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32,No.6(2020)pp.1614-1633

社会化小生产与劳动法的制度调适

闫 冬*

摘 要 新冠疫情的突至助推了新型用工(如平台用工)的发展和传统用工的转型(如共

享用工)———本文统称为“社会化小生产”模式,给构建于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劳动法带来巨大

挑战,制度调适已是迫在眉睫。首先,社会化“大”“小”生产的劳动同质异形,劳动法的法益内

核不应有异、底线价值不容突破;而大生产中劳动法的“大一统”调整模式值得反思,亟需面向

小生产的特点探索个性化的落实措施,而不是进行灵活性的软化处理。其次,生产的社会化同

样蕴含着保护责任的社会化,但小生产的分散性打破了以劳资从属性为核心的劳动法归因逻

辑,社会化的保护无法继续单靠用人单位来实现,而是有待多元社会主体共担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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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论

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2020年的开局之季造成较大影响。受疫情管控和

春节假期的双重影响,我国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1〕在就业方面,国

际劳工组织(ILO)近期的报告也悲观地认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劳动者每周劳动时

间平均缩短了6.7%;至2020年底,全球失业劳动者的数量将达到2500万。〔2〕与此同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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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小生产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了支撑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力量。进入千禧年之后,

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新技术革新层出不穷,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本文称之为

“社会化小生产”的时代。社会化小生产指的是劳动者以个体或小规模组织为单位参与生产,

借助现代发达的通讯工具和科技手段,各自接受指令来完成社会化分工。在疫情吃紧时期,平

台电商和物流体系为抗疫和生活物资的流转提供了强大的支撑,1-2月份互联网服务业收入

逆势增长了10.1%。〔3〕疫情缓解之后的3月份,在线销售凭借将商户与消费者“无接触”链

接的优势,迎来了更为迅猛的增长,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较1-2月份增长5.9%。〔4〕同时,

远程办公、“共享用工”也成为不少传统企业复工的首选项,其用工模式向社会化小生产转型迹

象明显。

但是,在社会化小生产中,传统劳动法却出现了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不适的问题。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皆属时代产物,劳动法也不例外。劳动法诞生于西方第一次和第二次

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具有“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工作地点高度聚集”“生

产活动高度协作”“人身财产高度从属”四大特点。〔5〕而这些特点构成了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承担特定法律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和制度性范式。〔6〕社会化小生产仍属于新生事

物,但给传统的劳动法制度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劳动法的不少底线性制度

(如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在社会化小生产模式下皆因工作的“灵活性”而有被架空之嫌。

另一方面,在突发重大卫生事件面前,传统劳动法还表现出刚性有余而适应性不足的特

点,例如,用大量的适用于平常时期的法律规范来检视应急措施,并由此引发诸如薪资调

整的合法性、“共享用工”的合规性、“防疫假”的正当性等新问题。

本文从社会化大生产历史背景下的劳动法出发,以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化小

生产为切入点,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分析劳动法的因应之道,探讨劳动法的制度调适问题。社会

化大生产中“社会化”是保护责任外化的逻辑基础,“大”生产是传统劳动法的浇筑模具,防范

“生产”风险是劳动法的法益靶向。而在社会化小生产中,“社会化”和“生产”属性并未发生改

变,劳动法的法益内核和责任外化仍需坚持。与此同时,劳动法需紧贴“小”的特点,对相关机

制进行个性化调适而不是灵活性的软化。同时,制度调适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化大生产仍长

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仍需做好兼容性的保障,而不能盲目追风、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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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门化(specialization)的3S的工作要求,就是比较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
劳动法的制度构建有着非常强的时代基础,被打上了生产模式的烙印。例如标准化的工时、

组织化的集体协商等都因为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生产模式而得到较好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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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化大生产与传统劳动法

(一)劳动法的时代基础

传统劳动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将人类社会从手

工生产时代带入到机器生产时代,还拉开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序幕。〔7〕机器生产的广泛应用

既催动了工业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工厂规模的迅速扩张,也促使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对立

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既互相依存又相对独立,但早期的资产阶

级在资本的加持下,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地位,肆无忌惮地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其中既有强力

的压制、也有恶法的弹压,曾给工人阶级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了全面的侵害。〔8〕工人阶级在生

产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权利和利益诉求,通过不断的斗争赢取了资产阶级的让步,争取到了

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传统劳动法就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互动中逐步建立了起来,它与大工业生产模式息

息相关,是近代出现的新型法律工具。虽然学界也有不少著述认为劳动法诞生于第一次工业

革命之前,〔9〕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1802年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也称《工厂法》才是现代

劳动法产生的标志。〔10〕劳动法的产生需要特定的社会土壤。诚然,早在十九世纪之前就有

调整用工关系的法律,但它们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生产模式之上,而非调整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关

系。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所呈现和界定的社会化大生产满足了劳动法产生的所有

条件,正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相互独立、但又互相依存的从属关系,让两者互

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国家随后通过法律的形式让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固定下来,这些法定的

权利和义务历经两百年的涤荡,即成为了现代劳动法的基本内容。

(二)劳动法的时代特点

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为劳动立法按下了启动键,同时也给劳动法框定了应用场景和发展

脉络。早期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大工厂机器生产为主,在集体劳动关系方面表现为劳动者的结

·6161·

中外法学 2020年第6期

〔7〕

〔8〕

〔9〕

〔10〕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速度,棉纱顿时供不应求。1765年,织工哈格

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引发了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85年,瓦特改良后的

蒸汽机投入使用,为机器生产提供了更加强大和廉价的动力,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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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业的法定工资以及劳动者的法定义务。1563年《关于各业工匠、工人、农业仆人和徒工的立法》等法律

都做了类似的规定。参见许明杰:“封建危机与秩序重建———从劳工法看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与政治的互

动”,《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第74-86、157-158页。
参见谢德成:“新时代劳动法的功能拓展与制度调适”,《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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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权和集体谈判权;在个体劳动关系方面,工时基准、劳动安全卫生基准和工资基准均成为了

产业工人的核心利益,被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推动,经历了轮番的力量斗争、司法博弈,最终被

推到了立法者案前,率先出现在劳动立法当中。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扩展,

劳动法也呈现出步步为营的态势,逐步建立起了劳动合同制度、反歧视制度等机制。由于产业

关系稳定与否会给社会带来连锁反应和全面影响,政府需要构建劳动风险保障体系(社会保

险)来化解劳动风险,构建产业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就业促进、劳动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来化

解产业风险。因为政府的全面介入,劳动关系从劳资双方博弈,逐步转型为劳、资、政三方共

治。

劳动法究其本质而言,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分配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之间责任的一套

法律体系,应用的场域是三方关系的闭环。总的来说,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各自都享有一

定的权利和互负相应的义务。不过在劳动法的视阈下,微观上三者各自法定的权利与义务不

一定要统一,相互之间法定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一定要平等。具体而言,在法定规则体系中,劳

动者的权利性特征比较突出,用人单位和国家的义务性特征比较明显。但从宏观上看,三者之

间的权利与义务是守恒的,也是封闭的。劳动权利指向的义务方和权利方通常不会跳出劳动

关系框架,施于任何第三方(如消费者、发包方,亦或独立承包者、自雇者等)。

同时,劳动法“大一统”的调整方式处处可见,社会化大生产的面相显著。以工时制度为

例,八小时做为上限适用于所有劳动者,而不分岗位、强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整齐划一

的标准工时完美地契合了工业流水线的“大”协作模式。再以劳动集体协商为例,劳动法对协

商主体从代表选任到协商表决以及集体合同的执行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从中不难看到规模型

“大”工业组织的痕迹。大生产当中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劳动法只有进行“大一

统”的调整方能得到有效执行。

三、社会化小生产的发生与演进

社会化小生产近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异军突起,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它

的一席之地。社会化小生产是小规模生产单位或个人通过社会化的整合而实现分工的生产模

式。它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从我国的经验来看,其始于以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小生产”,经

历了以熟人网络为依托的局部“社会化小生产(1.0版)”,再到以新经济模式为主的“社会化小

生产(2.0版)”。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新经济不再是社会化小生产施展拳脚的唯一领域,传

统生产和经营模式也加速走向了小生产的道路,为劳动关系开启了更为广泛的转型。本文将

对社会化小生产的历史脉络和现状特点进行分析,尝试揭开它对劳动关系和劳动法治的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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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小生产

小生产模式贯穿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有

小生产特点的手工业作坊和小农生产模式。传统小生产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农业型的小生

产,主要是生产农产品,农产品除了少量用于交换外,大多都用于自给。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

模式存在已久,劳动者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是为了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用品,而不是

出于社会化生产的既定目的。〔11〕另一种是手工业型的小生产,其产品主要用于出售,带有一

定的社会化生产属性。〔12〕在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市镇存在一些专门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独立

手工业者,他们类似于现代的自由职业者或者自雇业者,所从事的劳动服务于社会,对外构成

一定的分工关系。〔13〕这种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客观上实现了生产社会化的效果,在

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社会资源。〔14〕

传统的小生产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基本特征,使其与后来出现的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着

明显的区别。第一,以个体或家庭为基本的生产或经营组织,资本集中度不高、规模往往不大;

第二,个体既是经营者也是生产者(劳动者),尚未形成大规模的雇工和劳动关系;第三,生产社

会化初现端倪但程度不高,大多数小生产的目的仍以自给为主、以交换为辅。总体而言,传统

小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不高、内部分工程度不高、外部分工依存度也不高,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

源的劳动者并不多,是一种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与低下的经济形态。与小生产相对应的就是

前文所论及的作为现代化生产的标志———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相较于前工业社会的

小生产,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资料集中度更高。

(二)社会化小生产1.0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的民间生产虽然仍旧分散,

但是开始表现出了高度社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与技术的逐步繁荣,民间生产结合中国传统

的协作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化生产模式,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15〕该理论模

型是基于我国江浙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化生产现象(以下简

称“江浙模式”)。江浙模式的社会化小生产特点有四:第一,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的生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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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风华:“论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小生产社会———兼论封建社会论的内在逻辑矛盾”,《史学

月刊》2013年第8期,第5-25页。
参见李风华:“小生产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补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年第1期,第28-32页。
参见张忠民:“‘小生产’和‘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2期,第2页。
同上注。
参见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现代化实

践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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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的生产网络;第三,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的生产形

式;第四,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主要的联结纽带。〔16〕总的来讲,这种生产模式既有“小生产”

的特点———分散化、小规模,也兼具“社会化”的特点———社会分工。

江浙模式与传统小生产既相互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外在形

式上,两者都是以个体和家庭为主要生产单元,并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17〕但

江浙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的小生产,它通过现代的物流和通讯技术实现生产的分散化和分工的

社会化,生产单元、生产企业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并通过广泛的分工协作关系将各

个企业、各个行业的生产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生产的产品主

要用于交换,这区别于传统小生产以自给为主、交换为辅、社会化的分工不明显的特点。

但从劳动关系角度来看,江浙模式又带有局部性和时代性,属于第一代的社会化小生产,

本文姑且将其命名为“社会化小生产1.0”。江浙模式的局限性在于生产单元还不够“小”,而生

产和服务的范围还不够“大”。其生产单元仍是企业,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依旧存在,生产单位尚

未缩小至原子化劳动的情形,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灵活用工。江浙模式另一个局限在于它

的协作范围和服务对象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它是在地域化、封闭性的生产网络进行分工,生产

和服务的空间缺乏广泛的开放性。

(三)社会化小生产2.0

近十年发展出来的新经济是社会化小生产1.0的升级版,本文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2.

0”。新经济在科技的引领下,以个体劳动为单位,利用相对分散的生产资料,在互联网通讯和

运算的协调下进行分工合作,开展高度的社会化生产。不断崛起的新经济业态丰富多彩,而且

不断地推陈出新,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平台经济。〔18〕自2010年开始,我国平台经济一直保

持着高速增长,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成为新型就业的一个增长源泉。2018年平台

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较前一年增长了41.6%,达到了29420亿元,参与者人数约7.6亿人,其中

服务提供者人数约7500万,但直接受雇于平台的人数却仅有598万,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没有

与平台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人员。〔19〕蓬勃发展的社会化小生产2.0衍生出了以灵活

工作为特点的新型用工和新型劳动者,本文分别称之为“新模式用工”和“新模式就业者”。

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社会化小生产2.0与江浙模式的社会化小生产1.0是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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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参见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3页。
同上注,第3-19页。
平台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

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平台经济依托的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通过大数据运算整合各类分散资源、准确

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参见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载国家信息中心

网,http://www.sic.gov.cn/News/557/990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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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社会化小生产2.0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而实现的一种广泛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在

互联网平台的协调下,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单元之间都存在高度的分工和协

作关系,在复杂而严密运算规则下,个体劳动成果直接供给终端顾客,生产自此也突破了

工厂的篱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化小生产2.0的适用范围得到了

广泛的延伸,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交换平台,而不再局限于社会化小生产1.0时期的相

对封闭的社会关系当中。社会化小生产2.0打破了社会化小生产1.0以熟人社会为基础

的构建模式,形成了更为开放、全民参与的模式,进一步地促进了工作模式的灵活性和分

工的社会化。

(四)社会化小生产(疫情时期)

在疫情防控的初始阶段和胶着阶段,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社会化小生产,由于具有分散性

而符合防控的要求,成为唯一未受阻断的生产模式。国家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

始的一周之内关闭了整个湖北省离鄂通道,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严格的社区隔离措施来防

范新冠病毒的传播,聚集性的社交和生产活动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而平台经济当中的大部

分业态,例如电商、物流、在线教育和娱乐,由于能够满足“无接触”的要求,皆得以保持运营,并

成为了支撑起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力量。更重要的是,平台经济在疫情防控吃紧的阶段,起到

了保障居民生活的关键作用,在后疫情时期也在配合常态化防控的要求下继续扮演着重要角

色。

时下,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并重的要求也推动了传统社会化大生产型企业内部进行

小生产式的改造,主要表现有二。第一,远程办公得到普及和常态化。为了在复工复产

的过程中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少地方都对办公现场的人员数量进行了限制,鼓励

企业采取错峰上岗和远程办公的方式复工。〔20〕同时,互联网行业的平台企业主动完善和

开放了网上会议和工作平台,方便各类企业网上办公和协调工作。在生产加工领域,以“工业

4.0”为代表的工业自动化正在得到广泛应用,让厂房逐渐成为了无人工厂,而提供运维服务的

劳动者往往能远程操控,从而不必再局限于在厂房中和上班时间内开展工作,因此受到疫情的

影响较小。固定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逐渐被灵活生产系统所取代,工业劳动正在加速脱离大生

产的模式,进入个性化小生产状态。〔21〕经过本次疫情的洗礼,在社会化大生产内部进行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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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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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京自2月下旬起至4月18日,结合当时的疫情防控形势,为降低商务楼宇疫情风险,
要求“员工办公间距不小于1米、每人使用面积不小于2.5平方米,人员密集的企业员工到岗率不超过

50%”。“北京符合条件复工复产单位可正常返岗复工,到岗率不限于50%”,载新浪网,http://k.sina.
com.cn/article_1893892941_70e2834d02000qjm9.html?from=society,最 后 访 问 日 期:2020年4月24
日。

参见田思路:“工业4.0时代的从属劳动论”,《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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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式的调整呈现出了喷涌之势。第二,共享用工模式出现和壮大。疫情的突至让很多线上销

售平台订单剧增、人手紧缺;与此同时,不少实体商户受防控措施的影响而暂时歇业、员工闲

置。为此,某生鲜电商与餐饮、酒店、影院等行业的数十家企业进行合作,通过借调闲置员工缓

解自身用工压力。这也被称为“共享员工”现象,已在零售业、物流业、制造业等多个行业应用,

并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展。〔22〕共享用工是另一种典型的社会化小生产模式,让企业

能够通过灵活用工方式,妥善应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由于现阶段仍存在疫情局部反弹

的可能性,动态防控措施依然不可放松,因此共享用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社会化小生产对传统劳动法的挑战

我国是首个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疫情既对我国相对年轻的劳动法提出不少挑战,但同时

也推动它率先进行制度调适。这次劳动法面临的挑战与之前几次劳动法的变革既有共同之

处,也不一样的地方。共同之处在于,劳动法每次调整都是客观环境发生改变而催动的,带有

很强的时代性。不同之处在于,这次面临的客观环境变化带有世界性和新颖性,既没有可供借

鉴的外部经验,也没有充分的历史积淀,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解析新模式用工特点和追溯

问题本源来探寻因应之道。

(一)社会化小生产的劳动关系特点

社会化小生产呈现出“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生产单位的原子化和自主性程度高。劳动

者不再是集中起来整齐划一地从事劳动,而是在大数据运算的指挥下和平台的协调下完成各

自独立的工作,既无需考虑与工友的分工,也无需考虑社会的协调,劳动是自我的、自发的,但

在实际效果上却是合作的、自觉的。以外卖平台为例,劳动者在接受平台的指令之后,直接前

往商家取货,并独自送至指定地点,在工作过程无需与其他外卖配送员组成团队进行配合。在

工业领域,劳动者也可利用自动化技术独自完成产品的生产设计和编程,然后交由机器进行自

动生产。另外,劳动者能够独立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使用。劳动者不仅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如交通工具、配送器材和通讯设备,在工作的过程中独自决定这些工具的使用,还可以个性化

地设置自己工作的起止时间,并独立地在工作时间内完成任务,充分地体现了“小”生产的精

髓。虽然劳动者的接单行为从表面上看只达成了一个细微且具体的任务,但从整体上来看却

是社会大协作的一个环节和社会化大分工的一部分。

劳动的原子化和自主性让生产呈现出了灵活化的特点,包括工作时间的灵活化、工作地点

的灵活化、工作内容的灵活化,衍生出多样的新模式用工并非偶然。平台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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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何娟:“‘共享用工’,未来可期”,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3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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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劳动关系形态,形成了“顾客+平台+个人”的新型用工关系,〔23〕允许劳动者自行控制工

作时空,平台只对其工作效率及工作产出做适当约束。〔24〕由此衍生和发展出了大量的灵活

就业形态,比如非全日制用工、派遣劳动、外包劳动、远程劳动、自雇型劳动、零时劳动等。

灵活的劳动让雇佣方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外松内紧”的特点。再以平台经

济为例,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平台的管理性这一对看似此消彼长的元素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增

强,使得从属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平台用工具有劳务关系的特征,以从属程度来看,它未

必构成劳动关系。〔25〕平台在成立之初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但其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中介功

能,而是强化了监管功能,甚至全面介入劳动过程的管理。〔26〕劳动者的独立性和从属性在

社会化大生产的传统用工中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但在社会化小生产的新模式用工当中却还

表现为相互统一的关系。

(二)社会化小生产的劳动保护问题

社会化小生产的新模式用工在劳动权益保护方面也遭遇到了挑战。与社会化大生产一

样,居于社会化小生产中的劳动者同样面临着劳动保护问题,如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工伤事故

等等。但在社会化小生产当中,劳动的原子化和灵活化却让劳动法的介入失去了抓手,也遮蔽

了担责主体。还以平台经济为例,劳动报酬转变为服务费/提成,工作场所从工厂转到家庭或

客户的场地,工作时间转归劳动者自主决定,生产资料自行获取,导致工资保护机制无法适用、

工伤事故难以定性、定责等问题。传统劳动法在形式上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这让它与新型

用工模式难以相容,例如新模式用工的不稳定性让传统的解雇保护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就业

援助制度无所适从。劳动法一方面在新模式用工的劳动保护问题上手足无措、保护缺失;另一

方面也间接助长了“监管套利”的行为,〔27〕催生了大量的隐蔽用工。举例而言,平台和电商在

疫情当中出现了业务量激增的情况,快递员和工作人员只能以延长工作时间来应对。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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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

119-130页。
参见刘皓琰、李明:“网络生产力下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探析”,《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第

35页。
参见李梦琴、谭建伟、吴雄:“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共享型用工关系研究进展与启示”,《中国人力资

源开发》2018年第8期,第110页。
例如,某网约车平台针对司机的审核比较严谨,在招募过程中和开启工作前都要求司机核验证

件,结合人像验证,保证司机注册信息准确无误,而且针对疲劳驾驶、路线偏移、异常停留等情形都有提醒

和考核。平台的系统还会通过数据精准分析作出对司机的管控,同时设定了明确的规则体系和完善的管理

体系。又如,根据国内某外卖平台的管理制度,外卖骑手从着装、取餐、送餐,到面对客户的礼貌用语和投

诉回复等等,都有详细的要求。而且,平台通过后台的大数据能够充分地掌握外卖骑手的所在位置、行进路

线和送餐时间等实时数据,对工作过程中所有情况完全掌握。
参见(美)赛思·D·哈瑞斯:“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汪雨蕙译,《环球法律评

论》2018年第4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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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发生之前每日的工作时长大多已超过8个小时,而此次疫情让他

们工作时间直接蹿升至十几个小时,而且是连续数月。〔28〕《劳动法》第42条给出的豁免延长

工作时间限制的特殊情形并未明确地涵摄此次疫情,也就是说疫情期间安排超时加班的合法

性基础存疑。另外,新模式就业者如果在工作过程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根据2020年1月23

日人社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

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11号)之规定,因为其工作内容与医护无关,故不能享

受工伤待遇。由于在《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身份不确定,新模式就业者在享受上述劳动保护时

又平添一层障碍。

传统行业为了配合疫情防控的要求而进行的小生产化改造也衍生出了新的劳动合规

风险。首先,劳动法对远程办公模式下的用工问题回应不足。例如,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远程办公的行为应属于劳动合同变更,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需要协商一致并采用

书面形式。〔29〕而待疫情解除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恢复至原工作地点上班,仍需再次

进行劳动合同变更。大型企业在疫情时期进行远程办公的调整会涉及到劳动合同大面

积变更,严格满足法定变更条件十分困难。在远程办公的情形下,对员工是否不能胜任

工作、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界定和考核都存在挑战,让用人单位采取相关管理措施的事

实基础失去了确定性。〔30〕其次,共享用工模式也潜藏劳动法律风险。当员工从输出企

业被“共享”到另一家企业时,他的工伤认定申请很可能因为其工伤保险关系在输出企业

而工伤发生地在输入企业而被驳回。同时,因员工跨越多家企业主体,关于员工的报酬

支付标准、加班费计算标准等问题可能因企业之间的区别而引发争议。〔31〕

五、社会化小生产的劳动法应对之道

社会化小生产模式对劳动法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但劳动法学界对于应对办法却莫衷一

是。归结起来大概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化小生产下的新模式用工在很多方面已

经突破了劳动关系的范畴,也超出了劳动法的适用范围,直接将传统的劳动法适用于新模式用

工恐难以适应,而且会对新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阻碍。第二种观点是新经济中的劳动在

·3261·

社会化小生产与劳动法的制度调适

〔28〕

〔29〕

〔30〕

〔31〕

参见央视财经《对话》栏目:“奋斗2020:直击复工产业第一线”,载新浪金融网,http://finance.si-
na.com.cn/wm/2020-04-20/doc-iirczymi741700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25日。

参见《劳动合同法》第35条。
举例而言,如果远程办公当中部分工作无法开展,导致劳动者的工作量不足、效率低下,用人

单位是否可以降薪或扣除劳动者的工资 ? 另外,远程办公模式下如何界定员工的旷工行为 ?
参加刘苏雅:“‘共享员工’暗存法律风险”,载新浪金融网,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

try/20200410/524551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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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与传统的劳动并无二致,完全可以适用劳动法,应该让新模式用工适应劳动法,而不是

反其道行之。但更多人持有的是第三种观点,也就是效仿国外经验,在劳动者和承揽人之间设

置一个“类雇员”类别进行单独规制。

(一)裹足不前?

不少研究是将劳动保护放在劳动关系这一传统前提中下进行讨论的。也就是说,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成为劳动法保护的适格对象。具体

而言,新模式就业者如欲享受劳动法体系的保护,在适格性要求下首先需要满足存在劳动关系

这一前提。长期以来,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通过从属性的分析来确认劳动关系。在实践当中,也

归纳出了不少判定从属性的标准,如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规定,劳动者需要证明自己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管理”“有偿”和“组织”等要素,才可

被认定为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32〕

然而,新模式就业者的从属性从表面上看可能会低于传统劳动关系,这给劳动关系的

确认带来了很多困难。多有著述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出发,通过种种蛛丝马迹的特征,来寻

找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存在从属性的证据,从而让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权益保护。〔33〕相关

案例常常见诸报道,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有认定平台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判例,并为认

定劳动关系罗列了多重的因素,而且皆以从属性这一核心为出发点。〔34〕但现实当中,技术

的进步和模式的创新让从属性的判定因素更为模糊,让劳动关系的认定更为困难,从而使

劳动法更加无从置喙。

我国劳动法和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样,时下采取的是“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一旦认定存

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便可进入到劳动法的全面保护当中;但如果没有能够跨过劳动关系认定这

一门槛,将只能望洋兴叹。〔35〕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囿于从属性的减弱、灵活性的提高,渐渐

丧失了劳动关系的特征,司法机关虽然竭尽努力想为劳动者找到劳动关系存在的蛛丝马迹,但

也有力不从心之时。这反而刺激了相关平台反其道行之,进一步从形式上疏离劳动关系。如

果立法裹足不前,那么司法机关的努力恐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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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动部发[2005]12号)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

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参见金超:“劳动关系视角下的网约用工纠纷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

31-38页。
参见勾占宇:“美国共享经济政府管制初探”,《行政科学论坛》2017年第10期,第58-62页。
参见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8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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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削足适履?

如果不考虑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而直接认定新模式就业者有权享受劳动法的全面保护,是

否可行? 全面放开劳动保护的设想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新模式就业者所从事的劳动与

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36〕新模式就业者也是以劳动换取对价来供给自己

的生活。不仅如此,新模式就业者所从事的工作大多能够在传统就业中找到类似的职业。以

快递员为例,其所从事的工作与邮政企业的投递员高度相似。相同的工作内容也预示着存在

相近的工作风险,如交通事故、劳动报酬拖欠等。劳动法对类似职业的劳动保护不应因为用工

形式发生变化而止步不前。其次,新模式就业者权益受到侵犯之处,也是劳动法所保护之处。

劳动法的出现正是为保护劳动者生产无风险之忧、劳动无后顾之忧、生活无断炊之忧,设计出

了最长工时、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劳动合同等制度。在社会化小生产当中所见到的劳动问题,

无一不是劳动法曾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劳动法工具箱中的工具完全有能力、

有措施来应对上述挑战。〔37〕

但是,将新模式用工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是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呢? 不可否

认,劳动法经过长期的积累,对劳动者有着一套全面的保护体系,新模式就业者在工作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不过,传统劳动法对新模式用工的适用,至少面

临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如果让雇佣方全面承担责任,会导致灵活用工僵化、雇佣方负担过

重。例如,如果让雇佣方对新模式就业者的工作环境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由于该环境并不受雇

佣方掌控,从法理上缺乏根据,从实践上难以有效执行。第二,劳动法下的权利与义务规则未

必都适合新模式就业者,有一部分对其而言可能是“鸡肋”,还会徒增他们的负担,例如新模式

用工未必能够达到《劳动合同法》中提前30天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

不过,如果对劳动法进行灵活化改造,会不会对传统模式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会不

会是劳动法的一次削足适履式的尝试呢? 劳动法当中充斥着大量的底线性的规定,如最

高工时、最低工资等,如果因为新模式用工工时的灵活性、收入的不稳定性而做出调整的

话,原本适用这些规定的传统就业者将如何应对? 如果一并适用,将对新模式用工形式

产生致命的打击;如果一并不适用,又对正规就业者带来权利减损的效果;如果部分适

用、部分不适用,将会产生制度的落差,导致大量的正规就业转型为灵活就业,助长了监

管套利的行为、徒增了劳动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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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参见战东升:“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劳动法与民法的立法关系———以‘类似劳动者型劳务提供人’的
保护为切入点”,《法学》2018年第10期,第95-106页。

参见班小辉:“论分享经济下我国劳动法保护对象的扩张:以互联网专车为视角”,《四川大学学报》

2017年第2期,第154-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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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蹑足其间?

新模式用工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很多国家在法律上创设了“类雇员”这一分类,加以

专门调整。“类雇员”源起于德国,该国法律对劳动者采取三分法,将其分为自雇者、类雇员和

雇员三类。〔38〕除德国法中规定了类雇员外,意大利也存在“准从属性劳动”的概念,〔39〕西班

牙提出了“经济依赖性自雇佣劳动者”,〔40〕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相关讨论不绝于耳。〔41〕国外

“类雇员”的提出,为劳动法的扩展适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有学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劳动法中

专门开辟一章,对类雇员设计专门的保护措施,让新模式就业者在能够在劳动关系和服务关系

之间蹑足。我国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有学者基于对我国新模式用工的现状及问题

以及对德、意、日劳动法进行的比较,认为应将对劳动者的保护体系重构为三分结构。〔42〕对

类雇员进行保护的具体方式,认为一方面要明确一些通用性保护措施,包括保障其职业安全、

强制社会保险并引入必要的商业保险、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等;另一方面要试点一些可突破性

保护措施,包括适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的方式来处理争议,参考劳动者订立集体合同等。〔43〕

三分结构对各类别劳动者施以不同保护力度,较之二分结构下非有即无的保护方式更加合理。

也有学者对为处于灰色地带的劳动者创设新类型的做法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是因

为概念界定与规则构建具有较大的模糊性。类雇员的制度设计和实践需要以雇佣与自雇的二

分法为基础,但我国对此并没有成熟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此外,我国的立法和学界对“劳动者”

“雇员”“劳动关系”等概念并无统一明确的界定,这也为借鉴其他国家的三分体系增加了困难。

另一方面,权利和规则设计也具有较高的复杂性,若设立类雇员制度,他们享有权利的范围难

以把握,进而会导致企业将雇员变为类雇员的风险;采取类雇员制度还会面临如何为其配置相

应权利和决定劳动保护水平的艰难选择。〔44〕还有,社会化小生产形式众多、不断推陈出新,类

雇员的形态自然也会千变万化,如果都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很容易产生不周之处,恐难如愿让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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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44〕

根据德国《集体合同法》第12a条第1款,“类雇员”是指那些具有经济从属性而且像雇员一样需要

倾斜保护的人。

MiriamA.CherryandAntonioAloisi,“‘DependentContractors’InTheGigEconomy:ACompar-
ativeApproach”,AmericanUniversityLawReview,Vol.66,No.3,2017,p.666.

EstherSanchezTorres,“TheSpanishLawonDependentSelf-EmployedWorkers:ANewEvolu-
tioninLaborLaw”,ComparativeLaborLaw & PolicyJournal,Vol.31,No.2,2010,pp.235-241.

CanadaLabourCode,R.S.C.,1985,c.L-2,https://laws.justice.gc.ca/eng/acts/L-2/page-33.ht-
ml,lastvisitedon21May2020.

参见粟瑜、王全兴:“我国灵活就业中自治性劳动的法律保护”,《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第104
-113页。

参见盖建华:“共享经济下‘类劳动者’法律主体的制度设计”,《改革》2018年第4期,第102-109
页。

参见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与替代路径”,《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7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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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在社会化小生产中蹑足其间。

简言之,曾经搭建劳动法体系的一砖一瓦都是带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因的,如果直接套用

在社会化小生产上,会给社会化小生产的相对灵活、松散的社会关系套上枷锁。这样的做法虽

然能够锁住企业的恣意妄为,但也会影响企业进行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通过改造

劳动法提高其灵活性或开辟类雇员类别,增加了制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必是万全之策。而

且,针对疫情调控过程中社会化大生产向小生产转型(如远程办公、共享用工)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学界尚未触及,暂没有可供参考的思路,因此需要一并纳入本文对劳动法制度调适的讨论

当中。

六、社会化小生产的劳动法应对之方

(一)劳动法制度调适的理论进路

劳动法在后疫情时期对新模式用工的制度调适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基于社会化小生产

特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准备。在疫情防控阶段传统劳动法的种种不适已经凸显,后疫

情时期需要检讨它的理论进路———从属性是否契合未来的发展。从属性曾是传统劳动关系的

一个主要特征,更是雇主责任正当性的依据。〔45〕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场地(工厂)上,利

用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在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下,开展以获取劳动

报酬(取酬)为目的的劳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存在劳动法上所称的从属性。〔46〕正是由

于劳动者从属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存在法律上和道义上的保护责任,从而为劳动法

的介入提供了抓手。〔47〕当这一特性模糊的时候,劳动法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阵地,更失去了责

任的承担主体———雇主(用人单位)。

然而,以从属性作为基础来提供社会化保障的理论进路,在社会化小生产场景下显得有些

格格不入。社会化小生产的出现让从属性的特征逐渐模糊,也让新模式就业者因无法满足劳

动关系从属性的条件而迈不进劳动法的门槛,从而失去适格性、无法享受到劳动保护。〔48〕在

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传统行业的“小生产化”,让即便是受劳动法保护的传统用工,也因从属

性淡化而失去了继续保护的理论支撑。例如远程办公过程中出现的“职业灾害”,囿于缺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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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参见(美)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3-
278页。

参见李海明:“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第115-129页。
参见谢增毅:“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第1546-1569页。
参见王全兴、刘琦:“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

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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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当中的雇主“控制因素”,雇主在无过错前提下担责便师出无名。故而,继续以从属性作为

新模式就业者劳动保护的适格性标准,已经渐渐成为一个理论上的软肋。

不过,放弃以从属性作为进路的做法会带来劳动保护泛化的危险。因此,面对新模式用工的

劳动法制度调适须抛开从属性的表象,探寻用工的真实特征,作为理论上的抓手。新模式用工和

传统用工在宏观上分别代表着社会化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两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生

产的社会化,两者从事的皆是社会分工,自觉地实现了“我为人人”;不同点在于生产方式和规模

的差异,小生产的灵活性和原子化颠覆了大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再落脚到传统劳动者和新

型就业者的微观对比,倘若参与比较的两者从事的是相同工种,发生改变的是他们与雇佣方的表

象关系,从依附性较强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对等性较强的劳务关系或委托关系等,但他们所从事的

工作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面对的劳动风险和劳动保护需求也是类似的。

新模式用工的社会化生产方式意味着仍需将劳动保护责任外化为其他社会主体之责。社

会化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都是社会化的生产,在“我为人人”进行生产的同时,也享受着“人

人为我”的社会供给和保护。在社会化大生产当中,对劳动者的保护通过从属性的链条,主要

外化为用人单位的责任,也有一部分用人单位的责任通过社会保险的形式转移给国家,如工伤

补偿责任。而在社会化小生产当中,新模式就业者因为缺少从属性来链接用人单位,他们的劳

动风险却往往要独自承担,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社会化的要求。新模式就业者虽然没有明确的

用人单位,但他们社会化的劳动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化解劳动风险也属必

然。抛开用人单位这一主体,享受劳动者成果的社会主体还有很多,如国家和平台等,它们可

以通过社会责任和社会保险的形式来为新模式用工撑起保障责任。近些年来,学界积极推动

社保机制的调整来帮助新模式就业者抵御劳动风险,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49〕笔者亦认

为,新模式就业者保护的责任外化为社会保险机制是顺理成章的,但却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全部问题。

新模式用工与传统用工在劳动方面的同质性决定了劳动保护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都要

保护劳动者的底线性权利,而这些权利需要国家和平台共同来守护。社会化小生产当中劳动

者与传统模式的劳动者在需求上并无二致,同样需要获得赖以生存的收入,同样有休养生息

的需求,同样会遇到失业、养老、疾病的风险。另外,新模式就业者享受权益保护也完全符合

劳动保障机制建立的初衷,没有理由被排除在保护之外。因此,一些西方国家(如丹麦与荷兰)

提出了工作的“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理念,提倡在为新业态创造良好用工环境的同时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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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经在知网上检索,近5年的期刊当中,文章主题涉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多达34篇,
皆认为社会保险应该覆盖灵活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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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模式就业者的保障力度。〔50〕

不过,社会化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在形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劳动法制不能生硬地套用在

新模式用工上面,而是需要进行个性化的制度调适。社会化小生产的主要表象是“小”生产,在

用工上的体现是灵活化。面对新模式用工,劳动法的法益当须坚守,不能搞以牺牲劳动者利益

为代价的“灵活化”。个性化和劳动保护本不是一对矛盾,但传统劳动法是基于社会化大生产

的模型下构建的,模具化了劳动保护的方式,也让劳动法呈现出了“大一统”的特征。例如,八

小时工作制需要得到反思,该制度是机器大生产的背景下,工人经过流血牺牲而争取来的,但

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和因时而异,这种“大一统”的模式在新经济模式下自

然难以行之有效。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从“小”生产的特点出发,将工时标准细化,充分用好劳动

过程的“数据脚印”,动态核算每一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而设定上限和核算加班补贴。

此外,劳动法制度针对新模式用工的调适,既需要考虑到社会化小生产的特点,也需

要不降低对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的保护。社会化大生产并不会随着社会化小生

产的崛起而消失,传统用工和新模式用工两者并存仍将是后疫情时期的常态。劳动法对

社会化小生产劳动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兼容性:第一,与传统

劳动法的兼容性问题,改动不宜过大,避免肢解劳动法;第二,与社会化大生产兼容的问

题,调整不应以破坏对大生产中劳动者的保护为代价;第三,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兼容问

题,如与社会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甚至合同法等相互协调配合,让无论劳动关系、抑或劳

务关系,无论是工作过程内还是工作过程外的劳动者都将享受水准相对一致的待遇,防

止产生制度溢出效应,避免出现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情况。

(二)劳动法制度调适的实践出路

劳动法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制度体系,面对后疫情时期社会化小生产崛起给新模式用工保

护带来的挑战,既需要宏观理论进行统一的指导,也需要具体制度具体分析地因事施策。结合

国内普遍采取的体系划分模式,劳动法包括:劳动条件基准机制、劳动关系运行机制、社会保险

机制三大类。〔51〕其中劳动条件基准机制主要由以实现劳动者权益基准化的各项劳动法律制

度构成;劳动关系运行机制包含的是调整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各项劳动法律制度;社会保险机制

是在劳动者发生劳动风险的情况下的社会供给制度。在后疫情时期,需要对这三大机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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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S.BekkerandM.Mailand,“TheEuropeanflexicurityconceptandtheDutchandDanishflexicurity
models:HowhavetheymanagedtheGreatRecession?”,SocialPolicy & Administration,Vol.53,No.1,

2019,pp.142-155.
王全兴教授将劳动法划分为劳动关系法、劳动条件法和劳动保障法三大机制,其中每一个机制都

包含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参见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本文为了便于分析社

会化小生产的一些特点,将劳动保障法当中的社会保险单独抽出进行分析,这并不代表劳动保障法其他部分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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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小生产的特征进行调适。

第一,在劳动条件基准机制当中要坚持的是底线性规则的内核,要调整的是底线性规则的

形式。在传统的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形成的劳动条件基准制度包含劳动报酬标准、工作时间标

准和劳动安全卫生标准等,都是劳动保护的最低标准,是对传统就业者的生存权、健康权的基

本保障。社会化小生产当中新模式就业者同样享有生存权和健康权,必然渴望劳动基准的保

护。不少国家已经尝试将新模式就业者纳入劳动基准保护。例如,英国通过在劳动基准立法

(如1998年《国家最低工资法》和《工作时间条例》)中引入相对宽泛的“worker”(劳动者)概念,

而非仅仅面向“employee”(传统雇员),从而涵盖对灵活用工的保护。〔52〕美国纽约市2017年

出台了《自由职业者并非自由法》(FreelanceIsn’tFreeAct),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一些强制性

保护,如签订书面合同。〔53〕日本2011年制定了《远程劳动政府指南》规定了远程劳动者一些

基本权利。〔54〕我国2020年刚刚颁布的《民法典》虽然没有在合同编当中对劳动合同加以规

定,但却在侵权责任编当中比照劳动关系,对劳务提供者的工作伤害规定了救济方式,部分回

应了新模式用工从业者底线保护不足的问题。〔55〕另外,《民法典》进一步扩充了法人的范围,

充实了用人单位的种类,间接扩展了劳动保护的适用范围。〔56〕

劳动条件基准内核的底线性并不意味着它的外在形式也都是刚性的,新模式用工的原子

化、灵活性的特点要求对基准条件进行个性化的调适,从而让其在社会化小生产的条件下也能

得到很好的落实。在劳动基准机制的法律救济制度当中:首先,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应当面向新模式就业者开放,让其在遇到违法用工行为的时候,既可以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

裁,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从而享受到劳动法的特殊执行制度,给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便

捷通道;其次,劳动法律救济制度对社会化小生产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调整也必不可少,可以考

虑借鉴互联网法院的一些做法,〔57〕将网络技术运用到处理新模式用工争议当中。

第二,将新模式就业者纳入到劳动关系运行机制的契约化调整是应然之举。欧美国家由

于集体自治传统较为悠久,着力从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机制上为新模式用工开辟空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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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S.DeakinandG.S.Morris,LabourLaw (6thedition),Oxford:HartPublishing,2012,p.175.
NewYorkerCityGovernment,FreelanceIsn’tFreeAct,https://www1.nyc.gov/assets/dca/

downloads/pdf/about/Freelance-Law.pdf,lastvisitedon30June2020.
参见田思路:“远程劳动的立法趋势与法律适用”,《中国劳动》2017年第8期,第9-11页。
如《民法典》第1192条增加了一款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

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也就是说,在出现劳务人员“工伤”的情况时,劳务接受者被部分地拟制为“用人单位”,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劳务接受者此时仅承担“补偿”责任。

参见《民法典》第1编第3章。
相关做法参见杜前:“电子商务审判态势与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以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数据为

基础”,《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5期,第86-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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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部分地区已经通过判例的形式赋予了一部分新模式就业者以集体谈判主体的地

位。〔58〕欧洲也试图通过鼓励新模式就业者开展集体协商和订立集体合同来实现保障与灵活

的平衡。〔59〕

但劳动关系的契约化运行机制施于新模式用工之时,同样需要结合社会化小生产方式的

特点进行调整。在个体劳动合同方面,拥抱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了充分发

挥。例如,《劳动合同法》当中对劳动合同书面要求应当适度转化,鼓励电子劳动合同的运用,

并允许通过电子通讯的方式协商变更劳动合同。虽然电子劳动合同在技术上已不再是问题,

但是如何让其满足《电子签名法》“可靠电子签名”的要求而获得法律上的公信力却是难

题。〔60〕各地实践当中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如时间戳技术),〔61〕也有尝试将劳动合

同电子版备份至第三方服务器或机构,〔62〕从而确保电子合同的真实性。上述措施的落实也

离不开劳动司法和监察机关对恶意篡改电子劳动合同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在集体劳动合同

领域,尝试开展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良好实践的“新型集体协商”,完全可以采取新模式和更为

便捷的方式———线上集体协商,并达成新型的电子集体合同。〔63〕

第三,继续推动劳动保护的社会化,离不开社会保险机制向新模式就业者扩展,也不可避

免地需要调整社保机制。新模式就业者在工作风险和社会风险方面与传统劳动者无二,都需

要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方面得到保障,社会保险的介入正好弥补了社会化小生产当

中因从属性下降而带来的用人单位责任缺位的问题。为此,有美国学者提出了便携式福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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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63〕

R.C.Brown,“Ride-HailingDriversasAutonomousIndependentContractors:LetThem Bar-
gain!”.WashingtonInternationalLawJournal,Vol.29,No.3,2020,p.533.

参见涂永前:“应对灵活用工的劳动法制度重构”,《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第216-234页。
参见侯进令、陈秀:“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规定探析”,《长江论坛》2018年第6期,第64-68页;

高富平、俞迪飞:“电子记录等同于纸面证据的解决方案———兼论《电子签名法》的局限性”,《法学》2004年第

11期,第87-96页;马强:《合同法新问题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施杨、朱瑞:“如
何把握《合同法》第11条与《劳动合同法》: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关系与适用”,《法律适用》2010年第9
期,第90-93页;王景龙、邢晓辰、晓翠:“‘无纸劳动合同’是否属于‘书面劳动合同’”,《职业》2013年第8期,
第55页;夏群佩、江学才:“商榷:电子邮件能否视同书面劳动合同”,《中国劳动》2015年第10期,第65页。

时间戳(timestamp)通常是在一份数据上锲入一个字符序列,唯一地标识某一刻的时间,从而能表

示该份数据在某个特定时间之前已经存在的、完整的、可验证的数据。
参见“北京: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网,http://www.mohrss.gov.

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dfdt/202004/t20200424_36634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29
日。

例如福建的实践,参见“福建泉州鲤城区首份‘云协商’集体合同签订”,载中工网,http://fj.
workercn.cn/33244/202003/08/20030810342564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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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portablebenefitssystem),让社保和福利与特定雇主脱钩,方便员工的流动。〔64〕这一政

策建议在美国得到了一些州的响应。〔65〕英国2017年发布的 《泰勒报告》(TaylorReview)建

议完善灵活就业者与社保的衔接机制。〔66〕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给社会

保险与劳动关系“松绑”,从而将灵活就业者纳入,并通过险种“拆包”的方式来满足其具体需

求。〔67〕

同时把新模式就业者纳入社保体系,需要结合社会化小生产重新界定缴费标准、风险概

念、给付主体等,并调整相应的机制。例如,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者的缴费基数,既要能够反

映出其收入状况,还需要与传统行业劳动者大体相当,从而避免制度落差。对于新模式就业者

而言,失业概念还需与时俱进,以便失业保险能够惠及社会化小生产中的劳动者。再以工伤保

险为例,对于新模式用工当中常见的用人单位缺位问题,社保机构在提供工伤保险待遇的时

候,需考虑补齐用人单位的责任,从而使新模式就业者获得足额的补偿。

七、尾 论

劳动法在工业革命之后方现端倪,是对社会化大生产问题的回应。劳动者在社会化大生

产中形成的权利———从经济性的劳动报酬权,到人身性的劳动安全权,再到社会性的集体协商

权等等,皆成为劳动法的保护对象。社会化大生产模式也浇筑出了劳动法之体:劳动法直面机

器加工中的工业风险,出台了劳动安全保护机制;契合大协作的模式,制定了大一统、标准化的

规范体系;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也让责任主体外化为社会———主要是用人单位。劳动法制度设

计呼应了社会化、机械化和大生产下的社会情景与权益需求,铸就了现代劳动法的权利谱系和

救济机制。

时下,社会化小生产模式已经异军突起,在疫情防控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后疫

情时期仍将继续发力。社会化小生产模式的灵活用工对传统社会化大生产模型下构建的劳动

法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传统的基准和机制不仅无法切实发挥作用,而且不时与疫情防控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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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S.D.HarrisandA.B.Krueger,“AProposalforModernizingLaborLawsforTwenty-First-Centu-
ryWork:the‘IndependentWorker’”,discussionPaper2015-10(TheHamiltonProject-BrookingsInst.Dec.
2015),https://www.voced.edu.au/node/1196436,lastvisitedon1July2020.

美国华盛顿州正着手立法采取强制性的便携式福利方案,计划要求企业参加并按照要求进行缴

费。参见 HouseBill2812,65thLegisl.2018RegularSession(IntroducedJanuary12,2018).
G.Dudley,D.BanisterandT.Schwanen,“TheRiseofUberandRegulatingtheDisruptiveInnova-

tor”,ThePoliticalQuarterly,Vol.88,2017,pp.492-499.
参见娄宇:“平台经济从业者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90

-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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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发展的需要发生冲突。即便是没有疫情的影响,劳动法的制度调适仍势在必行,而疫情既是

对劳动法的一次重要的压力测试,更是助力劳动法转型的推进剂。

劳动法在后疫情时期的制度调适应从社会化小生产这一现象中找到钥匙和线索。社会化

小生产相较于社会化大生产,变化的是生产的形式,不变的是劳动的本质。劳动法作为时代的

产物,自然会随着时代和现实变化而更迭,但不变的是以保护劳动者为出发点。与此同时,也

不应忽视社会化大生产继续存在这一现实,构建包容性劳动法新体系。为此,对劳动法进行制

度调整的基本原则,是优化社会小生产下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遵循传统劳动保护的底线性法益

(也就是“底线思维”),通过个性化而非灵活性的制度供给路径,打破以从属性为中心的雇主责

任归因逻辑,为无论是社会化大生产抑或小生产中的劳动者提供相同内核但不同形式的社会

化保护。

Abstract:ThesuddenadventoftheCOVID-19hasfacilitatedboththenewmodelofwork(e.g.plat-

formeconomyhires)andtransformationoftraditionalemployment(e.g.sharehires),namely“social

microproduction”inthisarticle,whichhasimposedgreatchallengesuponthelaborlawthatwaserected

duringtheeraofsocialmassproductionandcallsurgentalterationinresponse.First,comparedwiththe

socialmassproduction,thesocialmicroproductioncontainssametypeofworkandproductionbutindif-

ferentform,andworkersoughttobeentitledtothesameflooroflaborrights.Inthemeantime,labor

lawneedstoreconsideritsunitaryapproachinalargescale,andreinforcesthe“individualized”enforce-

mentmechanismratherbendstherulesthrougha“flexible”approach.Second,the“socialized”produc-

tionrendersthe“socialized”protectionforworkers.However,thelaborlawshallnotcarryonrelyingthe

employerasthesolesocialentitytoofferprotectionbasedonthedependencytheoryoflaborrelation.

Therefore,itistimetobringadditionalsocialentitiestosharetheresponsibilitiesfortheworkers.

KeyWords:LaborLaw;COVID-19Outbreak;SocialMicroProduction;InstitutionalAdjustment;

SocialMass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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