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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择业自由视野下的竞业限制
熊

辉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择业自由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是竞业限制设定的主要目的。
在择业自由的视野下，竞业限制必须既合法又合理。判断竞业限制是否合法合理要考虑诸多因素 ，同时
摘

还要考虑商业秘密本身的性质。竞业限制在充分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维护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兼
顾人才的合理流动，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达到企业利益、劳动者利益以及社会公
共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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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择业自由与竞业限制的对立统一
择业自由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择业自由和人才合理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
技术资源和人才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任何自由包括择业自由都必须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行使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技术和信息的竞争，技术和信息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和砝码 ，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企
业技术和信息的载体主要是企业的人才 。企业培养优秀人才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过分强调择
业自由和人才流动，会导致企业优秀人才的流失，进而导致企业重要技术和信息的流失，从而对原企业
构成威胁。所以，过分强调择业自由，表面上看保障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但最终结果却有悖实质公
平原则。
竞业限制又称竞业禁止，是指用人单位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劳动者在离职后一定时期内不得从事
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工作，以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其他权益 。 这里所界定的竞
业限制是狭义的，仅限于劳动者离职后约定的竞业限制 。广义的竞业限制有法定和约定之分。 法定的
竞业限制，是立法基于正义原则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竞业限制 。 如我国《公司法 》及《合伙企
业法》中规定的董事、经理及合伙人的竞业限制。 约定的竞业限制，是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在不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相互约定的竞业限制 。约定的竞业限制的表现形式可以
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单独签订的竞业限制合同 ，也可以是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的竞业限制条款 。
竞业限制是利益平衡的产物，一方面是对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一定限制 ，另一方面又是对企业利益
的一种保护。从表面上看，竞业限制和择业自由是对立的，但从实质上看，合法合理的竞业限制和择业
自由则是统一的，统一于法治的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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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业限制设定的主要目的
企业以合同或条款的形式设定竞业限制 ，定有其一定的目的。关于竞业限制设定的目的，不同的学
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 董保华认为： “我国大陆学界通说就认为企业设立竞业限制的目的只能是保护
［1］
企业的商业秘密，而不能是其他利益。” 叶静漪、任学敏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是保护商业秘密的一项有效措施 。那么设立竞业限制制度的必要性何在呢 ？ 这是为了对用人单位商业

秘密进行周到保护。因为商业秘密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模糊性，发现、举证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非常困
［2］
难，
而违反竞业限制，不仅容易发现，而且方便举证。”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
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
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不管是上述学者的观点，还是现行立法，都认为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是竞业限制的主要目的。
我国没有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即“商业秘密
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
营信息”。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具有多重性质 ，这和商业秘密本身的特点有关，有些商业秘密具有知识
产权的性质。在 WTO 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中，商业秘密是以“未披露的信息 ”被纳入保
护的范围。保护商业秘密的立法在最初意义上也是作为对专利制度的补充而出现的 。侵犯企业商业秘
密还会对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所以，侵犯商业秘密也属于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此外，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之间还可以通过协议的形式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 ，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则又是一种违约
行为。商业秘密泄露的途径很多，例如，含有商业秘密的产品出售后他人通过反向工程获得商业秘密 、
商业秘密被他人盗窃并利用等。而离职雇员带走原单位的商业秘密 ，然后与后者展开竞争是企业商业
秘密泄露的一种重要途径，许多商业秘密纠纷都发生在企业与原雇员之间。 我国《劳动法 》和《劳动合
同法》都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可以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的事项 ，但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一般并不
限制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也就是说，劳动者离职后只要不泄露和利用原企业的商业秘密 ，就不构成违
约或侵权。一般的保密协议并不限制劳动者离职后的自由择业 ，劳动者可以遵守保密协议，到与原单位
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 ，事先防范对保护商业秘密尤为重要 。
在人才自由流动的时代背景下，竞业限制是对商业秘密的一种更严格保护 ，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措施。
竞业限制通过禁止劳动者离职后一段时间内到与原单位有竞争的新单位工作 ，从而减少泄露商业秘密
的机会。竞业限制条款或竞业限制合同可以弥补保密协议对商业秘密保护的不足 。 所以，从这个角度
上看，保护商业秘密也是竞业限制设定的主要目的 。
三、竞业限制必须既合法又合理
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可以从侵权法的角度，也可以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还可以从合同法的角
度。而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则可以看作从合同法的角度对商业秘密的一种保护。其理论基础是合理限制
竞争理论。其法律含义是： （ 1） 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
约定一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某项职业，
从
这个意义上，
合理限制竞争就是一种约定的合同义务。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就属于一种明示的合同义务。
（ 2） 当事人之间根据社会普遍遵守的商业行为准则，
应该承担某些默示的合同义务。（ 3） 如果默示的合同
义务通过立法转化为法律的明文规定，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那么该义务又是法定义务。哪里有竞争，哪
合理限制竞争理论，
适用范围是比较宽的，
合理限制竞争可以在经济、
技术关系中出
里就应该有合理限制，
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竞业限制合同和条款，约定劳动者离职后不得从事与原单位有竞争的某
些业务，
以保障单位的合法权益，
这样，当事人就根据自愿原则，实现了对自由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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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合同及纠纷的调整解决，
来保证对竞争的正当限制，
反对不合理不正当的竞争。
以协议的方式限制竞争必须以合法为前提 ，否则，该协议就会因违法而无效。所谓合法是指合同或
条款约定不得违反法律的明确要求 。实践中具体的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不但要合法而且要合理 。所谓
合理是指合同或条款约定对企业和职工都应该公平合理 。严格地讲，合理也应该包括在合法的范围内 ，
不合理的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也应该是不合法的 ，合理本身就是是否合法的判断标准。 但由于竞业限
制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涉及劳动者的人权还涉及公共利益等问题 ，违反明确法律规定的竞业限制
合同或条款是很少的，而很多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表面上看没有违反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可能实质上
违反人权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明显对一方当事人不公平，这就涉及竞业限制的合理性问题。而有些合
理性问题，如果后来法律有了明确规定，则其又变成了合法性问题。例如： 竞业限制的时间，过去我国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竞业限制的时间长短是竞业限制是否合理的问题。《劳动合同法 》颁布后，明确规定
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不得超过两年 ，则竞业限制的时间限制就成了合法性问题。 随着实践及立法
的发展，很多竞业限制的合理性问题都会通过立法转化为合法性问题 。
根据国外的实践，协议限制竞争最终合法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合法的应保利益应该大于
被牺牲的利益。如果因为限制竞争而牺牲的利益大于其所保护的利益 ，则限制竞争就违反了法律。 其
次，协议限制竞争的范围应当合理。合理包括： 一是对行为的限制要合理，限制应尽量保持在最小范围。
二是限制的地域要合理。三是限制的时间要合理。最后，协议限制竞争还应不妨碍公共利益 。在我国，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竞业限制及其相关内容 ，使竞业限制的合法性判断更明确，但《劳动合同法 》
的规定毕竟是概括性的，很多具体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对竞业限制的合法合理性做出
明确判断，这是劳动者和企业在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也是判断竞业限制合同
或条款是否有效的前提。
四、判断竞业限制合法合理性的要素
判断竞业限制是否合法合理要考虑诸多因素 ，同时还要考虑商业秘密本身的性质 ，比如商业秘密具
有地域性的特点，判断竞业限制是否合理就应该考虑其限制的范围是否超越了商业秘密保护的地域范
围，如果超越则限制没有必要，可认定超出地域范围的约定无效。根据国内外的实践，判断竞业限制合
法性合理性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
（ 一） 是否存在可保利益
从理论上讲商业秘密是标准的、使合同有效的可保利益，但在具体案件中，企业的信息是否构成商
业秘密，则要经受严格审查。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要保护的商业秘密 ，必须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特征，
是真正的商业秘密。不能认为凡是企业生产经营范围内的 ，企业职工离职后均不得插手。 这可能会导
致借保护商业秘密之名，侵犯职工的自由择业权。企业与职工签订的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 ，必须存在可
保利益，即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所保护的必须是真正的商业秘密 ，而不是一般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
如果不存在任何可保利益，则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完全无效。如果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所保护的利益
部分是商业秘密，部分不是真正的商业秘密，则合同或条款部分无效。
（ 二） 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
保密性是商业秘密的重要构成要件 ，企业应该主动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 ，尽量缩小商业秘密的知悉
范围。毫无疑问，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不是企业的全体雇员 ，企业的大多数雇员特别是普通雇员或临时
工，一般不会接触企业的商业秘密，对他们适用竞业限制没有任何必要。 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补偿成
本，因为竞业限制必须补偿； 另一方面则有悖于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的原则 。企业的普通雇员或临
时工相对于企业高管等人员在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弱 ，而相对于企业来说，他们也处于弱者的地位。有
些雇员在原单位从事的工作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技能 ，不让其从事原来的工作等于让其失业 。所以，
对这些雇员的竞业限制更容易侵害其劳动生存权 ，违反公平及对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原则 。
从平衡人才合理流动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角度出发 ，确定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范围应综合考虑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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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首先，适用的主体是否有机会知悉或接触企业的商业秘密 ； 其次，被适用雇员的劳动生存权和自由
择业权是否受到不必要的限制； 最后，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实践中竞业限制的适用对象一般是有机会接
触商业秘密的人员，那些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企业商业秘密的人员不能成为竞业限制的主体 。 国内外许
多学者都认为，对于一般雇员的竞业限制无效。
（ 三） 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
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是指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约定离职雇员在多大地域范围内不得从事与原企业
有竞争关系的工作。理论上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应该在原企业的经营范围内 ，也就是商业秘密竞争利
益的范围。超出商业秘密竞争利益的地域范围 ，设定竞业限制并无必要。在美国许多州，如果约定在全
国范围内禁止从事竞争业务，竞争限制条款被认为本身不合理。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在签订竞业限制
合同或条款时，商业秘密竞争利益的范围并不太容易确定 ，随着企业规模和影响的扩大，企业的经营范
围不断扩大，商业秘密竞争利益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很多企业为了防范于未然，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往
往超越其经营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也应该做出一个合理性的评判 ，即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适度超
越其经营范围是被允许的，只有明显地过分地超越经营范围的地域限制才被认为是无效的 。 在当今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企业的经营范围跨越国界，商业秘密竞争利益的范围也是全球性的，
所以，对于一些跨国公司来说，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扩展到全球也并不为过 。
（ 四） 竞业限制的期限
竞业限制必须有期限，否则会导致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的无效 。竞业限制的期限，不同国家的立法
有不同的规定。例如： 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企业高管离职后的竞业限制期限为 5 年，其他一般员工的
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 3 年； 如果竞业限制合同或条款的约定期限超过上述规定 ，超过部分无效。德国
《商法》规定，竞业限制的期限超过两年的无效。
竞业限制的期限长短主要取决于有关技术秘密 、经营秘密在经济上产生效益的期限。 从这个意义
上讲，如果有关技术秘密、经营秘密的生命较短，竞业限制十天、半月也是有可能的。竞业限制的期限和
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可以成反比关系 、互为消长。如果时间限制长，地域范围可以窄一些； 地域范围过
大，但时间限制可以短一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平衡的考虑 。
（ 五） 竞业限制的补偿费
“竞业限制补偿对离职雇员意义重大，
它的功能在于弥补自由择业权受限而可能遭受的损失，以平衡
［3］
”
劳资双方的权益。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企业雇员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所从事
的职业一般是其比较擅长的职业，
如果其离职后原单位对其竞业限制，
就决定了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从事

自己所擅长的职业，
其今后的生计必然要受到影响，
如不对其进行相应经济补偿，
不符合公平原则。
竞业限制的补偿费支付标准怎么确定，《劳动合同法 》没有明确规定。 理论上，竞业限制应该对价
补偿，对价补偿的目的是为了使离职员工不因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而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 ，这就要求我们
在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时，充分考虑社会平均生活水平、雇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竞业限制的地域等因
素。雇员的专业技术水平高，社会平均生活水平高，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广，则其应当受到的对价补偿
就越高； 反之对价补偿就越低。
（ 六） 竞业限制要符合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是判断竞业限制是否合法合理的另一重要因素 。竞业限制不能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否则
就无效。但公共利益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 ，在不同的领域甚至是同一领域，学者之间的理解有很多差
异。这就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判断竞业限制是否违反公共利益原则，需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例如： 如果竞业限制是对个人的知识、经验、技能进行了限制，则不符合公共利益原则，
因为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善意掌握的 ，并不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
五、择业自由视野下完善我国竞业限制的立法建议
当前，我国对竞业限制的全国性立法严重滞后，法律层面只有《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和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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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但也仅仅是寥寥数语的原则性规定 。而竞业限制的地方性立法却比较多 ，但不同地方之间的立法差
异很大，例如，关于补偿金的标准问题，《劳动合同法 》没有规定，深圳规定补偿标准最低限额不低于前
一年报酬总额的三分之二，而宁波规定不低于前一年报酬总额的二分之一 。 这就造成了地方之间标准
的不统一。因此，完善竞业限制的全国性立法势在必行 。
（ 一） 完善竞业限制的事先预防措施
在我国，只有当离职雇员违反竞业限制协议或条款后 ，企业才能提起诉讼，当等到法院判决雇主胜
诉后，企业的商业秘密已经被侵犯多时 ，甚至完全泄露而失去其价值。 所以，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中的
禁令制度，对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提前防范。禁令制度起源于英国，在美国商业秘密法中被广泛运用。
“美国法上的禁令大致可分为两种 ，即临时禁令和永久禁令。前者主要发生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是当原
告的权利出现紧急的危险状态时由其向法院申请的一种短期限的程序保护措施 ，而后者则是案件审理
结束后，法院向 被 告 发 出 的 要 求 其 在 一 定 期 限 内 不 得 从 事 特 定 行 为 的 禁 令 ，这 是 一 种 实 体 救 济 措
［4］
施。” 目前，我国新修订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中都规定了临时禁令救济制度，但商业秘密保护
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在竞业限制相关立法中规定临时禁令制度 ，可以防范于未然，有效保护商业秘
密。
（ 二） 完善竞业限制的合法合理性判断要素
如前所述，判断竞业限制的合法合理性有诸多要素 ，但由于一些要素的全国性立法不具体或者根本
没有规定，导致实践中对竞业限制的合法合理性判断造成困难 。
1． 竞业限制适用主体的立法完善。《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
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应该包
括哪些人？ 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具体。负有保密义务包括法定保密义务和约定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也不
仅仅限于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义务 。 将并不掌握任何企业商业秘密的劳动者纳入竞业限制的适用主
体，
没有必要也不经济，所以《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其实很不完善。 立法应该明确，竞业限制
的适用主体必须是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人员 。
2． 竞业限制期限的立法完善。我国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对竞业限制的期限没有全国性的统一
，
立法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竞业限制的期限统一为不超过 2 年，这样规定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
不超过 2 年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对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保护 。但对那些投入大、产生效益慢的商业秘密
来说，其保护明显不足，有些商业秘密两年期间产生的效益完全不够其研发成本。 在《劳动合同法 》颁
布前，我国一些地方法规中对竞业限制的期限已经有所规定 。例如《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 》第
二十条规定： “竞业限制的期限根据雇员涉及的技术秘密的密级 、所处的保密岗位或者受到特殊训练等
情况而定，一般为 2 至 5 年； 超过 5 年的，应经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竞业限制协议中没有约
定的，竞业限制的期限为 2 年。”《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 “竞业限制的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 3 年，竞业限制协议中没有约定期限的，竞业限制的期限为 3 年。”上述地方法规对完善
竞业限制期限的全国立法则有借鉴意义 ，全国性立法应该增加灵活性，可以这样规定： 竞业限制的期限
不得超过 2 年，超过 2 年的，需要地方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批准，没有约定期限的，竞业限制的期限为 2
年。
3． 竞业限制最低补偿标准的立法完善 。竞业限制必须支付补偿费，这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 》中有
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标准。 如前所述，确定竞业限制的补偿标准应考虑多种
因素，所以，在立法上完全统一补偿标准并不现实 。但《劳动合同法 》应该规定最低补偿标准，以保障离
职雇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竞业限制约定的补偿标准低于法定的最低标准 ，则竞业限制没有约束力。 如
德国商法第 74 条的规定，竞业限制期间雇主应当给付雇员最后年报酬的一半以上 ，作为竞业限制给雇
员造成损害的补偿，否则竞业限制没有约束力。我国立法可以规定： 竞业限制的最低补偿标准为劳动者
原工作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低于此标准，竞业限制没有约束力。
总之，自由择业权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保障人才的自由合理有序流动，优化人才资源配
置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在择业自由的时代背景下，竞业限制必须既合法又合理，兼顾各方利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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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竞业限制要充分保护商业秘密，维护公平竞争，维护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竞业限制要兼
顾人才的合理流动，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达到企业利益、劳动者利益以及社会公
共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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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about Non-competition under the
Liberty in Occupational Choice
Xiong Hui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The liberty in occupational choice is the basic right that the Constitution has given to every laboring
people． The main goal of the non-competition is to protect the trade secrets of the enterprises． So the non-competition must be not only reasonable but also legal under the liberty in occupational choice． To judge whether
the non-competition is reasonable and legal or not，we must think of factors of every aspects and the nature of
trade secrets themselves． Non-competition must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reasonable flow of human resources
when it tries to protect the trade secrets of enterprises fully and defend the competition of trade market． Only in
this way can this reflect th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special protection for vulnerable groups． And it
can achieve the balance among the benefits of enterprises，laboring people and the social public．
Key words： liberty in occupational choice； non-competition； trade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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