚后两年袁该比例几乎不变袁生育前后

的就业率从 84%降至 80%袁兼职比例从 11.7%降至

15.8%遥[13]除了社会习惯的不同袁保育制度尧育儿休假

制度尧短时间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与税收制

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女性的就业选择遥 [14][15][16][17]

四尧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尧产业要就业结构变迁尧每年有

大批的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袁非正规就业正

在成为一种未来的就业趋向遥 对比欧尧美尧日诸国的

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原因袁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袁更好地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袁并引导非正

规就业向更好尧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遥
第一袁鼓励更多的企业使用柔性的尧灵活的非

正规就业遥 对于使用非正规雇佣的企业可以给予缴

纳保险金尧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袁从而鼓励企业吸纳

女性尧老龄人口尧失业青年尧农民工等就业大军中的

弱势群体遥第二袁进一步改变人们的就业观念遥事实

上袁人们的就业观念正在并已经发生了变化袁很多

人已不再将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职业目标袁而
选择自发的兼职尧创业等非正规就业的形式遥 第三袁
进一步制定就业促进政策遥 鼓励有期雇佣的实习尧
兼职尧自营业等就业方式来解决就业问题遥 第四袁完
善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遥 目

前袁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与幅度均未涉

及或很少涉及到非正规就业群体袁完善该群体的社

会保障体系将会大大地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遥 第

五袁完善非正规就业的公共服务体系遥 建立针对非

正规就业的就业信息平台能够对兼职尧契约工人等

就业形式进行就业介绍尧 咨询指导与培训等活动袁
完善非正规就业的公共服务体系遥

注 释院
譹訛 数据来源于厚生劳动省野平成 13 年兼职劳动者综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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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owth Source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Europe, the U.S and Japan
要要要Based on the Data of 1988-1999

ZHANG Ming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88,China)

Abstract: The employment has the trend of denoraliz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be鄄
gin to choose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style such as the part-time job, entrepreneurs, freelance work and so on.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began to increase in 1970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and had grown rapidly in 1980s and 1990s.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growth source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Europe, the U.S and Japan comparatively from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regulation relaxation, employment policie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ax system and
labor regulations and laws. If we get some inspirations from these sources, we can improve our informal employment in a
rapid and healthy way.

Key words: informal employment曰employment growth曰 U.S, Europe,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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