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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劳动关系认定作为劳动法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制度安排 ，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已成为
当前我国劳动法理论、立法与实务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劳动关系认定的随意性使劳动法遭遇选择性
摘

施行，并使劳动司法面临根本性难题。劳动关系认定在应然层面上，非独立和静态问题，应置身于我国
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 ，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解读。现有研究与实践多从个案或主体
视角观察劳动关系，试图通过个案解析或主体“画像”来归结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 这既是我国劳动关
系标准论体系构建的自觉尝试，也是我国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不足的必然反映 。 劳动关系认定需要系统
考量，其本质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需有明确的价值指向，以统领制度建设的方向； 劳动关系认定还是
一个关系范畴，需在不同主体不同行为之间动态把握 ，以提炼劳动关系认定之内核。 同时，我国劳动关
系认定标准之构建需走出传统“从属性循环”之怪圈，回应日益多样化人力资源市场的客观需要 ，以“历
史经验”和“现实体验”作为理解我国劳动关系的双重视角，树立“大劳动关系 ”之观念，建立一种“系统
从属性”与“不完整从属性”并举的双层标准体系，方能最大限度适应现代人力资源市场及灵活用工之
趋势。
关键词： 劳动关系认定； 价值指向； 标准体系； 注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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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关系认定： 为何要认定？
劳动关系认定是近年来我国劳动法学界 、立法部门乃至实务部门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 ① ，也是劳动
法律适用与劳动司法的一个带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在现有劳动立法尚未对劳动关系予以明确界
定、理论界与实务部门持有不同看法的背景下 ，劳动立法遭遇选择性施行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究竟如
何界定劳动关系，已成为我国劳动立法改革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 为进一步阐释劳动关系认定的
重要性，本文分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 一） 现阶段劳动关系内涵已发生巨大变化
在劳动法制定当时，劳动关系主要指单位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就单位来看，企业都是清一色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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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单位概念已经发生巨变，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问题是，随着我国劳动用工日益多元化，传统观念中规范性用人单位的范围不断缩
［1］
20 世
小，而非正规性用人组织不断增多，且后者有相当部分尚未进入劳动法调整范畴 。 就职工来看，
纪 90 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有固定工身份 ，而现在以劳动合同为载体的非固定工越来越多 。

可以说，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对我国劳动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尽管国有企业推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度，但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规则下，一个企业中两种甚至更多种劳动用工制度普遍存
在，国有企业中有关系无劳动与大量农民工等有劳动无关系的现象并存 。又比如，原本企业是一个大家
庭，且工人是主人翁，企业领导是公仆，是为大家服务的，可是企业一改制，领导变成老板，受到裁减的首
先是以前作为主人翁的工人。从该意义上讲，劳动关系变化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 在该利益格局调
整中，利益摩擦、矛盾和冲突往往是难免的，关键是要依法对各种新的用工关系予以确认 ，基于公平正义
原则对利益协调和补偿，建立健全新的劳动关系利益协调机制 。
（ 二） 现阶段劳动关系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
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传统劳动关系内涵在发生巨变的同时，呈现出若干新的特
点。准确理解并把握新时期劳动关系的新特点 ，既是劳动关系认定的现实背景，也是劳动关系认定的又
一根本动因。概言之，现阶段劳动关系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
一是劳动力配置方式转型中“沮丧劳动者”的保护问题。 比如，劳动用工市场化转型释放的大量企
业冗余人员在向市场就业的转移中 ，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尤其是低素质劳动力过剩使普通劳动者
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还有尚未加入工会的劳动者在市场法则面前的不利地位非常明显 。为降低成本，
一些企业以各种潜规则公开抵制劳动法规 ，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二是劳动用工多元化中各种用工关系的确认问题 。比如，劳动者单位从业不断弱化，单位人向社会
人、固定人向流动人、正规就业向非正规就业转变力度不断加大 ，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领域加宽、层次
加深，社区化、小型化、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自我就业等比重日益增大，就业形态多样化，带来就业关
系多样化。如何依法确认各种就业关系，成为劳动关系认定的又一个重要背景与现实动因 。
三是劳动用工市场化中经济利益冲击与防范问题 。比如，市场化用工使计划经济中强调职工爱厂
如家、建立职工与企业利益共同体、构筑企业是职工成长的摇篮及感情归属等很多西方企业没有的优势
不断淡化，经济利益成为劳动用工的核心纽带 。如果不及时确认现阶段新的劳动用工关系 ，就可能因损
害劳动者劳动经济利益而诱发诸多不和谐 、不稳定因素。
（ 三） 现阶段劳动关系面临三个显著性缺陷
上述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说明市场化劳动用工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构架尚不完善 ，存在着明显的
缺陷。把握现阶段劳动关系面临的若干缺陷 ，是科学发展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必须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
题。这些缺陷可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
一是劳动者对主人翁地位感受不深 。市场化劳动关系本是一种共赢的制度安排，但为什么劳动者
对主人翁地位感受不深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种劳动用工中那些非正规就业部门 、灵活用工领域中
的劳动关系尚未得到及时、理性地确认，劳动者权利亏损还比较普遍，以前那种主人翁地位不断受到
挑战。
二是劳动者对共享发展成果感受不深 。市场化劳动关系把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同时作为创造社会财
富的重要因素，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为社会分配的重要依据 ，劳动与资本本应共享发展成果。
关键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对共享发展成果感受不深 ，尤其是那些处于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领域
中的劳动者对共享发展成果感受更不明显 。如何依法确认这些突出领域的劳动用工关系，依法维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三是劳动者对法律保护感受不深 。市场化劳动关系是法律化、契约化和制度化的产物，其要义在于
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皆纳入公平 、正义的法制轨道。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很多劳动者对法律保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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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深①。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普遍流行的社会潜规则公然抵制劳动法律法规 。 这说明现阶段劳动关系
在调整和改变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潜规则上还存在重大体制性缺陷 。
二、劳动关系认定： 价值指向为何？
在对劳动关系认定的认识上，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 无论是现有制度设计，还是理论研究，甚
至是司法实务，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几乎达成了惊人一致的默契 ： 要么从若干具体个案入手，试图从中归
纳出劳动关系认定的普适标准； 要么从劳动关系主体切入，试图通过界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归结劳动
关系认定的适用标准； 要么直接引用国家层面有关规定来界定劳动关系 ②。
问题是，劳动关系嬗变始终是伴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而发展的 ，必须置身于我国劳动用工制
度改革的宏大背景中，才能获得对其最充分的解读。实际上，现有基于个案或从主体视角的分析范式，
在日益灵活多元化的劳动用工背景下 ，既不能提炼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也无法根据静
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劳动关系进行动态观察和把握 。因为主体变化及用工关系转换已成为现代劳动
力市场的一种常态，静态的身份界定实在难以洞察变化发展中劳动关系的真正内涵 。因此，劳动关系认
定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劳动关系认定最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 或者说，劳动关系认定的价值
指向为何？ 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所谓劳动关系认定，只能是学者一厢情愿的臆想，无法对实践做出有
效的回应。具体而言，我国劳动关系认定的价值指向应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
（ 一） 适应日益弹性化劳动用工需要，促进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发展
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劳动关系认定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劳动法调整对象的问题 。一种具体劳动
用工关系一旦认定为劳动关系，就意味着受劳动法调整。另一方面，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不仅打响了我国劳动用工制度从固定工模式向合
是市场化，
同工模式改革的“第一枪”，也为 90 年代中期劳动法的出台不断积累改革经验 ，核心是在劳动用工制度
改革中，哪些用工关系受劳动法调整，哪些不是，必须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界线。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劳动
关系的认定主要还是基于特定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而逐渐从国家主义劳动关系向市场主义劳动关系不
断转型的。换句话说，相较于西方雇佣关系独立主要是基于倾斜保护需要而言 ，我国劳动关系的认定基
本上没有独立的空间及余地，主要是伴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需要而不断嬗变的 。 从该意义上
讲，我国劳动关系认定不但要坚持近现代劳动法独立之品格即倾斜保护的普适国际化 ，还要坚持我国劳
动用工制度改革服务的具体国情化 。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劳动关系认定要促进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发展的整体要求是什么 ？ 一是要
积极主动。既要紧跟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发展需要 ，对改革中那些已经市场化并已经纳入劳动法调整的
用工关系，要通过劳动关系的厘定给予规范性确认 ，在使其回归劳动关系本色的同时，也促进劳动法制
的统一； 也要引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对改革中那些已经市场化但尚未纳入劳动法调整或者是否纳入劳
动法调整尚不明确的用工关系，要基于劳动法所属社会法之本性即倾斜保护需要与积极干预 ，适时纳入
劳动关系范畴并给予劳动法之保护 ，使其尽快脱离法律调整与保护的模棱两可之尴尬境地 。 二是要为
①

根据笔者调研，随着劳动关系市场化不断发展，劳动者地位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在配套的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

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恶意用工的现象。比较典型的例子有： 部分企业用工极不规范，要么不依法及时签订劳动合同，要么与劳动者签订
一个内容很不健全不规范的劳动合同。这在建筑、餐饮、纺织等行业尤为突出。与之佐证的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规模的调查发现，
在劳动合同签约率提高的同时，“与劳动合同相关的一系列劳动权利，比如保险参与率并不理想。调查表明，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占
55% ，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占 71% ，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占 83% ，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占 64% ”。参见董保华： 《隐蔽雇佣关系研究》，
《法商研究》2011 年第 5 期。
②

国家层面的规定目前主要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 2005 年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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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该规定不仅本身存在逻辑问题，在实质上也未能对劳动关系认定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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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留有空间和余地。综观中外，受国家干预及调整能力限制、观念认识、理论准备、制度建设等方面的
影响，雇佣关系社会化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 。因此，劳动关系认定又不能完全与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同步
或者重叠，必须为后者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留有空间和余地 。三是要保持劳动关系认定应有的独立性 。
从法律调整与反映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来看 ，劳动关系认定除了要遵循法律反映社会诉求的基本规律
外，还必须秉持社会法特殊的价值理念与独立品格 ，与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保持必要的距离，核心是劳动
关系认定除了外化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服务外 ，还应当内化为其基本理论的建构与劳动法独立科学发
展提供必要的概念准备与理论支撑 。因为在整个劳动法理论体系与制度建构中，劳动关系的内省与认
定始终是一个带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
（ 二） 紧跟就业制度改革步伐，推动我国就业促进战略
主要原因有： 一则是，劳动关系认定尽管是一个关乎劳动法调整对象与劳权保护的问题 ，但正如我
们已经论及的，劳动关系认定主要是伴随着就业制度改革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就
业政策发展史就是劳动关系演变史 ，劳动关系认识必须置身于就业本身才能对其获得最全面的解读 。
劳动关系认定既然主要是一个“伴随的产物”，就应当理所当然地服务于与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价值紧密
相依的促进就业。再则是，劳动关系认定尽管也主要是伴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发展而嬗变 ，是一个发
展中的问题，但劳动关系所属的社会法范畴及社会法特有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和价值承载 ①，理所当
然地要求劳动关系认定必须符合是否有利于促进就业这一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 。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劳动关系认定要促进就业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 一方面要完善正规就业②。
劳动关系尽管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副产品”，但反过来也会通过对就业法律关系的确认实现对就业
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任务是： 劳动关系认定应当促进劳动就业的规范化与人力资源市场的
有序化发展，关键是要通过劳动关系的标准化研究与权利义务合理科学的制度化配置 ，进一步完善正规
就业。基本路径是： 劳动关系认定既要对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已经形成的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正规
就业部门的劳动用工关系给予劳动法要求的法律规制 ，使正规就业部门的劳动关系真正依法运行 ； 又要
对改革中因为体制转轨、制度对接等历史原因造成的各正规就业部门实际上劳动关系不统一的局面 ，依
法给予规范性重塑与确认，破解我国长期以来正规部门就业适用法律存在的主观上随意 、执行上混乱、
效果上不一的困局。另一方面要规范灵活就业③。 尽管我国市场化劳动关系发轫于正规就业，但在日
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中，各种灵活就业日渐异军突起，成为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道“风景 ”④。 如何规
制灵活就业，成为我国劳动立法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 ，而如何依法确认灵活就业中的法律关系，成为我
国劳动关系认定要回答的又一课题 。基本方向是： 劳动关系要以其自身的最大弹性与适应性来检视各
种灵活就业，既要根据靠近原则揭开灵活用工的神秘面纱 ，把该类用工关系纳入劳动关系予以调整； 又
要基于区分要求对灵活就业所形成的各种不完整劳动关系配置相应的权利义务 ，实施柔性调整。
（ 三） 秉承倾斜保护价值理念，坚守劳权保障“底线”
主要原因是： 劳动关系是一个关系范畴，劳动关系认定首先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即一旦某种具
体用工被纳入劳动关系，就意味着首先要确保劳动者的基本劳权 ，并要正确处理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相
互关系尤其是认真对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雇佣关系独立于民法由劳动法调整的根本动因即倾
斜保护又为劳动关系认定在价值取向上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因此，劳动关系认定除了要服务于我国劳
社会法所属的社会权本身具有经济发展价值，与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生产力的特质相契合。参见龚向和： 《论社会权的经
① 比如，
济发展价值》，《中国法学》2013 年第 5 期。
后者即在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小规模企业的就业。在《1998 － 1999 年世界就业
② 正规就业概念是相对于非正规就业而言的，
报告》中又进一步将其描述为： 在小企业、家庭经济和自雇式的就业。总之，劳动者求职部门正规与否是区分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
标志。参见杨燕绥等《劳动法新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 页。
是指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工作方式、工作场所等方面具有灵活性的就业形式。参见杨燕
③ 灵活就业是针对就业形式而言的，
绥、赵建国： 《灵活用工与弹性就业机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2 年 12 月全国城市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随机抽样调查推算，全国城镇灵活
④ 关于灵活就业的规模，
就业人数约为 1． 5 亿，占就业总人数的 20． 34% 。参见石美遐：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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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工制度改革发展并促进就业外 ，还应当秉持倾斜保护的价值理念，坚守劳权保护的“底线”。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劳动关系认定要有利于保障劳权的整体思路是什么 ？ 核心是引领劳动法
［2］
的扩面保护。劳动关系乃由传统雇佣关系发展而来 ，但雇佣关系的劳动法调整始终有一个渐进过
程，国家总是把那些最需要保护的雇佣关系优先纳入劳动法予以独立调整 。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传统

劳动法所依附的“福特式用工”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样态日益多元化，劳动风险不断增加。
如何回应这些新变化，可以说是现代劳动法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 。因此，基于劳动法特有的倾斜保
护理念，劳动关系认定必然有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渐进过程 ，在保持理论前瞻性的同时，引导国家把部
分劳动就业关系适时纳入劳动关系范畴 ，给予劳动法的特别保护。
三、劳动关系认定： 标准体系怎样？
从世界范围来看，长期以来，学者们眼中的产业关系是标准的劳方与管理方的关系 。在该标准劳动
关系框架下，公司和员工之间具有相互的、长期的互惠关系。工人享有就业保障、福利、培训和职业流动
的权利。雇主对雇员的期望以及对在职培训的投资 ，能够获得劳动效率提高的收益 ①。 在我国，既然我
们已经认识到，在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特殊背景下 ，劳动关系认定不是一个独立
的权利保护问题，不太可能有一个绝对、单一的标准，必然要回应现实弹性就业与灵活用工的复杂性 ，树
立大劳动关系之观念，从中提炼相对合理的复合式认定标准 ，可能不失为一种相对理性的研究思路和方
法论②。同时，这种复合式标准具体包括一般标准与特殊标准 。 前者是指在标准劳动关系中，基于劳动
法独立初始状态下的典型法律关系特征以及传统理论 ，明显的、系统化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一般
标准。后者是指在灵活劳动用工中，基于一般标准内涵的倾斜保护价值理念与适应日益弹性劳动力市
场发展的客观需要，不完整的、非体系化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殊标准 。
之所以做如此理论模型建构，还主要基于如下考量： 首先，在于目前研究范式多体现为一种几乎纯
粹的理论范式。尽管学者多从个案分析或主体角度对劳动关系本质特征即从属性做了颇为丰富的研究
与展示，但有关劳动关系认定的最终结论多少难免有种“从属性循环论 ”之意味。 或者说，从属性表面
上已达成共识，但其内核以及彰显的社会法精神等却一直在学界远未达成普遍共识 ，而有关结论在解决
更为复杂的具体问题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
其次，在于理性建构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体系 ，必须置身于我国特殊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的宏
大背景中，才能对其获得最充分的解读。道理很简单，不同的劳动用工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劳动法调整价
值取向与具体模式，前者主要属于社会政策范畴，后者则属于法制建设范畴，从政策到法制转型是现代
社会治理的一般进路。比如，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实行国家意志主导的劳动用工制度，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所谓劳动关系主要体现的是国家与职工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也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的关系。这就是当时劳动关系的内核。同时，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几乎涵盖各个方面 ，是一种国
家包办的综合劳动关系。在改革初期，以《劳动法 》实施为节点，我国劳动用工基于劳动法的统一要求
与改革前的制度惯性，形成了一种涵盖标准主体、标准用工过程以及标准从属性的劳动关系模式 。所谓
标准主体，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用人单位以及对应的以职工为主体的劳动者 。同时，这种主体之
间的关系既有法律上的平等，也有实践上的不平等，不平等特征更为明显。 所谓标准用工，主要体现为
基于劳动关系传统人身属性等而禁止建立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 ，工作时间不仅连续且长度适中，工作地
点与工作内容等相对明确以及社会保险关系单一等 。所谓标准从属性，主要是指传统的人身从属、组织
从属、经济从属等。在全面市场化劳动用工时期，以《劳动合同法 》实施为节点，我国劳动用工呈现出一
①

Francoise Carre，Marianne A． Ferber，Lonnie Golder and Stephen A． Herzenberg，Nonstandard Work—The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Chan-

ging Employment Arrangement，
2000，pp． 1
②

很多劳动法学者也认为，劳动法来源于民法，继承了民法的一些精神和原则，但劳动法独立后面临的问题更难。劳动法有其特

殊性，把握这些特殊性，是理论与实践应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就劳动关系认定来看，把握其特殊性与内在规律，同样是理论与实践面
临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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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崭新局面，形成了一种涵盖主体多元化、用工多样化以及从属性非完整化和非体系化的劳动关系模
式。所谓主体多元化，主要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包括用人单位的扩容、用人单位
的非组织化和单位制瓦解、劳动者的扩容以及劳动者身份的多元化等 。 所谓从属性非完整化和非体系
化，主要是指传统的从属性范式在各种灵活劳动用工中正发生着内涵重构 、形式重读、判断重定的多重
嬗变。
综上，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之建构，显然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对应的从属性理论，而
必须积极回应现实客观需要。同时，现代劳动力市场纷繁复杂的用工基本上可概括为正规用工与灵活
用工。劳动关系认定既是一个以劳权保护为中心的问题 ，也是一个如何看待现代劳动力市场的方法论
问题。重构新时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与其继续陷入“从属性循环 ”之泥潭，不如勇敢转变研究范式，以
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两种主要用工类型为分析背景 ，分别构建适用于正规用工的一般标准与灵活用工
的特殊标准，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对现实回应上，应该都没问题。
（ 一） 劳动关系认定的一般标准
一般标准是指在标准劳动关系中 ，基于劳动法独立初始状态下的典型法律关系特征以及传统理论 ，
明显的、系统化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一般标准 。从劳动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劳动关系产生的原
因首先在于劳动者独立人格的确立和其失去生产资料无法生存的客观现实 ，使得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能
在不同主体之间得以结合，但最为根本的是由于生存的需要，劳动力先天相较于资本所处的弱势地位，
而劳动力又存在于劳动者身体内须臾不能与其人格相分离 。因此，这种结合对两个主体而言并非是纯
粹对等的，而是有从属性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从属性劳动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
［3］

身关系

。从劳动关系的历史演进中我们找寻到了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即从属性 。 如果劳资双方地
［4］

位平等，则无法律对当事人一方提供特殊保护之必要 ，直接适用民法之雇佣合同规则即可
题是： 从属性究竟如何界定呢？

。 关键问

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虽然不同国家对从属性的具体判断标准稍有不同 ，各有侧重，但基于劳动者
，
立场 人格从属、经济从属与组织从属这三方面基本一致 。比如，德国劳动法通说以人格从属性作为判
［5］
断劳动关系的最主要标准，人身依赖性是人格从属性的实质内容 。日本学界与司法实践仍然没有脱
离德国法上的“人格从属性”这一核心标准。在多数日本学者看来，“人格从属性”即“劳动过程中，劳动
者处于服从使用者支配的地位，劳动时间、地点、内容等由使用者单方决定 ”。 同时，多数日本学者将
“人格从属性”的具体指标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从事和依赖的工作是否有承诺的自由； 工作时间和
地点有无拘束性； 工作内容和方法是否有使用者的指挥命令 ； 有无第三者代替工作的可能性； 报酬与提
［6］
供的劳动力是否有等价性 。“经济从属性”是指“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签订契约时契约内容的
［7］
被决定性等” ，“经济从属性”不过是“人格从属性”的前提条件，是对“人格从属性 ”的具体诠释。“组

织从属性”是指雇员将劳动力处分权委诸雇主，因此被嵌入雇主之经营组织内，在雇主统一指挥下劳
动。“组织从属性”一般被包含在“人格从属性”之中。
从英美法系国家来看。基于雇主立场，“控制性 ”成为普遍认同的标准。 在英国，自维多利亚时代
的 1880 年 Yewens V． Noakes 一案确立“控制性 ”标准以来①，理解雇佣关系的钥匙是“控制 ”（ control） ，
“控制性”是判断雇佣关系最传统的一个标准 。其后，英国对雇佣关系判断的“控制性 ”标准对美国、加
拿大等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
从我国立法与实践来看。我国劳动法在法律层面并未对劳动关系给出明确界定 ，只在有关劳动行
政法规中提及。比如，《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规定： 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事实上已成为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5 年颁布了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 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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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99 London，p17．
Alison Bone and Marnah Suff，Essential Employment Law（ 2nd，ed，） ，Cavendish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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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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对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来看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从属性 ”标准，还是英
美法系国家的“控制性”标准，乃至我国《通知》和《意见》采用的“组织从属性 ”与“控制性 ”相结合的标
准，皆基本上遵循了劳动关系认定的传统即“从属性 ”这一主线，只是各自对“从属性 ”理解的视角不同
罢了。大陆法系国家坚持的“从属性”是从劳动者角度观察的被动认知结果，英美法系国家坚持的“控
制性”标准则是基于雇主角度观察的主动认知结果 。两者在判断劳动关系上应无本质区别 。即便是在
一些传统上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家 ，其成文劳动法典中的“控制性 ”常常也成为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
的依据。比如在日本，在判断劳动关系标准时也考虑到了控制性因素 。
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 无论是基于劳动者视角的“从属性”，还是基于用人单位视角的“控制性 ”，
都离不开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及其如何形成劳动关系这三个基础性问题继续展开 。
就劳动者来看。不同学科对劳动者有不同的定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定义要体现和反映现代产
业中的劳动关系特征。现代产业中的劳动关系是指以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生产为背景 、以雇佣劳动为特
［8］
征的劳动关系 。在该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对应并受雇于其的直接生产者 。 概
言之，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是指在现代产业社会中受雇于他人，以劳动工资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的体
［9］
力和脑力工作者 。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被雇佣是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关键特征，而被雇佣的主要
标志是以劳动工资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收入来源。 史尚宽先生因此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称为“受雇
人”，并谓： “受雇人谓劳动法上劳动之人。 何谓劳动法上之劳动，乃指‘基于契约上之义务在从属的关
［10］

系所为之职业上有偿的劳动’而言。” 这一学理性的定义，应该说至今仍然是关于劳动者的最权威的
表述。
就用人单位来看。对于用人单位的界定，各国有不同标准。美国劳工标准法规定： 雇主包括与雇员
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地代表雇主利益的人并包括公共机构 ，但不包含任何劳工组织或该劳工组织中的职
员或代理人①。我国用人单位界定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其原型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 现
有劳动立法规定我国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统称为用人单位。 在日益多样化的
劳动力市场中，用人单位向雇主转型成为劳动法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的问题 ，改革的重点是把握雇主的
基本特征即“雇佣他人为其劳动”，这与劳动者的基本特征即“被雇佣”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如何形成劳动关系来看。静态观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无法探究其间是如何形成动态的劳动关
系的。而如何形成劳动关系的关键是把握劳动的涵义 。在劳动关系范畴中，劳动乃是按照劳动契约约
定和用工者的指令及要求所从事的协作活动 ，是劳动者接受资方管理、参与资方内部分工协作和集体劳
［11］
动的过程 。劳动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从属性和有偿性，具体表现为： 受雇于个人、公司或机构，使用雇
主提供的劳动工具或设备，在工作中依据雇主指挥完成一定的生产或经营任务 ，由雇主支付劳动工
［12］
资 。我国劳动合同法虽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但对什么是用工却语焉
不详。“用工”一词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被纳入我国劳动立法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来使用，
［13］
劳动合同法尚属首次。立法机关只是对其笼统地解释为“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 ，并未厘清其法律内
涵。有学者认为，判断是否“用工”，除了要把握劳资双方主体适格和从属性标准外 ，还要有劳动给付和
［14］
［15］
接受的行为 ，也就是要有用工合意 。 笔者以为，如何判断劳动给付与接受行为，不能仅以具体劳
动及劳动报酬支付来认定，因为实践中可能会出现： 即便没有具体劳动但劳资双方从属性已经产生，或
者即便没有支付劳动报酬但劳动行为已经给付等情形 。实际上，劳资双方的从属性标准已经涵盖如何
具体认定用工的核心思想与标准 。进言之，只要劳资双方具有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从属性，就可以推
出用工已经产生，就可以认定劳资双方已经形成劳动关系 。
值得一提的是，“从属性”与“控制性”的同质性使得寻求国际上具有普适价值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成为可能。国际劳工组织（ ILO） 于 2006 年通过第 198 号《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 》，规定成员国在界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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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关系时应充分考虑如下两大类指标 ： （ a） 该工作是基于另一方指令并在其控制下进行的 ； 该工作涉
及将该劳动者纳入企业的组织之中 ； 该工作完全或主要是为另一人的利益履行的 ； 该工作必须由该劳动
者亲自完成； 该工作是在下达工作的一方指定或同意的特定工作时间内或工作场所完成的 ； 该工作有一
定的持续时间并具有某种连续性 ； 该工作要求劳动者随叫随到； 该工作要求下达工作一方提供工具、物
料和机器等事实。（ b） 定期向劳动者支付报酬； 这种报酬成为劳动者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 以食物、住
房或交通便利等实物形式付酬； 对每周休息和每年节假日等权利的承认 ； 下达工作一方支付劳动者履行
工作的差旅费用； 或劳动者无财务风险①。实际上，国际劳工组织上述两大类指标本质上是对“从属性 ”
或“控制性”标准的具体化，可作为我国劳动关系认定一般标准建构的重要参考 。
（ 二） 劳动关系认定的特殊标准
如果说劳动关系认定的一般标准主要是回应确认标准劳动用工关系而构建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制
度安排与方法论，那么，如何回应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各种灵活用工关系之确认 ，则需要一种更加富有弹
性和最大适应性的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体系 ，以此填平法律对现代劳动力市场调整的“鸿沟 ”。 毕竟在
现有制度安排下，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面临因为主体单一而无法涵盖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全
［16］

部劳动关系之困境

。可以说，建立对灵活劳动用工关系确认的特殊标准，既是灵活用工对现代劳动

立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灵活用工对依法确认劳动关系提出的新课题 。
灵活用工导致劳动关系的变化。灵活用工导致劳动关系主体多元化和内容碎片化的发展趋势 。前
者主要表现为： 用工单位类型不断增多，包括不同所有制与不同的合资模式，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
界限越来越模糊； 出现劳务派遣、人事代理、业务外包等用工制度； 劳动关系的双重性与多重性特征日渐
明显； 等等。后者主要表现为： 用工条件被分解，自由组合的结构将构成多种用工模式和就业模式 ； 用工
模式趋于灵活，劳动关系双方均可根据经营环境变化提出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劳动合同变更功能加大，
［17］

人事管理应当更加有效但难度增加 ； 等等

。

灵活用工下劳动关系认定的特殊标准 。灵活用工作为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驱动
劳动立法的改革。灵活用工法律调整与劳动关系认定的应有姿态是 ： 既要允许灵活用工中劳动关系的
多元化，又要以“刚柔并举”的思路调整各种灵活用工关系。“刚”即对灵活用工所形成用工关系的认定
要基于倾斜保护理念采取靠近原则 ，即在灵活用工中，只要具备从属性的因素尤其是人格从属性 ———尽
管这种从属性是不完全的和非体系化的 ，就可以把该类用工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 。从该意义上讲，灵活
用工所形成的劳动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纯粹的 、单一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劳动关
系，
是一种“更接近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柔 ”即对灵活用工所形成的劳动关系实施弹性法律调整，
核心是对该类劳动关系配置与标准劳动关系有别的权利与义务 。劳动立法的功能在于适当扶助弱者并
创造平衡，如果简单根据倾斜保护理念把灵活用工中一部分用工关系纳入劳动关系调整 ，盲目或武断扩
大劳动关系范围，可能因为制度不配套、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不匹配等而使劳动者权利事实上得不到切
实保障，并刺激用人单位“探底竞争 ”，把劳动关系转化为经济关系，从而使劳动立法的价值落空，最终
导致劳权实际亏损与劳动法扩面适用反而被架空的“双输 ”结局。 因此，对灵活用工中劳动关系的认
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利保障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法律等因素的综合性问题。 说到底，对灵
活用工中劳动关系认定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劳权保障与促进发展的关系 。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根据不同
的用工主体、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用工方式等相应地配置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使劳权保障与促进发展
尽可能求得某种程度的平衡。
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是： 灵活用工中劳动关系的认定往往会牵涉如何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
问题。劳务关系是我国劳动立法创设的一个特殊概念 ，学界与实务部门往往基于若干要素来刻意区分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问题是，以从属性为核心的区分点似乎也未必能把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泾渭分
［18］
明 ，
且两者皆含有对弱者的倾斜保护 。因此，与其继续纠结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比较 ，让劳务关
系扰乱对劳动关系的准确界定，不如以社会法应有的主动干预精神 ，对劳务关系实施分流治理，让劳动
①

http： / / www． ilo． org / ilolex / chinese / docs / rec198． pdf = 2010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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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认定走向纯化。改革的基本路径是： 把具备从属性因素的劳务关系纳入劳动关系调整 ，把无从属
性因素的劳务关系还原到民法调整 。
四、劳动关系认定： 应注意哪些问题？
在一个处于转型复杂的劳动力市场中 ，即便我们建立了劳动关系认定的双元结构即一般标准与特
殊标准，劳动关系认定也不会自动沿着我们预设的制度轨迹 ，达成改革的预期目标，需进一步处理好若
干问题。接下来要继续探讨的是，劳动关系认定需注意哪些主要问题 ？
（ 一） 劳动关系认定应与工伤认定保持适当距离
劳动关系重在解决劳动用工领域权利义务的配置问题 ，贯彻的是权利与义务一致原则。 工伤作为
社会保险的组成部分，重在解决谁用工谁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问题，贯彻的是“需要就是权利 ”原则。
因此，劳动关系与工伤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在应然层面上应保持相对独立性。
我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的前置条件制度 ，尽管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
用，但面临的诸多制度缺陷日益显露 ，并受到学界诟病。
现在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 实务部门不是严格执行工伤认定劳动关系前置的制度安排 ，而是根
据具体需要来认定工伤是否成立 。根据笔者多年与法院等实务部门合作及调研显示 ，法院对劳动关系
认定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 。主要问题是： 理论与法律对劳动关系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时 ，实务
部门对该问题的认识与做法可谓百花齐放 。在应然层面，劳动关系认定首先要有统一的法律尺度和司
法标准。对于非标准劳动关系，立法与司法也应有一个弹性配置权利义务的统一规定 。但实际情况是，
不仅实践中把劳动关系认定与否与劳动者主张什么具体权利“挂钩 ”，而且索性根据法官自主判断来具
体认定是否有劳动关系。比如，如果劳动者主张工伤，一些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就不予认定有劳动关
系； 如果劳动者主张涉及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的劳动报酬 、加班费等，一般则认定有劳动关系①。 更有甚
者，一些法院认为，如果劳动者请求事项没有涉及实体权利 ，那么即便认定有劳动关系，也没有实质意
义。必须明确的是，劳动者即便只主张认定劳动关系，而不主张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具体实体权利，也不
能说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主张劳动关系本身就是其权利的具体体现 ，至于相关权利，根据社会法特有
的干预精神和要求，除了法律规定不予自主放弃的外，也最多理解为劳动者对权利的自由处分。 进言
之，不能因为劳动者只要求认定劳动关系而没有主张具体权利就简单化处理 ，并不认定有劳动关系。如
此一来，劳动关系认定作为一个很严肃的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问题，最终被不同地方不同法院
不同法官的不同认识而被不同认定 。试问，如何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呢？ 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个地方保
护、部门利益保护和法官自我保护的问题 。
改革出路在于： 要么严格坚持工伤认定劳动关系前置的制度安排 ； 要么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
释，在劳动关系与工伤之间划出一条隔离线来 ，各自按照对应的标准具体认定。
（ 二） 劳动关系认定应处理好扩面保护改革中的区分对待问题
劳动法扩面保护改革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 ，关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法保障。 在
日益多元化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关系认定与劳动法扩面改革紧密勾连 。 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论及的，劳
动关系认定既要促进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 ，又要在劳权保障与促进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劳动关
系认定要处理好劳动法扩面保护改革中的区分对待问题 。
基本思路是： 劳动关系认定首先要坚持靠近认定的底线保护原则②，同时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
劳动关系实施“刚柔并举”与区分对待的调整模式。比如，在首先要明确将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统一纳
①

比如： 笔者所在单位曾邀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仲裁院有关领导与研究生座谈，他们认为，劳动关系在实务部门主要是基于

需要来具体认定。比如，主张基本权利（ 工资、加班费等） 就倾向认定为劳动关系，主张社保的，一般不认定为劳动关系。
——《体面劳动与非正规就业》中指
② 底线保护的基本理念是体面劳动。国际劳工组织（ ILO） 在其 2002 年第 90 届会议的报告六—
出： “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工作中的权利，不论其在哪里工作，国际劳工组织及第三方成员承诺使体面劳动成为所有工人和雇主的现实。
目标是以发展为导向，以脱贫为中心，通过性别平等，沿着从非正规到正规经济的整体，连续地促进体面劳动。”参见该报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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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劳动关系调整体系的前提下 ，建立一个适用于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调整新机制 ，关键
是依法构建两者皆覆盖的核心劳动标准 ，包括最低工资、最长工作时间、法定劳动保护标准以及核心社
［19］

会保障标准等

。当然，如何具体掌握拿捏刚性与柔性的度 ，确实是一个技术难题，需要深入研究。

（ 三） 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体系有其内在的适用逻辑
根据我们对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背景与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刻画，劳动关系认
定在标准适用上并非随意的，
有其内在的适用逻辑。基本路径是： 针对各种劳动用工所形成的不同用工关
系，
应先以劳动关系认定的一般标准即“系统从属性”来对照认定，
能得出认定结论的就得出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的结论； 不能得出认定结论的，
再用劳动关系认定的特殊标准即“不完整从属性”来具体认定是否存在
“不完整从属性”之特殊标准是劳动关
劳动关系。“系统从属性”之一般标准是劳动关系认定的最高标准，
系认定的最低标准，
劳动关系认定实际上有一个从最高标准到最低标准的渐次适用逻辑。
这样安排的好处是： 一方面，“系统从属性”标准与“不完整从属性 ”标准构成一个相对全面的劳动
关系认定的标准体系，可以最大限度涵盖日益多样化劳动力市场中的各种劳动用工关系 。另一方面，从
“系统从属性”之最高标准向“不完整从属性”之最低标准的渐次适用，还可以把那些具有从属性因素的
劳动用工关系尽量纳入劳动法调整 ，把那些不含有从属性因素的用工关系 （ 比如劳务关系 ） 还原到民法
调整，从而可以破解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劳动用工关系确认中面临的诸如劳动关系 、雇佣关系、劳务关
系等并存的难题。
（ 四） 劳动关系认定应根据有利原则处理好各种用工关系 ①
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是新时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尤其是在我国劳动者阶层意
识不断崛起的形势下，劳动关系认定要研究“社会可承受度”问题，有关制度安排要因势利导，关键是依
法确认各种用工关系，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日益多元的劳动力市场中，用工主体不仅
多样化，用工形式也多样化，用工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多样化，传统上那种纯粹、单一的劳动关系日益减
少，很多劳动用工关系表现为劳动关系与非劳动关系并存的混合体 。如此一来，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属
性”或“控制性”标准在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的从属性 ”。
事实上，综观世界各国对劳动关系的界定 ，不难看出劳动关系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但又不确定的概念。
究竟对其采用何种界定方式？ 在多大程度上从属？ 可以说各国皆有不同答案。 或者说，劳动关系是一
个具有不同“意思场域”的多形概念，是一个需要国际化思维与国家化行动的具体问题 。
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要求，劳动关系认定势必植入公共政策理念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制定者的任务
不过是领会社会弱者本质，而法官的任务则是在个案中找寻“从属性 ”的标签。 在我国当下，面对日益
弹性化发展的人力资源市场以及日益灵活化的劳动用工趋势 ，劳动关系认定应当始终保持应有的价值
理念与制度目标，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双轨制”问题②。 必须指出的是，当
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属性这一核心标准仍不足以切实保障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弱势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时
候，公共政策在劳动关系认定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考量因素 。从该意义上看，劳动关系认定与其说
是在找寻从属性，毋宁说是认识劳动关系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
参考文献：
［1］黎建飞． 劳动关系内涵发生巨变［N］． 法制日报，
2005 － 09 － 21（ 5） ．

①

有利原则是基于劳动法的立法宗旨而独立出现的一项劳动法的调整原则，其要义是： 若劳资双方约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

法律规定等不一致或有冲突时，应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有利原则具有生存权优于经营权、实质平等优于形式平等、社会公共利益
优于个体利益等法理基础和正当性。参见许建宇： 《有利原则的提出及其在劳动合同法中的适用》，《法学》2006 年第 5 期。
②

自《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确认以来，各种灵活用工不断发展，形成与正规用工鲜明对比的新“双轨制”。灵

活用工本是市场化劳动用工发展的应有之意，但在我国现有强化书面劳动合同制度的“催化”下，各种隐蔽雇佣日渐壮大，集中体现为以
民事关系掩盖雇佣关系和以非标准雇佣关系掩盖标准雇佣关系两种形态。劳动关系认定势必要刺破劳动合同功能的“神话”，回归其作
为触发劳动关系机制的有限功能，以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事实第一原则”作为治标措施，引导法官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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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of Labor Ｒel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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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theory issue of labor law and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labor relations identifying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current labor law theory，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which
makes the labor law encounter the selective implementation． Determin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aspect of
value，is not an independent and static problem． Only returning to the large background of our labor employment system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an we obtain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relations case or subject，attempts to refine the labor
relations identified standard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or subject“portrait”． This is a kind of awareness error，
also a kind of method error． The essence of labor relations identified is an adjustment of the pattern of interests，needs to have a clear value orientation，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labor relations identified is also a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 that needs to grasp the dynamic between the different subjects，to extract the core labor relations identified． Therefore，China’s labor relations identified construction should be out
of the traditional “dependency circulation”standard，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needs of human resources market，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large labor relations，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dependency”and
“incomplete dependency”，to adapt maximally the trend of modern human resource market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Key words： determin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the value orientation； standard system； attentio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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