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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
劳动法应对

美国合理协商单元认定的启示

杨浩楠*

摘 要 劳动者因难以构成利益共同体而缺乏凝聚力是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

在现行工会体制下强化劳动者的凝聚力是破解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理性思路。美国“小而精”

集体协商模式的优势在于基于利益共同体标准划分合理协商单元,确保雇员间形成凝聚力的。

我国“大而全”的集体协商模式不区分岗位分类、工作职责、管理模式、劳动条件和待遇以及雇

员间交流频率的差异,笼统代表全体雇员进行协商,导致雇员间个体差异较大,难以构成利益

共同体,不具备被工会有效代表所需之凝聚力。基于我国国情,借鉴美国经验,破解我国集体

协商困境的具体对策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划分协商小组分别进行集体协商;在部分民生行

业中对协商小组的划分进行行政指导;在县级以下区域强化全行业集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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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集体协商,即工会代表雇员同雇主就劳动条件和待遇、劳资纠纷的解决方式等事项展开谈

判,并通过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对谈判成果进行确认和记载。因其可识别、预防和解决劳资纠

纷从而实现产业和平,历来是世界各国劳动法制度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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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的强力推动下,我国集体合同覆盖

率持续上升。〔1〕但与此同步的是,劳动领域的群体性事件不但未随着集体合同覆盖率的上

升而得到有效缓解,反而总体上呈激增态势。〔2〕集体合同签订率攀升与群体性事件激增并

存之怪相揭示出我国集体协商的困境在于:虽然政府和全总意识到集体协商的重要性并极力

推行,但其并未真正发挥调节和稳定集体劳动关系的应有功能。对此,本文试图在回答以下三

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劳动法破解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应对之道:①何为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

原因? 识别此根本原因从而对症下药是破解该困境的基本前提;②破解该困境的传统路径为

何失灵? 对已有路径进行检视是提炼破解该困境之对策的理性思路;③何为有效破解该困境

的具体对策? 在回答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对域外经典制度的批判性借鉴或许能提出行

之有效的具体对策。

一、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辨析

为何我国集体协商失灵?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作出了不同的诠释。已有观点大致

可分为:①一统社会体制说;②政府干预说;③劳动法标准过高说;④劳动三权缺失说;⑤工会

代表性不足说。在辨析和反思已有观点的基础上准确甄别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从而对症

下药,是探索破解我国集体协商困境之具体对策的基本前提。

一统社会体制说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契约制不同,属于以“权威主义”或“强权主义”为

特征的一统体制。这在企业管理中体现为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精英和等级主义,即雇主单方

决定资源分配,将工会视为企业管理的严重威胁,将劳动者视为必须服从集体的一个“零件”,

不承认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将集体协商视为对集体的分化,排斥集体协商。〔3〕

一统社会体制说忽视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劳动领

域中产业民主进程和劳动者参与氛围日益同国际接轨的整体趋势。现行《工会法》第6条和第

38条、《劳动法》第8条、《劳动合同法》第4条、《公司法》第51条为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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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全总宣称,2016年底全国签订集体合同242.2万份,覆盖企业679.4万家、职工2.9亿

人,有31个省级行政区域提前1年完成建制率目标。参见郑莉:“《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化集体协商工作规划

(2014—2018年)》阶段性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全国签订集体合同覆盖职工近3亿”,《工人日报》2017年12
月19日,第7版。

2011年至2016年劳动领域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分别为:185、382、656、1378、2726、2663起。2011年

至201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5.92%,几乎每年翻一番。2016年的次数虽轻微回落,但仍处高位。See
JamesGriffiths:“ChinaonStrike”,https://edition.cnn.com/2016/03/28/asia/china-strike-worker-protest-
trade-union/index.html,lastvisitedon13June2018;“AtestingtimefortheChinamodel”,https://www.
demdigest.org/testing-time-china-model,lastvisitedon13June2018.

参见许叶萍、石秀印:“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与中国的一统制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2
期,第1-4页。



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厂务公开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在推进劳动者参与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实践探索。例如,直选企业工会主席、探

索区域性行业性职工代表大会、采用ISO9000标准推行厂务公开、在国企中试行职工参

股。〔4〕由此可知,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且日渐式微的集权式企业管理模式并非目前集体协

商失灵的根本原因。

持政府干预说的学者认为,我国集体协商属于执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积极操办的国

家主导模式。“自上而下”的集体协商模式在实践中导致了高效率和低效果并存之怪相。〔5〕

前者表现为:各级政府、工会通过下达文件、分派指标、限期达标等行政手段强力推动工会和用

人单位展开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6〕后者表现为:政府过分干预导致劳动者和企业积极

性不足,集体协商沦为用人单位和工会应付政府的产物。〔7〕因劳动者扮演着“被协商”的角

色,推动力倒置的集体协商缺乏劳动者的有效参与和回应,难以解决集体劳动关系中的实际问

题。〔8〕

但相反的论断认为:“在工资增长等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工会的代表性、独立性无法得到

保障,职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和内容等不甚了解,政府适当的干预和介入是十分必要

的”。〔9〕更有观点指出,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是我国工会的优势,“从各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实

践的经验看,凡是党政重视的地方,工作都打开了局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0〕事实上,自20

世纪三十年代起,为纠正初始状态失衡的劳资力量对比情形,国家公权力介入集体协商在世界

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以劳动力市场管制最为宽松的美国为例,为矫正单个劳工的不平衡谈判

力量,实现《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中鼓励集体协商的立法目的,在

NLRBv.HearstPublications案中,〔11〕虽然报社以同报童间建立的是合同承揽关系为由否

定报童的雇员身份,进而拒绝同代表这些报童的工会进行集体协商,但联邦最高法院并未照搬

·245·

中外法学 2020年第2期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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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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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第63页。
参见王天玉:“工资集体协商行为主观要件的法律塑造———以美国劳资善意谈判义务为借鉴”,《社

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第242页。
周秋琴、张水娟、孙文平:“论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的建构———基于江苏镇江市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的实证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07页。
康智:“关于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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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RBv.HearstPubl’ns,Inc.,322U.S.111(1944).



传统的控制权测试标准认定报社和报童间的用工形态,转而考查二者间关系的实际经济情形,

即报童对报社的经济依赖程度。因报童在经济上极度依赖报社,二者的谈判议价能力相差悬

殊,法院另辟蹊径式地在控制权测试标准之外创制了经济现实测试标准,并据此认定报童属于

《国家劳动关系法》中的雇员,享有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作为劳动关系认定规则的重要补充,

经济现实测试标准日后被多部联邦法规吸收,例如《公平劳工标准法》〔12〕和《家庭医疗和休假

法》。〔13〕由此可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具有两面性,不宜片面将其视为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

根本原因。

持劳动法标准过高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制度外群体性劳动争议激增且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中过高的劳动法标准经媒体宣传后,给劳动者造成了较高的心理预

期,导致制度外群体性劳动争议激增。具体而言,过高的社会保障标准和复杂的程序设计、《劳

动合同法》中的一些新的法律责任以及对劳务派遣的从严规制为劳资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并成为群体性劳动争议发展的新动力。〔14〕

劳动法标准过高说值得进一步商榷:第一,我国某些劳动法标准看似严格,实则不然。以

《劳动合同法》中饱受质疑的解雇保护制度为例,虽然雇主须具有法定解雇理由方能合法实施

解雇行为的规定可谓严格,但违法解雇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仅限于时间基数和数额基数双

封顶的经济赔偿金,而不涉及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中可能施加的巨额惩罚性赔偿。就此

而言,我国解雇保护制度的行为模式设置较为严格,但法律后果的配置则相对宽松,解雇保护

制度的强度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15〕第二,在中观层面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微观层面“资强劳

弱”的现实背景下,宏观层面的劳动法标准是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主要载体,承受着不能承

受之重。在此语境下,试问难道降低劳动法标准可以减少制度外群体性劳动争议的发生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且此举极有可能加剧制度外群体性劳动争议爆发。我国劳动法标准整体

上不存在过高一说,更不应是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

劳动三权缺失说是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我国的集体协商法由于缺乏‘争议权’等集体

劳动权而在追求劳动关系的正义之路上蹒跚难行”。〔16〕更有学者直言:“当前我国集体协商

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工缺乏团结权的前提和集体行动权的保障。这是我国集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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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29C.F.R.§825.105(2012).
参见董保华:“劳动领域群体争议的法律规制”,《法学》2017年第7期,第44-45页。
参见杨浩楠:“完善我国解雇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路和对策———基于中美解雇保护机制的比较”,《法

学》2016年第3期,第68页。
曹燕:“我国集体协商制度实证主义建构的法哲学反思”,《法学论坛》2012年第2期,第112页。



商制度流于形式的总根源”。〔17〕

欧美国家的劳动法制度以劳动者的团结权、集体协商权和集体行动权为内核,但这种以劳

动三权为基础构建的劳动法制度具有被迫性和盲目性。以美国为例,由于较之于其他工业化

国家而言,美国雇主最为抵制工会(目前有超过40%的劳工希望被工会代表,但因雇主抵制,

仅不到8%的劳工成功加入工会,约3000万劳工未能如愿加入工会),〔18〕且劳动法制度并未

要求雇主必须自行组建或承认工会,为矫正单个劳工同雇主间的不平衡议价能力,《国家劳动

关系法》让企业化运作的多个工会通过相互竞争来招募雇员,赋予在协商单元中获得多数人支

持的工会排他性代表雇员同雇主进行交涉的权利,并允许雇员和工会采取集体行动向雇主施

压(详见本文第二、三部分),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雇员的劳动三权。这种市场化的多元工会

制度受制于市场本身的盲目性。随着20世纪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工会实施了一些

暴力胁迫、垄断劳动力市场、对雇主上下游企业进行间接抵制、相互间恶性竞争等行为,加之工

会官员内部贪腐问题层出不穷,曾一度引发全社会对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和非理性的担忧。〔19〕

反观我国,《工会法》第10条以及《集体合同规定》第32条分别将建立工会和进行集体协商规

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即国家直接以立法的方式为劳动者结社和集体协商提供制度保障。

就此而言,我国的劳动者和工会并不面临欧美国家那样巨大的结社和集体协商压力,也不存在

欧美国家那样紧迫的集体行动需求。中外集体劳动关系运行环境和治理路径差异较大,劳动

三权缺失说套用欧美国家劳动法概念直接诠释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具体情境的解释力不足,其

并非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主流观点为工会代表性不足说。〔20〕有调研数据显示:85%的劳动者对工会在集

体协商中的作用不予肯定。〔21〕有观点直言:“解决工会的代表性和独立性问题……是集体协

商谈判制度得以推行的关键所在”。〔22〕一些学者以2010年“职工绕开原企业工会而自行与

资方就加薪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南海本田事件为例阐释工会代表性不足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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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安:“劳工集体维权机制探析”,《当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127页。

SeeArchibaldCox,DerekCurtisBok,RobertA.Gorman,MatthewW.Finkin,LaborLaw:Ca-
sesandMaterials,15thed.,NewYork,N.Y.:ThomsonReuters/FoundationPress,2011,pp.225,1085.

Coxetal.,supranote18,pp.49-53.
参见翟皎姣、赵曙明:“中国工会代表性的提升策略研究———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36-37页;龙雯、邹津宁:“我国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实施困境的法律对策”,《求索》2011年第6期,第172页。
周秋琴等,见前注〔9〕,第105页。
程延园:“集体谈判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工会博览》2006年第3期,第15页。
参见杨正喜:“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社会科学》

2014年第11期,第73页;冯祥武:“珠三角地区工资集体协商的现状和相关理论问题”,《法治研究》2012年第

2期,第76-77页;杨成湘、陈治亚:“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策略安排”,《求索》2013年第4期,第

207页。



当工会由企业自上而下组建,且工会领导人由企业直接任命时,劳动者倾向于抛弃无法切

实代表自身利益的工会转而直接与雇主交涉。工会代表性不足说描绘了工会脱离劳动者的现

实图景,但无法解释在工会代表由职工直选产生的情形下,工会为何依然面临无法有效维护劳

动者利益和约束劳动者行为的困境。例如,2013年南海本田再次爆发罢工事件。〔24〕提升工

会代表性在短期内有助于引导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解决眼前纠纷。但长期而言,其并未充分

发挥集体协商识别和预防劳资纠纷的作用。是故,工会代表性不足是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一

个原因,但非根本原因。

学者们的上述观点虽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力,但并未准确识别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

原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何为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 对该问题的解答应回归

到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实践。实践表明,在未生搬硬套欧美国家劳动三权概念、在政府的积极推

动以及未改变现行工会体制的前提下,在浙江温岭羊毛衫行业和武汉餐饮行业中,处于相同或

者相近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因在经济利益诉求上具备同质性、在情感沟通上具备同理心而构成

了较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得以倒逼工会切实代表劳动者同用人单位就

工资等问题有效展开讨价还价式的集体协商以及签订集体合同,对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待遇

和稳定集体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浙江温岭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模式曾获

温家宝总理“总结和推广”的批示。〔25〕武汉餐饮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作为全国典范被全总要

求在全国推广。〔26〕在我国集体协商普遍失灵的现实语境下,这些集体协商的成功范例从反

面印证了劳动者因岗位、职责、技术、劳动条件和待遇以及相互间交流频率的差异,易出现利益

分化甚至利益对抗,致使集体协商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换言之,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同另一

部分劳动者的利益无关紧要时,实难奢望彼此将为维护对方的利益而奔走呐喊;甚至在一部分

劳动者的利益同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时,劳动者之间本身构成对抗

性竞争关系,更遑论互帮互助。本文认为,被工会代表的劳动者因难以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而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是我国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探索破解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对策应

基于此而对症下药。

二、传统路径解决我国集体协商失灵问题的反思

解决我国集体协商失灵问题的传统路径大致有:①罢工权路径;②工会直选路径;③行业

集体协商路径。基于我国国情,结合集体协商失灵的根本原因,对传统路径进行反思和检视方

可因地制宜地提炼出破解困境对策的理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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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杨正喜,见前注〔23〕,第78页;
参见李安娜:“我市工会组织引导职工依法维权”,《台州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
参见文慧、胡文辉:“中华全国总工会推介行业性工资协商‘武汉经验’”,http://www.hubei.gov.

cn/zwgk/hbyw/hbywqb/201105/t20110523_17453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22日。



将我国集体协商失灵归罪于劳动三权缺失的学者,对欧美国家的劳动三权推崇备至,尤以

主张罢工权为甚。〔27〕理论层面的罢工权路径呼吁模仿欧美国的罢工制度,即从罢工主体正

当性(主体须为经工会授权的劳动者,若非工会领导发起,则为非法的“野猫罢工”)、目的正当

性(限于重启集体协商,促使达成集体合同)、程序正当性(须经过特定时间的“冷冻期”,并提前

告知雇主)、手段正当性(不得使用暴力,不得污蔑雇主,不得对同劳资纠纷无直接关联的其他

主体实施间接抵制)等要件为切入点进行制度设计。〔28〕该路径寄希望于在赋予劳动者经济

性罢工权利的同时,将制度外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引入制度内的法制轨道。

值得反思的是:我国承认有条件的罢工权能否像欧美国家那样实现重启集体协商、促使签

订集体合同,进而有效调整集体劳动关系之目的吗? 罢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具有破坏性,惟因

在劳资双方集体协商陷入僵局时,工会可借此向雇主施压,迫使雇主重回谈判桌并提高达成集

体合同的可能性,是故被欧美劳动法认可。以美国为例,劳动法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劳资

双方尽可能通过集体协商自行就劳动条件和待遇、劳动争议的解决达成集体合同,实现产业和

平。美国前劳动关系委员会主席JohnH.Fanning曾告诫:“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国家劳动关

系法》的目的就是促进集体协商”。〔29〕罢工权作为集体协商权的保障,其意义在于:当集体协

商陷入僵局时,工会可通过经济压力迫使雇主重回谈判桌。罢工权本身并不能直接调节和稳

定集体劳动关系,惟因原本陷入协商僵局的雇主可能迫于经济压力重回谈判桌,并重启集体协

商而具有工具性价值。具体而言,面对具有充分结社权和集体协商权的劳动者,〔30〕雇主在善

意协商义务 〔31〕和强制性协商事项 〔32〕等制度的约束下,较可能重返谈判桌,并在适度妥协的

基础上达成集体合同,从而使对峙的劳动关系回归理性。反观我国,雇主善意协商义务、强制

性协商事项、信息披露以及不当劳动行为制度缺失或不完备,即使获得罢工权的劳动者能迫使

雇主重回谈判桌,也恐难理性地展开集体协商,进而达成行之有效的集体合同。是故,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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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王天玉,见前注〔8〕,第242-243页;林嘉:“劳动法视野下社会协商制度的构建”,《法学家》2016年

第3期,第91页;刘泰洪:“我国劳动关系‘集体谈判’的困境与完善”,《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2期,第95页;
姜颖:“对集体合同形式化的反思”,《工会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第48页。

董保华,见前注〔14〕,第54页。

CynthiaA.Sharo,“AppropriateBargainingUnitsintheHealthCareIndustry”,LaborLawyer,

Vol.5,1989,p.822.
《国家劳动关系法》第7条为整个美国集体劳动关系制度的基石,其规定:“雇员有权利自我结社,

有权利组建、加入或者帮助劳工组织,有权利通过自行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协商,有权利为了实现集体协商的

目的,或者为了进行其它形式的互助和保护而实施协同行为……”。See29U.S.C.§157.
《国家劳动关系法》第8条(d)项规定:“集体协商是雇主和雇员选择的代表共同履行在合理的次数

下进行会晤,并就工资、工时、其它劳动条件和待遇,或对达成合同,或对该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问题进行善意协

商,以及在任何一方要求的情况下,执行书面达成之合同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不得强迫任何一方当事人同意任

何一个提议,不得强迫要求任何一方当事人作出让步”。See29U.S.C.§158(d).
劳动者的工资、工时以及其它劳动条件和待遇属于强制性协商事项。若工会提出请求,雇主必须

就此同工会进行善意协商、披露相关的信息,且在协商没有陷入僵局前不得单方改变劳动者的工资、工时以及

其它劳动条件和待遇。Coxetal.,supranote18,p.393.



我国理论层面的罢工权路径的潜在工具性价值较弱,可行性不足。

将我国集体协商失灵归因于工会代表性不足的学者寄希望于通过劳动者直选企业工会主

席来破解集体协商困境。〔33〕更有学者主张效仿欧美国家的劳动法制度:在允许劳动者自由

组建工会的基础上直选工会主席。〔34〕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工会直选有着特定的前提条

件和运行环境。以美国为例,其工会组织呈现出高度多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特征。多元化表

现为,在同一地域,或同一产业,或同一企业中可能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工会。不同的工会通

过演讲、发放宣传资料、打广告等方式相互竞争。获得多数雇员支持的工会方能作为雇员的排

他性代表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民主化集中表现为,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Taft-Hart-
leyAct)在修正《国家劳动关系法》时对工会的代表资格引入了撤销程序,即任何雇员都可以

协商单元中的多数人不希望被目前的工会代表为由,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Labor
RelationsBoard)申请撤销工会的代表资格。〔35〕如果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认定工会确实存在

代表性问题,将通过选举来重新确认雇员的意愿。市场化表现为,工会作为独立于雇主的实

体,同其它实体组织一样致力于“投资—收益”最大化。〔36〕具体而言,工会为努力招揽新会员

并收取会费,故而凭借其专业的协商技术和丰富的协商经验代表会员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并
为会员争取更优厚的劳动条件和待遇。协商行为具有高度的商品化属性,非工会会员也可能

因为享受了集体协商带来的好处而负有支付会费的义务。〔37〕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得美国工

会具备较大的经济 〔38〕和人事独立性。
受一元工会模式和企业工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工会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独立性不足。虽

然劳动者直选工会主席可临时提高工会的代表性,但因工会缺乏市场竞争和退出机制,且在经

济上严重依赖企业,直选出的工会代表和工会主席可能陷于同自己的上司进行协商的窘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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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刘泰洪,见前注〔27〕,第95页;刘诚:“集体谈判与工会代表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第

207页;龙雯等,见前注〔20〕,第174页;杨正喜、黄茂英:“论新时期工人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化建构”,《社会

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第95-96页;张艳:“基于实证角度的工资集体协商发展研究”,《中国劳动》2015年

第3期,第47页。
参见黄燕东、杨宜勇:“美、德、日集体谈判制度的比较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年第6

期,第55-56页;罗燕、宋小川:“体面劳动背景下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构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

5期,第32页。

See29U.S.C.§159(c)(1)(A)(ii).
SeeHowardB.Linett,“BanksandCollectiveBargaining:The‘AppropriateBargainingUnit’

Question”,BankingLawJournal,Vol,100,1983,p.831.
SeeRadioOfficers’Unionv.NLRB,347U.S.17,41,98L.Ed.455,74S.Ct.323(1954).
《国家劳动关系法》第8条(a)款(2)项规定:“雇主支配或干涉任何劳工组织的建立或运行,或对任

何劳工组织提供经济支持或其它支持均属于不当劳动行为”。See29U.S.C.§158(a)(2).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依据我国《工会法》第42条和45条规定,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由用人单位按照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

额的2%向工会拨缴,且向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活动场地等物质条件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以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39〕已有的工会直选实践表明,集体行动后直选出的工会主席和工

会代表具有临时性。随着事件的解决和上级组织的退出,加之雇主事后打击,这种临时性的组

织形态恐将迅速瓦解。在高流动率的推动下,劳动者往往再次回归到相互陌生的原子化状态。

长效性劳资风险疏解机制的缺失导致同一个问题在同一个企业在不同时间反复引发劳资纠

纷。〔40〕

针对企业工会独立性不足,不少学者主张行业集体协商路径,建议将集体协商的层级由企

业层面提升至行业层面,以摆脱企业对工会的控制。〔41〕我国《工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

同规定》中的集体协商制度呈现出以企业层面为主,区域和行业层面为辅的基本格局。《集体

合同规定》未提及区域和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工会法》第10条仅对行业工会的建立作有粗

略的原则性规定;《劳动合同法》第53条将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协商限制在县级以下的建筑

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中。这些制度设计客观上为企业控制工会提供了便利。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强调,“深入推进区域性、行业

性工会和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业园区工会组织建设,健全产业工会组织体

系”,将区域和行业集体协商视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强化行业集体协商,并使其

落到实处面临以下疑惑:①如何平衡不同雇主的劳动者之间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诉求? ②如

何确保特定区域内相关行业中不同雇主的劳动者得以充分沟通交流,从而具备被行业工会统

一有效代表所需之情感纽带? 行业集体协商真正发挥调节和稳定集体劳动关系的作用须处理

好不同雇主的劳动者间的相互关系,确保劳动者在经济利益诉求上具备同质性、在情感沟通上

具备同理心,从而形成必要的凝聚力。否则,将因不同雇主中劳动者的利益分歧、情感纽带缺

失或沟通不畅而举步维艰。

在实然层面,上述传统路径并未攻克我国集体协商失灵这一顽疾。究其原因,第一,如本

文第一部分所述,被工会代表的劳动者未构成利益共同体而缺乏凝聚力是集体协商失灵的根

本原因。传统路径并未在准确甄别该根本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第二,学者们开出的药方

或是在现阶段不具有可行性,或是因副作用过大违反比例原则而收效甚微。一方面,中外集体

劳动关系运行的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差异显著,〔42〕机械套用欧美国家劳动法概念诠释我国

集体劳动关系具体情境的解释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的现行社会体制下寻求解决劳工

问题的对策乃国际通行惯例。这在集体劳动关系较为成熟的美国也是如此。颁行于1935年

的《国家劳动关系法》如今已在许多方面已脱离社会发展,“其理应被其它制度完全替代,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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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参见石晓天:“工人集体行动、工会主席直选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省为例”,《理论与改革》

2012年第5期,第39页。
参见闻效仪:“工会直选:广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第42-43页。
冯祥武,见前注〔23〕,第77页;刘诚,见前注〔33〕,第208页。
参见杨浩楠:“美国雇佣自由规则在判例法中的确立及启示”,《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169-

170页。



虑到政治体制上的阻力,并不大可能对该法进行即刻的和大规模的改革”。〔43〕事实上,“自19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劳工运动中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中,通过私人方面

的经济行为来实现一些现实的目标,而非通过政治改革来重塑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44〕

就我国而言,“我国工会的性质与西方不同,这必将决定我国集体劳动关系的作用发挥及法律

构建与西方存在差异,这是探讨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律目标的前提和基础”。〔45〕效仿欧美国

家的罢工权路径和工会直选路径涉及较大程度的工会体制改革,其并非破解我国集体协商困

境的良策。综上,在现行工会体制下因地制宜地强化被工会代表之劳动者的凝聚力是探索破

解我国集体协商困境之对策的理性思路。

三、美国集体协商制度考察及启示

囿于我国集体协商起步晚、制度瓶颈大、实践经验不足,我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完善有必要

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展开。然而,我国劳动法制度整体上受欧洲大陆国家立法影响较重,这导致

针对我国集体协商失灵问题而展开的比较法研究多以中欧比较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劳工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欧陆国家的工会密度整体较高,尤以北欧国家为甚。例如意大利为

34.4%、挪威为52.5%、比利时为54.2%、芬兰为64.6%、瑞典为67%、丹麦为67.2%、冰岛为

90.4%。〔46〕这说明中国和多数欧陆国家的劳动关系治理路径大相径庭。我国以微观层面的

个别劳动关系协调和宏观层面的劳动基准干预为主,中观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自治为辅;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陆国家整体上以中观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自治为主,微观层面的个别劳

动关系协调和宏观层面的劳动基准干预为辅。鉴于此,在针对集体协商制度展开比较法研究

时,若将目光投向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或许更有新意。较之于欧陆国家而言,美国在劳动关系

治理路径、集体协商的层级、劳动力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国土面积和经济总量方面都和我国更

具有同质性(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持续萎缩,目前的工会密度仅为10.3%)。尤为重要的是,就如

何确保被工会代表的劳动者在经济利益诉求上具有同质性、在情感沟通上具有同理心,从而形

成必要的凝聚力而言,美国劳动法对合理协商单元的认定及其集体劳动关系实践均对破解我

国集体协商困境颇具借鉴意义。是故,基于我国国情,在批判性借鉴美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基础

上探索破解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应对之道或许更具有比较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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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Coxetal.,supranote18,p.420.
Coxetal.,supranote18,p.438.
谢德成、王天玉:“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目标及规范重点”,《现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112页。
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部分缺失2016年数据的国家用2015年的数据替代。

ILO:“TradeUnionDensityRate”,https://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tistics-overview-
and-topics/working-time/lang-en/index.htm,lastvisitedon23April2019.



美国工会以协商单元(bargainingunit)为单位对雇员进行结社,并基于此同雇主展开集体

协商。《国家劳动关系法》第9条(a)款规定:“为实现对工资、工时或其它劳动条件进行集体协

商之目的,被一个合理单元中大多数雇员选择或者指定的协商代表是该单元中所有雇员的排

他性协商代表。〔47〕协商单元是美国集体协商制度的重要基础,〔48〕产业关系实践中,其运行

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集体协商运行机制

美国工会进行结社时,首先需要斟酌的是协商单元的范围,即其意欲代表的协商单元由哪

些岗位上的雇员构成。协商单元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工会是否得以获得雇主对其代表资格的认

可,或是否有权利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选举申请。工会越是能证明特定协商单元中存

在相当一部分雇员支持其作为协商代表,其代表资格越容易获得雇主认可。在雇主不认可工

会代表资格时,若工会能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证明其拥有特定单元中30%以上的雇员支持

率,〔49〕便可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申请进行工会代表资格选举。选举时,获得协商单元中多

数雇员支持的工会方可代表雇员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

在多个工会相互竞争,或雇主对工会的代表身份存有疑义而触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举

行选举时,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必须依职权确认哪些工作岗位上的雇员是适格选民。〔50〕《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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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See29U.S.C.§159(a).
SeeAlexanderColvin,“RethinkingBargainingUnitDetermination:LaborLawandtheStructureof

CollectiveRepresentationinaChangingWorkplace”,HofstraLabor&EmploymentLawJournal,Vol.15,

1988,p.420.
Coxetal.,supranote18,p.227.
以下几点需要指出:①协商单元由岗位或者岗位分类构成,不因特定雇员退休或被他人替代而发

生变化;②将“合理的协商单元”理解为“合理的选举单元”更准确,因为被不同选举单元代表的雇员可整合成

一个更大的协商主体展开集体协商;③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对合理协商单元的确认不是集体协商的必要前

提条件。多数情况下,雇主将和工会自行协商并就合理协商单元的范围达成一致;④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仅

负有描述一个合理协商单元的职责,无义务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或者最佳的协商单元。对于合理协商单元,
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在理论上有多种选择。Coxetal.,supranote18,pp.231-232.



家劳动关系法》第9条(b)款规定:“为确保雇员可全面行使结社和集体协商权,国家劳动关系

委员会应当在每个案件中确定以雇主为单位,或以职业为单位,或以工厂为单位,或以它们中

的一部分为单位的协商单元是否合理”。〔51〕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对合理协商单元的认定是

整个集体协商制度的核心,对产业关系的影响极为深远(详见表1)。

表1 协商单元的结构对产业关系的影响

工 会

结 社

的 难

易 程

度

工会公

平代表

雇员的

能力

工 会

协 商

代 表

的 规

模

雇员影

响工会

政策的

能力

工会集体

协商以及

执行集体

合同的能

力

雇 主

的 管

理 成

本

不 同 工

会 产 生

代 表 资

格 争 议

的概率

协商陷入僵

局时雇主维

持正常生产

经营的能力

较 大 的

协 商 单

元

较难 较弱 较大 较弱 较强 较低 较小 较弱

较 小 的

协 商 单

元

较易 较强 较小 较强 较弱 较高 较大 较强

如表1所示:①雇主一般支持较大的协商单元。但对工会而言,较大的协商单元更难结

社;②较大的协商单元可能会覆盖具有不同技能、态度和利益的雇员。人员的组成越多元

化,越可能产生利益分歧,从而削弱工会公平代表协商单元中所有雇员的能力;③工会的协

商代表须从协商单元中的雇员处获得经济支持,因此,协商单元的规模和结构影响工会代

表的规模和结构;④在较小的更同质的单元中,单个雇员更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发出自己

的声音,从而被更有效地代表。在较大的单元中,单个雇员对工会政策的影响力被稀释;⑤

工会成功结社后,协商单元越大,工会集体协商和执行集体合同的能力越强;⑥碎片化的协

商单元将对雇主造成管理和经济上的困扰,因为这种类型的协商单元容易被工会结社,且

频繁的协商将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⑦同一雇主中,被不同工会代表的碎片化的协商单元

常因不同工会不确定的代表地位问题而产生争议;⑧较大的协商单元在协商陷入僵局时存

在更大规模的停工风险。在较小的协商单元中,雇主可将业务从一个因罢工而停产的单元

转移到另一个正常生产经营的单元。〔52〕总体而言,不同的工会和不同的雇主对协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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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See29U.S.C.§159(b).
Coxetal.,supranote18,pp.233-234.



的选择偏好不同,这取决于其所处产业的性质和劳动力的组成结构。

司法实践中,为确保同一个协商单元中的雇员具有较大同质性和凝聚力,国家劳动关

系委员会持续采用利益共同体标准(communityofintereststandard)对协商单元的合理性进

行认定,其裁决一般受到法院尊重。〔53〕利益共同体标准既排除了过大的、雇员同质性较低

的协商单元,也排除了受到不合理限制的过小的协商单元。“利益共同体标准本身并无严

格的和简捷的定义,也没有列举需要考量或排除的因素。协商单元的认定必须在个案的基

础上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全盘衡量后才能确定。这些因素包括:同其他雇员相比,被主张

的单元中的雇员是否具有不同的工资、工时、福利计算方法,是否有着不同的管理和培训模

式,是否具备不同的技能,是否同其他雇员之间的交流不那么频繁,他们的工作职责是否同

其他雇员的工作职责融为一体,是否他们之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协商单元等”。〔54〕

《国家劳动关系法》在授权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对合理协商单元进行认定的同时,也对

其自由裁量权作出了限制:〔55〕①禁止将同时包含专业雇员和非专业雇员的协商单元认定

为合理协商单元,除非大部分专业雇员投票支持这种单元结构;〔56〕②为保障以职业为依据

而划分的协商单元被分开代表,不得基于之前的认定而裁决由相同职业的雇员组成的协商

单元不合理;③同时包含安保人员和非安保人员的协商单元不能被认定为合理协商单

元;〔57〕④雇员结社的程度不能作为认定合理协商单元的决定性因素。〔58〕

由于《国家劳动关系法》本身对认定合理协商单元的规定极为简单,加之其对国家劳动

关系委员会的排他性授权,后者在认定合理协商单元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以个案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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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58〕

SeeMatthewT.Boyer,“WestPerrySchoolDistrictv.PennsylvaniaLaborRelationsBoard:The
CommonwealthCourtofPennsylvaniaDeferstothePennsylvaniaLaborRelationsBoard̓sGroupingofMainte-
nanceandCafeteriaEmployeesintheSameBargainingUnit,DespiteContraryPrecedent”,WidenerJournalof
PublicLaw,Vol.10,2001,p.416.

SeeBlueManVegas,LLCv.NLRB,529F.3d417(D.C.Cir.2008).
SeeWalterL.Daykin,“DeterminationofAppropriateBargainingUnitbytheNLRB:Principles,

Rules,andPolicies”,FordhamLawReview,Vol.27,1958,p.218.
《国家劳动关系法》将专业雇员定义为:同从事例行公事式的或体力劳动的非专业雇员形成对比

的,主要从事脑力工作的,需要经常进行决策和判断的,且需要接受较长时间专业化和智力上的训练而获

得先进知识的雇员。See29U.S.C.§152(12).
在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集体行动时,由于安保人员的工作职责是维持安全秩序、保护雇主的财

产不受到破坏,若将安保人员和非安保人员纳入同一个协商单元,安保人员将面临忠诚度冲突。See29U.
S.C.§159(b)(3).

See29U.S.C.§159(c)(5).虽然《国家劳动关系法》明确禁止将工会对雇员进行结社的程度作

为认定协商单元的决定性因素,即不得以“工会已对特定雇员群体成功展开结社”为决定性因素支持工会

的协商单元主张,但联邦最高法院对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在认定合理协商单元时将雇员结社情况作为一个

相关因素进行考量的做法予以支持。SeeNLRBv.Metro.LifeIns.Co.,380U.S.438,442,85S.Ct.1061,

13L.Ed.2d951(1965).



判为基础的协商单元认定方式因行业惯例、协商历史、管理方式、薪酬待遇模式、公司结构、

雇员交换和交流频率、结社程度、雇员意愿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出较大的不可预期性和不

稳定性,〔59〕时常成为劳资双方争议的焦点以及雇主拒绝集体协商的抗辩理由。尤其在企

业并购时,在合并前代表不同协商单元的多个工会可能争相要求代表合并后的整个协商单

元。〔60〕对此,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先后尝试通过行政裁决和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合理协

商单元。

在行政裁决层面,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鉴于较小的协商单元可确保雇员利益更为同

质化以及在进行集体协商时雇员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我决策权,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开始将

单一地点协商单元推定适用于集团型企业,即将集团型企业中不同地点的分支机构的雇员

推定为独立的利益共同体。在Sav-onDrugs案 〔61〕中,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意识到将位于

不同地点的多个连锁药店认定为一个协商单元有损零售行业中雇员的结社权,进而认定单

独的一个商店构成合理协商单元。在 HaagDrugCo.Inc.案 〔62〕中,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对

单一地点协商单元推定的合理性阐释如下:“一个单一零售店的雇员组成了一个同质的、可

识别的、独特的集体。他们在空间上独立于其它零售店中的雇员,他们在自己的经理的直

接领导下从事的工作一般有别于其它零售店的雇员,他们的工作任务独立于其它零售店雇

员的工作任务。因此,他们面对的问题和存在的不满完全是他们自己特有的,不必然引起

其它零售店雇员的共鸣。”在DixieBelleMills案、〔63〕MetropolitanLifeInsuranceCo.案 〔64〕和

HawaiiNationalBank案 〔65〕中,单一地点协商单元推定先后被适用于制造业、保险业和银行

业。

若意欲推翻单一地点协商单元推定,雇主需要基于“公司对所有分支机构进行集中

管理以及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是一个高度融合的整体”等事实证明所有或多个分支机构

或部门中的雇员构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至于单一地点协商单元中的雇员不具备

被独立代表的基础。〔66〕例如在 MeijerSupermarkets,Inc.案 〔67〕中,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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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SeeLiasMills,“ContingentEmployeesGainAccesstoUnionRepresentation:NationalLaborRela-
tionsBoardGrantsContingentEmployeestheRighttoJoinSameCollectiveBargainingUnitasUserEmployer’s
RegularEmployees”,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LawJournal,Vol.26,2002,p.92.

SeeJohnF.FullertonIII,PaulSalvatore,“BargainingUnitConsiderations:OneUnionorTwo”,

LaborLawyer,Vol.20,2005,p.294.
SeeSav-onDrugs,Inc.,138NLRB1032(1962).
SeeHaagDrugCo.Inc.,169NLRB877(1968).
SeeDixieBelleMills,Inc.,139NLRB629(1962).
SeeMetropolitanLifeInsuranceCo.156NLRB1408(1966).
SeeHawaiiNationalBank,Honolulu,212NLRB576(1974).
Linett,supranote36,pp.814-815.
SeeMeijerSupermarkets,Inc.,142NLRB513(1963).



基于所有连锁超市的雇员适用统一的薪酬福利方案、统一的不满投诉制度、高度集中的

管理制度,每个超市仅具备最低限度的自主管理权,超市之间地理位置相互毗邻,不同超

市的雇员具有相似的技能和经验从而可对他们进行换岗的事实,认定所有超市构成一个

合理的协商单元。

1974年修正后的《国家劳动关系法》适用于所有医院。〔68〕一方面,由于医疗机构中有超

过125种独立的职业分类,〔69〕且从事每种职业的雇员群体在理论上均可单独构成一个协商

单元,国会担忧协商单元激增将导致多个协商单元之间围绕劳动条件和待遇相互攀比,从而引

起医疗成本上升以及医疗行业劳动关系混乱。〔70〕对此,参议员塔夫特(Taft)曾告诫国会:

“医疗机构的成本必须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使得各经济部门的美国人民得以获得足够

的医疗服务”;〔71〕另一方面,协商单元越小,越有利于工会对在医院工作的雇员展开结社,并

为其争取更为优厚的劳动条件和待遇。如何在医疗机构雇员的劳动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

进行平衡,存在巨大分歧,这是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适用利益共同体标准认定协商单元最为棘

手的问题。〔72〕

为解决该难题,经过近两年的征求民意和立法听证,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基于利益共同体

标准,在充分考虑雇员的“工资、福利、工作条件是否具有利益相似性,教育经历、技能、接受的

管理是否具有同质性,雇员之间相互交流的频率以及之前的协商历史”等因素后,最终于1989

年4月21日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特定行业的协商单元出台了分类标准,〔73〕并获得联邦

最高法院认可。〔74〕具体而言,在主张协商单元时,以下分类将构成唯一合理的协商单元,但

劳工组织可基于以下分类而主张对不同协商单元进行任意组合:①护士;②医生;③除护士和

医生外的专业医护人员;④技术人员;⑤后勤维护人员;⑥文职人员;⑦除技术、后勤维护、文职

和安保人员外的非专业医护人员;⑧安保人员。另外,若出现一个单元中仅有5个或以下雇员

的特殊情况,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将通过个案裁决的方式认定合理协商单元。此种分类表明:

一方面,为维护医疗机构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表现出对国会议员“避免

协商单元激增”告诫的尊重,即在医疗机构超过125个职业分类中,最多仅允许8个独立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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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71〕

〔72〕

〔73〕

〔74〕

See29U.S.C.§§152,158,169.
SeeCoverageofNonprofitHospitalsUnder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1973:HearingsonS.

794andS.2292beforetheSubcomm.onLaboroftheSenateComm.onLaborandPublicWelfare,93dCong.,

1stSess.II(1973).
See120Cong.Rec.12,944(1974).
See120Cong.Rec.12,945(1974).
Coxetal.,supranote18,p.244.
See54Fed.Reg.16,336(1989).
SeeAmericanHospitalAssociationv.NLRB,499U.S.606,111S.Ct.1539,113L.Ed.2d675

(1991).



商单元被分开代表;另一方面,为维护雇员的劳动权利,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以利益共同体为

基础,对协商单元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和细化。

虽然目前中美劳动关系的治理路径在整体上存在相似性,即都以微观层面的个别劳动关

系协调和宏观层面的劳动基准干预为主,以中观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自治为辅,但形成这种局

面的过程和原因恰好相反。美国集体劳动关系的衰落是工会力量在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

制下由强转弱的必然结果,〔75〕也是其工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我国集体劳动关系不发达,

仍处于婴幼儿阶段,其原因是集体劳动关系制度不合理以及工会组织不成熟。中美集体劳动

关系的不同形态和制度差异致使中美集体协商模式迥异,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洞悉破解

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具体对策(见表2)。

表2 中美集体协商模式比较

结社标准 协商层级
协 商 单

位

协商的主要推动

力
协商的首要目标 协商特征

美国
利益共同体标

准

企业层面为

主

协 商 单

元
雇员和工会

设置 劳 动 条 件 和

待遇
小而精

中国
受雇于同一雇

主

企业层面为

主

全 体 雇

员
政府 签订集体合同 大而全

如表2所示,美国工会以利益共同体标准为基础对协商单元中的雇员进行结社。因行业

惯例、产业结构、管理方式、劳动技能、工作岗位、劳动条件和待遇等因素的差异,工会可以雇

主、职业、工厂(分支机构),或上述三者中的一部分为单位主张合理协商单元并展开结社。结

社成功的工会将成为协商单元中全体雇员的排他性协商代表,有权利同雇主或雇主组织展开

集体协商。美国集体协商市场化程度较高,意欲提高劳动条件和待遇的雇员以及致力于招募

更多会员并获得更多会费的工会是集体协商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企业

在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冲击时为获得最大程度的人事决策权而逐渐退出多雇主协商模式,国

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集体协商日益瓦解,企业层面的集体协商开始兴起。产业关系实践中,为

鼓励工会代表雇员同雇主就劳动条件和待遇展开集体协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倾向于支持

工会主张较小协商单元的偏好(例如单一地点合理协商单元推定、将结社程度作为认定合理协

商单元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体而言,美国集体协商呈现出“小而精”的特征,其集体协商制度

的精髓在于基于利益共同体标准划分合理协商单元,确保被工会代表的协商单元中的雇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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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参见阎天:“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以工业民主为中心”,《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第

175-179页。



成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形成必要的凝聚力。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的集体协商呈现

出“大而全”的特征:工会不区分雇员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劳动技能、管理模式、劳动条件和待

遇以及雇员间交流频率的差异,统一对所有雇员进行结社,即工会结社的主要标准为是否受雇

于同一雇主。结社成功后的工会笼统地代表全体雇员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在这种“大而全”

的集体协商模式中,相当一部分雇员因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甚至存在利益冲突而难以构成经济

利益共同体,不具备被工会有效代表所须之凝聚力,不利于集体协商制度发挥其调整和稳定劳

动关系的应有功效。因此,囿于集体协商内生动力不足,政府为提升集体合同的签订率,错位

为集体协商的主要推动力。

四、完善我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具体对策

美国劳动法用于认定合理协商单元的利益共同体标准虽颇具借鉴价值,但中美国情有别,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法律是为某国的人民而制定的,所以理应十分贴切地适用于该国民众;如

果这些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只是极其偶然的事”。〔76〕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对美

国劳动法制度的批判性借鉴,“在现行工会体制下强化被工会代表之劳动者的凝聚力”这一目

标可通过以下对策实现。

第一,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划分协商小组分别进行集体协商。我国工会不区分雇员的工

作岗位、劳动技能、管理模式、劳动条件和待遇以及雇员间交流频率等方面的差异,笼统地在企

业或行业层面代表全体雇员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这种“大而全”的集体协商模式瑕疵显见:

①不同岗位的雇员一般存在较大的个体性差异,往往具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诉求;②不同工

作地点的雇员常常因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而不具备齐心协力同雇主讨价还价所须之资讯互

通和情感纽带。因此,雇员难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缺乏被工会有效代表所须之凝聚力。受

美国劳动法基于利益共同体标准认定合理协商单元的启示,我国可在未来修改《工会法》时建

构类似的制度让企业工会或者行业工会代表不同的雇员群体分别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有的

放矢地签订集体合同,从而为“强化劳动者的凝聚力”提供制度保障。具体而言,可考虑将现行

《工会法》第20条第2款修改为:“工会依据劳动者工作岗位、劳动技能、管理模式、劳动条件和

待遇以及劳动者之间交流频率等因素对劳动者进行分组,并代表这些协商小组中的劳动者分

别同用人单位展开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述,美国工会组织面临竞争性的结社压力,因而在结社时工会倾

向于主张较小的协商单元,但协商单元数量过多将导致协商力量分散以及雇主行政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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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页。



上升。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工会法》第10条规定,有会员25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应当建立工会。在一元工会体制下,我国工会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结社压力。依此逻辑,我国工

会对雇员群体进行分组并分别代表不同协商小组的雇员展开集体协商时,可在确保协商小组

中的雇员构成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协商小组的范围,从而强化协商小组中工会的谈

判力量、降低雇主的管理成本。笔者认为,借鉴利益共同体标准,依据人社部的职业分类,〔77〕

结合各雇主的主营业务范围,在具体的集体协商实践中,可考虑将雇员群体划分为:主营业务

专业技术岗位、主营业务非专业技术岗位、非主营业务专业技术岗位以及非主营业务非专业技

术岗位协商小组,并由工会分别代表之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以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为

例,〔78〕可将其研发人员纳入主营业务专业技术岗位协商小组,将车间工人、销售人员纳入主

营业务非专业技术岗位协商小组,将法务、会计人员纳入非主营业务专业技术岗位协商小组,

将安保、工勤人员纳入非主营业务非专业技术岗位协商小组。

第二,在部分民生行业中对协商小组的划分进行行政指导。大多数情形下,美国产业关系

实践中的劳资双方可依据岗位分类、行业惯例、产业结构、协商历史、管理方式、劳动技能、劳动

条件和待遇等因素自行协商确定合理协商单元的范围。若劳资双方对产生分歧,国家劳动关

系委员会将以个案裁判的方式认定合理协商单元的范围。总体而言,美国劳动法为产业关系

自治预留了充分的空间,未过多干预。但值得注意的是,为确保医疗行业劳动关系稳定以及医

疗机构的成本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医疗机构中

的合理协商单元作出规定。受此启示,由于我国集体协商起步较晚、集体劳动关系自治程度较

低,且工会普遍不敢谈、不会谈,甚至不想谈,劳动行政部门可考虑借鉴美国利益共同体标准,

依据岗位分类,产业结构、管理方式、劳动技能、劳动条件和待遇等因素在一些雇员利益诉求差

异显著的民生行业中,〔79〕通过部门规章授权劳动行政部门对协商小组进行具体划分,引导工

会代表不同协商小组的雇员分别同雇主展开集体协商,有针对性地签订集体合同,力求产生

“小而精”之集体协商模式的示范效应,从而提高“强化劳动者凝聚力”的可操作性。具体而言,

人社部可考虑将现行《集体合同规定》第7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根据实际

情况在本行政区域内劳动者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的行业中对协商小组的划分制定具体的方案,

对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开展集体协商、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并负责审查集

·755·

我国集体协商困境的劳动法应对

〔77〕

〔78〕

〔79〕

专业技术岗位分类参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职业分类目录,http://ms.nvq.net.cn/nvqd-
bApp/htm/fenlei/ecGzs_Dl-595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8月10日。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①开发、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配件、附件,并提供售后服

务;②出口汽车、零部件、配件、附件和冲压模具;③进口汽车零部件、配件等。参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www.gsxt.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8月15日。
例如医疗行业(医生与护士的劳动强度和待遇相差较大)、民航行业(飞行员同空乘人员和地勤人

员劳动报酬和待遇相差悬殊)、金融行业(外勤岗位的雇员和内勤岗位的雇员在工作职责和劳动条件和待遇方

面差异显著)等。



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第三,在县级以下区域强化全行业集体协商。针对我国企业工会独立性不足的现状,不少

学者推崇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更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将行业集体合同

的层次限制在县级以下区域,已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并指出“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尤

其是县、市级以上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维护职工权益,能真正体现工会在政府、雇主面

前代表职工的主体资格,体现社会对工会地位的认可”。〔80〕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速,技术变革和国际竞争对企业的影响日趋明显。世界范围内,雇主一般倾向于降低集体协商

层级至企业层面甚至工厂层面,即依据自身生产经营状况量体裁衣式地同工会确定雇员的劳

动条件和待遇,从而获得更灵活的人事决策权。于是,我国集体协商层级的选择面临双重压

力。一方面,超越企业层面的集体协商可强化工会的独立性,对现阶段改善我国集体劳动关系

而言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在较低层级上展开集体协商符合世界趋势,可使企业具备一定的

市场灵活性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冲击。我国幅员辽阔、产业结构和劳动关系形态复杂,西欧和北

欧国家传统上采用的国家层面上的集中协商模式不适合我国。本文认为,我国应以《劳动合同

法》第53条之规定为基础,对“等”字做扩大解释,在县级以下区域(包括县级)的各行业中强化

行业集体协商,使其不限于“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从而在强化劳动者凝聚力的同时兼

顾工会的独立性。理由有二:①行业集体协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企业对工会的过度干预,有

助于增加工会的独立性;②受美国劳动法单一地点合理协商单元推定之启示,我国行业集体协

商的区域不宜过广,限制在县级以下(包括县级)为宜,否则不同企业中的雇员将因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等因素难以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缺乏被行业工会有效

代表所需之凝聚力。

五、结 语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赖宏观层面的劳动基准干预和微观层面的个别劳动关系规制对劳

动关系进行治理,中观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自治收效甚微。政府通过调整劳动基准对劳动力

市场直接进行干预虽强而有力,但其副作用不可小觑,应保持谦抑性。以美国最低工资立法为

例,数据表明,“最低工资每上升10%,就会使青少年就业减少1%-3%”。〔81〕在个别劳动关

系中,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和从属性迫使《劳动合同法》不得不对劳动者进行

高强度倾斜保护。然而,在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进出口贸易疲软、用工成本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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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吴亚平:“从工人集体诉求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环卫工人为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

报》2013年第6期,第13-16页。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梁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126页。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劳动合同法》饱受质疑,承受着不能承受

之重。是故,在现行工会体制下寻求劳动法应对集体协商困境之道,使其切实发挥集体协商制

度稳定和协调集体劳动关系之功效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时代使命。

Abstract:Thelackofemployees̓cohesionisthefundamentalreasonforChina̓scollectivebargaining

failure.Undercurrentunionregime,enhancingemployees̓cohesionistherationalwaytosolvethisdi-

lemmainChina.AdvantagesofAmericansmallanddelicatebargainingmodelieinitsdetermination,

basedoncommunity-of-intereststandard,toensurethatemployeesinaunitcanformnecessarycohesion.

Representingallemployeestonegotiategenerally,China̓sbigandgeneralbargainingmodeignoresjob

classification,responsibilities,skills,management,termsandconditionsofemployment,andthefre-

quencyofcommunicationsamongemployees,causingemployeestoneithershareaclosecommunityof

interestsnortolacknecessarycohesionduetotheirhugedivergence.InlightofChina̓srealityandU.S.

experience,Chinashalldividebargainingunitbasedoncommunity-of-interestandnegotiateseparately,

issueadministrativeguidancesonunit-classificationincertainlivelihoodindustries,andstrengthencollec-

tivebargaininginallindustriesatorunderthecountylevel.

KeyWords:LaborLaw;CollectiveBargaining;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AppropriateBargaining

Unit;Community-of-interest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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