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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角色。 

2007年版就业展望审视了这些国家劳力市场所受影响，并对其劳动力状况进行了探

讨。 

 

• 本期展望也审视了全球化对经合组织各国职工的影响情况。虽然对这种影响普遍有

所高估，但劳力市场不安全和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大的一些实证是存在的。  

 

• 本期内容还包括：劳力市场政策如何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社会保险融资对就业

的影响；以及经合组织各国采取什么措施促进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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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的就业展望每年对就业领域各关键问题进行审视。2007年版包
括内容有： 

巴俄印中四国劳力市场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国家，从1990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17
% 发展到现在占四分之一，是经合组织各国的重要经济伙伴。 
巴俄印中经济的未来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劳动力市场情况。由
于巴俄印中四国数据不足，而且非正式经济规模相当大，对这些市场作
调研并非易事。但看来有以下一些确定的特点趋势： 

迅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就业。 
本世纪头五年中，四国总体每年新增2200万就业人数，而经合组织地区
总体每年增加就业人数370万。 

但就业不足仍很严重。 在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城市地区，失业率达8-
9%左右， 
印度城市地区失业率略低些。就业不足程度也较高，尤其是巴西、印度
的妇女，俄罗斯年龄较大的职工，及中国、印度农村地区。  

除俄罗斯外，非正式就业-
即无正式申报也不对社会保险体制缴费的就业情况-
非常广泛并在不断增加，占巴西所有就业人数一半，在印度占大约85%
。 

工资待遇不均在中国、印度有所增加，在巴西、俄罗斯也居高不下。 
这种情况似乎和标准贸易理论背道而驰：理论认为拥有大量非熟练工人
的经济体纳入国际贸易，应会导致此类工人相对工资的提高。 

从中期来看，巴俄印中四国必然要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这将对输
送新职工产生制约。 
今后15年内的劳动力增长率，在印度将减速，在巴西将下降一半，在中
国将实际上停滞，在俄罗斯甚至可能出现劳力收缩。 

同样在中期内，四国中除俄罗斯外受教育水平将大幅度提升，俄罗斯劳
动力受教育水平现在已经超过经合组织各国水平。 
相比之下巴西、印度、中国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经合组织地区。 
该三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表明可能需要改进教育质量，以适应劳动
力市场的要求。  

就业增加但劳动生产率下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驱动因素，是就业率（劳动力使用率）和职工的人
均产量（劳动生产率）的增加。 
2006年“经合组织重申就业政策”确定了一系列增加就业减少失业的替代
性劳力市场政策。 
但也有人认为只有象美国英国那样由市场驱动的劳力市场政策，才可能
同时提高劳力使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图1.2] 
巴俄印中四国和经合组织地

区的就业率与失业率

 
 
 
 
 
 
 
 

[图1.7] 
巴俄印中四国和经合组织地

区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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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劳力市场政策对劳动生产率有什么影响？严格的在职职工就业保护
政策可能因限制职工流入高生产率的新生产业，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而起码法定工资似乎能提高生产率，虽然也许是因为低技能人员更难
找到工作。 
优厚的失业救济金能通过帮助失业者找到适合自己技能的工作，及通过
鼓励创造风险较高生产率也高的就业机会，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父
母继续就业的家庭鼓励政策，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促进就业的政策可能对生产率指标产生抑制作用，部分原因是扩大了低
技能人员的就业机会。 
这会使平均生产率水平下降，但不影响现有职工的生产率。 

总体而言，并无很强证据表明“经合组织重申就业战略”倡导的政策对生
产率提高有负面影响。 
实际上这些政策可能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积极影响，同时又能提高就
业、改善社会福利。 

经合组织各国职工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脆弱？ 

促使全球贸易开放的全球化，提高了经合组织地区居民的收入。例如在
贸易开放率提高百分之十的国家，人均收入提高了约百分之四。 

尽管有这些收获，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全球化经济还是褒贬交加。 
虽然全球化对许多职工提高收入做出了贡献，但某些职工特别是低技能
职工处境不妙，现在公众确实担忧全球化正在使经合组织各国职工的工
资收缩、条件变差。这些担忧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理由的？ 

有某些实证显示，过去几十年的贸易深化增加了经合组织职工的收入差
距和就业不安全程度。但是必须牢记一些重要因素。 
首先，很难将全球化影响和技术发展或结构调整的影响区分开来。其次
，影响并没有一般认为的那么大。 

全球化对职工的影响各不相同，部分是由他们的技能水平所决定。 
生产活动向国外迁移虽然对职工就业总体人数无实际影响，但可能减少
对低技能职工的需求，也许是因为企业往往将一些 机械重复性的生产
活动转向国外。 

更深入地说，全球化是造成工资、劳力需求灵活性增大的诸多因素之一
，其他因素还包括国内政策改革、技术发展变化等，都使工资、劳力需
求对经济冲击变得越来越敏感。  

测量这种变化的一项指标劳力需求的工资弹性，1980-
2002年期间绝对值从0.2增加到0.5。 
这体现劳力市场更具有活力，更注重流动性和适用的技能。外国竞争确
实使工作变换更加频繁。  

在收入不均方面，职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在某些国家下降幅
度很大。 工资差距也在扩大，但主要是由于10% 

高阶层工资收入大幅上升，而不是底层工资下降所造成。 
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对此产生了影响并不清楚。 
但至少在收入分布方面的变化表明，全球化使少数职工精英和投资者得

[图2.2] 
提高劳动力使用率和生产率

两者间的关系

 
 
 
 

[图2.7] 
父母产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

 
 

 

 

 

 

 

 

 

 

 

 

 

 

 

 

 

[图3.6] 
工资增长与贸易开放的关系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 2007 EDITION ISBN 92-64-33041 © OECD 2007 – 3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45/38749018.pdf?contentId=38749019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45/38749018.pdf?contentId=38749019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45/38749018.pdf?contentId=38749019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46/38749026.pdf?contentId=38749027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46/38749026.pdf?contentId=38749027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46/38749026.pdf?contentId=38749027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23/38749034.pdf?contentId=38749035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23/38749034.pdf?contentId=38749035


以脱颖而出。 

为应对这些变化，各国政府必需拟定出包括监管、就业和社保各种问题
的整套政策，在日益变得更加动态的劳力市场上支持职工，特别是注重
职工技能的提高。 

社会保护融资对就业的影响 

经合组织各国用于社会保险的公共开支，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和养老金，
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四分之一。 
这项开支的规模和融资方法，即通过一般性税收、所得税税收还是雇主
、职工缴付分摊费筹集资金，都可能对劳力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社保开支融资，在职工到手实际工资和就业成本费（包括交付所得
税和雇主、职工缴纳的社保分摊费）之间产生了一种楔子。 
一般而言，税务楔子越大，对劳力市场影响也越大。而实际影响主要取
决于三个因素： 

税务混合：对医疗保险这样集体性很强的社保计划，有理由通过一般性
税收融资。 
相反，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等和劳力市场地位关系较密切的社保计划，
分摊费形式的融资更加可取。更多地使用包括收入所得税、消费税，以
及环保税、财产税在内的一般性税收，可能缩小楔形效应、从经济上提
高就业积极性。但所有方案都应审慎考虑，它们也不能代替对社保开支
管理制度的改善努力。 

税务累进性：税务楔子可能对低工资就业有特别大影响，尤其在有较高
法定起码工资的国家。 
因此也许应减少雇主缴纳的分摊费额度。但这往往会大大减少资金，过
分削减雇主分摊费可能会产生重大融资问题。所以在 低工资者的三项
收入组成部分：起码工资、劳动税收、在职福利之间，找到适当平衡点
是至关重要的。总的来说，应该使融资资源更具累进性。  

税务与福利的关系：加强所付税额与所得福利待遇之间的联系，可能有
助于缩小税楔影响。 
例如雇员如能明显看到日后养老金将有所增加，可能会愿意接受减少一
点目前到手的工资。 
但如果把这种措施和医疗保健等集体性很强的社保计划挂钩，效果显然
会很有限。另一个例子是，如果雇主缴款数额能和企业在临时解雇、提
前退休、病假、残疾等方面获得的优惠挂钩，也有助于改进劳动力管理
。  

促使失业者重新就业的政府行动 

许多国家现在通过提高失业者求职主动性、就业适应性等手段，积极鼓
励失业者寻找工作。这类措施的某些共性是：让失业者尽早、经常地和
就业咨询工作者联系，定期汇报其就业能力和求职努力，直接推荐他们
到空缺岗位，建立个人行动计划，及通过“积极劳力市场计划”防止求职
者积极性、技能下降。 

这些战略执行情况如何？ 
为寻求答案，经合组织要求成员国填写一个调查表，反映它们“发动”失

 
   [图3.8] 1980年以来10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不均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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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的政策。 
对调查表的答复还需进一步分析，但显然各国在这方面做法差别很大，
使用的工具也日益增加和多样化。 

多数情况下失业者必须作就业安置登记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记录求职者详细情况、评估其就职能力，能使就业机构工作有的放矢。 
但许多国家在登记注册程序完成之前，早已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这可
能造成错失很多就业匹配机会。  

多数国家要求失业者定期汇报是否在积极求职、是否还继续失业。 
另外许多国家还要求失业者和就业咨询人员定期深入对话。 
但汇报、会面的频率各国差别很大。 
直接介绍求职者到空缺岗位的频率方面（似乎做的太少），及针对长期
失业者的“积极劳力市场计划”运用方面也有很大差别。 

总的来说，对失业的监测在加强。 
这能促进加速再就业，但也可能产生不利作用，使失业者受到压力而接
受不适合自己的工作。 
严格的求职监测措施和“就业第一”的政策对解决失业顽症十分重要，但
也需注意就业适配性，这才有利于更加稳定的就业。  

后，虽然积极劳力市场计划已证明能帮助长期失业者，但仅几个成员
国遵循经合组织的建议，强制规定必须参加这类计划。 
各国也许有理由把这种决定权交给就业咨询工作者，但仍然应该使失业
者意识到：失业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干预就会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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