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
背景下，受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衰减、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部分行
业和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去库存、 减成本的挑
战， 一大批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或破
产，市场前景并不乐观。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
界工厂”， 一直以来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产业
工人阶层。 但代际更迭后的新生代工人从民主意
识、权益诉求到维权行动、组织动员等方面均出
现了群体性变化，这些变化与宏观经济下行趋势
之间将会产生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并给非公有制
企业劳资关系发展带来深刻的调整与变革。 工会
作为工人的代表，在市场化经济中本是调节劳资
关系、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角色，但中国工会长
期以来未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劳资关系调节，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没能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互联网对于国家经济

与社会建设的贡献，并开启了各行各业拥抱“互
联网+”的浪潮。 因此，如何把握“互联网+”这一重
要战略，并借此激发中国工会活力，摆脱“脱离群
众”的困境，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
要课题。

一、经济新常态下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面
临的挑战

新常态的表面特征虽是经济增速放缓，但其
本质原因却十分复杂，总的来说，主要有产业结
构转型、工人群体代际更迭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三大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非公有制企
业劳资关系发展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
新的特点，客观上增加了劳资矛盾爆发的风险。

（一） 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产业转型与升级是我国在当前经济发展形

势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长期避免劳资冲
突加剧的根本路径。 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本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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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方式，从原来的要素

和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增长，从规
模速度型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

长。 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在短期内必然会对劳动
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不同产业内部的供需平衡

被打破，并且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达到新的平
衡。 在这一结构调整与劳动力供需失衡的“阵痛
期”，劳资关系必然受到巨大冲击，对构建和谐稳

定的劳动关系带来巨大挑战。
首先，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外界经济环境

转型趋势下进退两难。 一方面，去产能背景下传
统制造业面临着越来越少的市场需求，企业若想

在日益萎缩的市场与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继续存
活下来，就不得不压低企业成本[1]。 而劳动者对于

低工资低福利则会产生强烈不满，劳资双方关系
趋紧，劳资冲突一触即发。 2010 年左右沿海地区
出现的一批前所未有的罢工潮就是这样的例子。
另一方面，希望突围的企业会追随产业优化升级
步伐，对企业生产模式进行调整，由原来低端劳

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向高端制造业转变。 大批低学
历、低技能劳动者由于不能满足新工作岗位的素

质与技能要求而遭到无情淘汰， 劳动者走投无
路，必然也会联合起来抵抗。

其次，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要求大力发展中小
企业，并把第三产业发展作为战略重点。 2013年，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传
统生活类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由于其低
门槛而吸纳了越来越多在传统第二产业中被淘

汰掉的工人群体。 然而， 这些在战略推动下快速
发展的中小企业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和优秀的

企业制度与文化， 从而极易受市场波动影响，其
经营状况十分不稳定。 同时，这些企业的经营者

往往也能力有限，本身的法律意识不强、管理能
力有限，不能做到依法管理和民主管理，加上雇

佣劳动者多半是外省从业人员， 员工流动性大，
极易产生劳资纠纷。 除此之外，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平台的大力发展， 更多灵活就业方式不断出

现，例如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的劳动关系亦趋模糊与复杂。 处理此类劳资关系
纠纷， 现行劳动关系处理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
例如“从属性”认定等新的界定方式也尚未得到
真正的应用。 制度与法规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劳
资矛盾越发激烈，劳资冲突更难平息。

除此之外，在产业转型背景下工人群体内部
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从业人员不断增多。 2018 年，中国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 45%，第三产
业的 GDP 贡献量已达到 52.2%[2]， 并且国家政策
的引导方向仍然是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在 GDP
和总从业人数中的占比。 比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
业，服务业岗位的工作类型和相应劳动争议的起
因都更加多样化。 在工厂中，工人对于自己的定
位和权益相对清晰，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规范的全
职员工， 而服务业工人的从业形态更加灵活，也
就导致了更多的不规范雇佣，劳资关系界定存在
很多争议。

具体来说，服务业工人提供的是服务，面对
的群体是顾客，而不是直接面对生产订单和车间
里的管理人员，因此就面临着来自生产者和消费
者两方的压力。 例如，外卖工和快递员既要应对
顾客方对于产品的挑剔，又要向公司方保证签收
率和好评率，而商品本身的质量并不在他们个人
的控制范围内，因此其工作很难得到双方理解甚
至尊重。 从心理健康方面来说，他们承受的负面
情绪更多。 近些年兴起的共享经济还进一步催生
了其他新型服务业工人， 例如网约车司机等，令
劳动关系进一步零散化、模糊化。 在这些行业中，
大多数工人对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条件和自身的
工作环境都存在很多不满，但其岗位本身流动性
高、规范性差，工人们对于用人单位或行业内工
会的状况和功能都不甚了解，难以申诉权益。 因
此，尽管新一代工人群体拥有了更多与资方抗衡
的力量，但越来越多灵活从业与共享经济业态使
得他们仍然面对着渠道不通畅的困境，作为非公
企业工人代表的工会起不到作用。 相对于高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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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化和有序管理的公有制企业工会，非公有制企
业工会无论是在组织和吸引工人方面，还是在服
务和团结会员的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 基
层企业工会官办性质和行政化色彩突出，很多是
“影子工会”“数字工会”，加上企业工会主席兼职
现象普遍， 导致工会组织代表性和独立性都不
强，工人无法通过工会表达对于企业的不满和诉
求。 在当前经济下行、寻求结构转型的总体态势
下，工人群体和企业方各自力量的壮大将是长期
趋势，也将会带来种种劳资矛盾与冲突。

（二） 工人群体代际更迭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伴随着非公企业蓬勃发

展的是企业职工群体结构的巨大变化。 据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7年末，我国农
民工数量已经达到 2.8652 亿， 其中外出农民工
1.7185亿 。在外出农民工群体中，“80后”“90后”
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队伍主体。 不同于老一代
工人群体看重“铁饭碗”，吃苦耐劳，维权意识较
弱， 新生代的工人群体多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
不仅数量庞大，还呈现典型的新特征。 一方面，他
们生活在国家发展更快更好的时代，接受教育的
程度较过去普遍提高， 较早熟悉了城市生活，反
而与农村联系少，没有以农村为“根 ”的传统观
念，对互联网运用较多，了解和传播信息的渠道
广泛而先进。 另一方面，这种更现代、更开放的成
长环境，也使得新一代工人群体民主和维权意识
更强，维权手段和渠道更多。 他们忍耐程度更低，
敢于直接积极地向老板争取利益，善于利用社会
力量和网络力量寻求帮助、集结力量，并逐渐呈
现从权益型诉求向利益型诉求转变的趋势，劳资
关系稳定性也因此受到极大挑战[3][4]。

（三）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为国内制造业企业
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中国经济
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
界工厂”。 当今中国俨然已是贸易大国，但却并不
是贸易强国。 事实上，自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

济形势持续低迷，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乏力，
导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自 2008 年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 各国贸易限制
措施不断出台，提高关税、滥用反倾销措施等贸
易摩擦急剧增多， 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中国
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在失业
率高、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实行贸易保护
政策有利于减少贸易逆差、刺激国内经济发展，
因此在现阶段， 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于欧美国
家来说是有利的。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成功，
2017-2018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力实施
贸易保护政策以振兴美国本土制造业， 都是如
今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局势的代表性案
例。 2018 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要对世界
多国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采取反制措施，
2018 年 6 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 500 亿美
元产品按市价的 25%征收关税（7 月 6 日生效）。
单论涉案贸易额， 中美这场贸易战堪称国际贸
易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争端， 而作为对外贸易
依存度最高的经济大国之一， 中国劳动力市场
状况受对外贸运行状况影响极大。 因此自中美
贸易战爆发起，我国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在短期、
中期还是长期都将受到一定影响。

在短期，受贸易冲突影响的出口产业收入与
就业势必受到影响。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中国最
主要的出口国之一，2017 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
口总额为 153311亿元，进口 124790 亿元，贸易顺
差高达 28521亿元[5]，其中主要出口项目包括各类
设备、零件、金属、纺织品等。 而在美国公布的加
征关税清单中，所涉及的中国商品也集中分布在
这些主要出口项目中，这就说明美国向中国挥出
的这根关税大棒，将实实在在地落在中国相应出
口企业的身上。 对于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而言，
加征 25%关税就意味着其市场竞争力将会低于
美国本土产品，因此至少是在短期内将会被淘汰
出美国市场。 相应地，出口企业要么积极寻求技
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消化关税冲击，要么就只
能坐以待毙，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们没有了收入来
源和生活保障，不仅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产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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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而从中长期来看，
作为世界最大两个贸易体，中美贸易战的走向直
接决定了未来的全球贸易局势和劳动力市场状
况。 倘若贸易战失控、恶化，不仅将导致中国经济
发展停滞，更会有激起全球经济贸易倒退的潜在
风险。 一旦各国纷纷从贸易开放转向贸易封闭，
仅仅依靠内需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各国经济发
展质量都必然下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会畸
形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极为不利。

二、中国工会的历史困境
在新常态背景下，面对产业转型的历史目标

和国际贸易的严峻形势，如何助力民营企业顺利
挺过难关，同时协调好其与新生代工人之间日益
紧张的劳动关系， 是中国工会应当承担的责任，
更是在当下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 然而，无论是
内在的动力机制还是外在的约束条件，我国工会
工作模式都存在很多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的
社会功能发挥十分有限，甚至被有些学者看作是
田间的“稻草人”。 孙中伟和贺霞旭认为，中国工
会在作用机制上， 既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垄断供
给，也不能代表工人参加集体谈判和订立集体合
同，因而是一种类似“稻草人”的机制 [6]。 “稻草人
机制”指的是农作物成熟时，农民在田间地头以
稻草扎制稻草人驱赶偷食的飞鸟的一种监督机
制。 稻草人监督机制的主要特征包括：功能的象
征性与功能的模糊性。 功能的象征性体现在，中
国的企业建立工会，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
人主体地位，企业借机获得政治合法性与社会舆
论的认可。 而功能的模糊性在于，尽管工会充当
着企业与上级工会以及政府的沟通桥梁，但其作
用效果有限， 对工人集体谈判权的主导性很弱，
起不到真正为职工争取利益的作用。 同时，中国
工会往往没有非常严格和清晰的成员身份，工会
的组织边界模糊不清，有些员工加入工会甚至不
需要缴纳会费和登记注册，许多员工根本就不知
道自己所在的企业是否有工会以及自己是否是
工会成员。 由于这种成员身份和管理边界的模糊
性，工会在保障员工劳动权益时也不太区分员工

是否是工会会员，从而导致工会组织大多流于形
式，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中国工会这种尴尬的
角色定位，源于经济体制、法律和政治等多方面
的原因。

（一） 经济体制与法律原因
一般来说，工会的作用取决于它的性质和定

位，而工会的性质和定位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体
制。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工会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
育成熟，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已经形成了
稳定有效的三方协商机制，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
表，在集体协商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与政府和企
业进行谈判，争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在社会
主义国家， 由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其工会模式从一开始就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
存在很大区别[7]。

现有实践表明，我国工会维护员工基本权益
的行为根本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现
实需求，这也是中国工会被批评最多的地方。首先，
我国正处于社会重要转型期，但相关法律制度对工
会维权的保障并不完善有力。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
立起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以及劳动关系
调节机制，法制建设不完善直接导致劳动关系双方
力量失衡，职工的合法权益被企业侵犯而得不到维
护。尽管我国工会在长期的艰苦实践中不断探索工
会的基本职责及其法律保障[8]，并在 2001年新修改
的《工会法》中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
会的基本职责”，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律制度
滞后于形势，存在难以操作、无法有效保障工会
维权的缺陷。 其次，我国工会并无执法权，无法有
效制止企业的违法行为。 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拥
有用行政手段强行制止企业侵害职工合法权益
的权力， 面对对工会监督不予理会的违法企业，
工会很多情况下束手无策。 最后，工会维权手段
缺乏，集体谈判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我国现行法
律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度对工会集体谈判保障不
力，导致工会维权手段单一，缺乏科学的维权手
段 [9]。 部分劳动者也并不相信隶属于行政组织的
工会能够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在劳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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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时往往不对工会抱有指望， 而是自发组织，

甚至接受活动于当地的境外劳动 NGO 的帮助，

发起罢工，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 以广东为

例， 广东是中国和全世界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

区，有近 4000 万产业工人，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外

省地区。 近年来，广东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

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

工权益意识增长，利益主体分化，劳资冲突事件

急剧上升。 在罢工发生时，资方和政府往往都感

到棘手，一方面，新生代工人知识化、理性化，无

惧资方的强硬态度，罢工态势很难消软；另一方

面，政府在遇到涉及人数多、金额高、影响大的罢

工事件时，也不敢轻易通过变通执法来包庇和维

护企业，从而使得罢工处于僵持状态。

（二） 政治原因

在中国，工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工人群

众的唯一合法组织。 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

的劳动关系表现为工人隶属于企业，企业隶属于

政府的“三位一体”的依附关系，单位以“父爱主

义”（paternalism） 模式为工人提供工作和生活保

障，工人和企业形成了一个“大家族”， 双方是利

益一致的合作关系。 因此，作为工人代表的工会

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不作为劳动力分配的工具，而

是作为向工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文化娱乐服

务的组织。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强调工会要密

切联系群众，替工人说话办事。 1988 年工会十一
大首次提出工会具有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

社会职能，2001 年，《工会法》的修改进一步确定，

工会的基本职能包括代表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动员和组织职工参加经济建设、组织和教育

职工依法参与民主管理等。 总的来说，在我国，工

会是维护会员基本权益、 参与社会公共决策、处

理劳动关系的重要组织。

中国工会在中国政治中的这种特殊定位，决

定了国家的行政性权力而不是工人团结的力量

才是中国工会真正的权力来源。 因此，中国工会

在实践中难以很好地代表工人的利益和团结工
人[10]。 首先，我国的工会会员尽管数量庞大，但是
基层工会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基于职工
自愿、自下而上组建的工会还比较少。 许多工会
会员甚至根本不清楚他们是否加入了公司的工
会，而工会工作者的任务也沦为收取会费，给会
员统一预定春节火车票，以及在节假日为工会会
员派发一些米面油等生活用品等简单工作。 从这
个角度来看，基层工会缺乏组织活力，企业行政
委派任命工会主席的普遍做法也带来了较强的
行政化与官僚化色彩。 其次，基层工会独立性不
强，维权手段单薄。 基层工会极度依附于雇主，许
多基层工会的工作者实质上就是企业的中层管
理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维权工作很难独立开展。
同时工会无法采取强硬措施为职工争取利益，这
更加削弱了工会的力量[11]。 工会在代表职工进行
维权工作上能具有多大的力量，取决于它在党的
全局工作中的定位。 全国总工会在 2006 提出的
“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维权观”， 认为中国要发展和谐劳动关
系具有主体利益关系一致性和合作性的特征。 这
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劳动关系的原则
仍然是合作为主，淡化冲突，因此工会也不会通
过采取强硬措施来为职工争取利益。 最后，我国
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发展不足，集体协商和员工
参与等维权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流于形式。 我国的
市场经济化转型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经济体制改
革已经基本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行业
工会和产业工会是十分现实的需要，行业和产业
工会是最能够唤起劳工的团结意识、凝聚劳工力
量从而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组织体制。

三、“互联网+”时代的工会突围
我国工会一方面要直面自身存在的不足，在

现有的制度空间下扩展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面
临产业结构和工人结构以及企业外部经济环境
的挑战，需不断探索振兴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
有效途径，可谓使命深远。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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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 中国互联网用户及移动终端用户近 10
亿，作为适龄劳动者，移动电话作为日常通讯工
具早已经普及。 智能移动终端持有者在传统劳动
者当中使用比例不断攀升，而新生代农民工及新
一代产业工人则基本普及。 对于手机网民来说，
碎片化阅读及信息获取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之
前的报刊等平面媒体， 及传统的电视节目传送。
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在“互联网+”热潮下，
2015 年 11 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因势利导， 顺势
提出制定和实施“互联网+”工会行动计划，给工
会改革方向带来了新的启示。 互联网赋能于基层
工会，改善了工会组织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让
工会能够贴近群众，服务与维权双管齐下，为激
活工会的“稻草人”角色带来了希望。

（一） 互联网的优势与潜力
从近四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互联网被

提及的频率很高，2014 年“互联网”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被提及 2次，2015年被提及 8次，2016 年“互
联网”被提及的频率达到 12次。 2017年中国共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互联网” 被提及 8次。 全国
总工会在改革中，还成立了网络工作部，这是全
总成立九十年来一个全新的部门。 2017年年初全
总印发 《全国工会网上工作纲要 （2017-2020
年）》，提出“互联网+工会”的十大类应用建设，其
中在权益维护类中重点强调打造困难职工帮扶
管理系统、农民工服务系统、职工法律服务系统
(法联网)、 劳动保护应用系统、 职工意见征求系
统、集体协商工作服务系统、女职工服务系统和
对口援疆援藏工作服务系统这 8 大类系统。 全总
对于“互联网+”工会工作的强调，直接展现了“互
联网+”在推动工会转型与升级方面的巨大潜力。

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不
仅催生了共享经济与各种基于互联网平台运行
的新型业态，更见证了这些从业人员的联合意识
觉醒。 传统服务业例如货运司机等，在过去由于
工作性质的限制，结识和联系同行工友的时间很
少，互相之间交换信息、沟通诉求的机会几乎没
有，导致从业者分散、闭塞，即使自身权益受到侵

害，也意识不到或是反抗无门。 而现如今，越来越
多的货运司机们开始建立工友微信群，在群中共
享招聘信息、了解彼此状况、表达权益诉求、寻求
群体支持等。 从服务业人员的这些自发性行为来
看， 互联网在维护工人权益上有极大的优势，这
也给了工会建设者以极大的启发。 首先，互联网
的便捷性能够实现信息实时互通，保证诉求及时
得到表达和回应；其次，互联网的交互性能够团
结工人，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时间和场所比较分
散、不确定性高的岗位，互联网使得他们随时、随
地可以与其他工友交流；最后，互联网的虚拟性
也可以消除部分工人对企业“报复”行为的心理
担忧，使他们能够大胆直接说出自己的不满与诉
求，敦促企业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报酬等。 因
此，工会有必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建立新
媒体平台、官方网站以及 APP 等，不仅提高自身
的服务效率，更要保证充分维护会员权益。

1. “互联网+”有助于工会更好地服务会员
信息化和互联网平台的运用都是 “互联网+

工会” 的重要内容。 在工会内部网络中，“互联
网+”模式能够优化工会工作流程，提高工会运行
效率，进而提高会员参与的积极性。 例如，工会网
站、 公众号与 APP 等新载体极大地方便了会员，
无论是新会员申请入会还是老会员享受工会的
自助服务，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电子化系统的便捷
性和高效性。 其次，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工具的
引入，使得对职工的个性化服务成为可能。 相比
于依赖基层工会干部 “发现—上报—开展工作”
的传统模式，会员信息库的建立和应用能够有效
提升工会帮扶和精准服务的主动性与完备性 [12]。
最后，在“互联网+”模式下，微信、讨论组、公众号
等媒介的广泛应用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输，促进
了会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密切互动。 这种参与式
的社交网络有利于会员培养归属感和与其他会
员的亲密感，从而培育工会组织文化、提升工会
组织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模式还有助
于拓展工会的社会资源。 传统工会工作的开展主
要依靠工会自己的资源，向外拓展需要耗费极大
的成本。 而“互联网+”模式则极大地削减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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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和联合社会力量的成本。 通过官方微博、公
众号等公共传播媒介，工会可以轻松地塑造工会
形象、宣传工会工作成果。 除此之外，利用移动互
联网与二维码技术，电子化的职工会员卡的用途
可以极大地拓展，工会通过发展与各类商业平台
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为会员提供购物、交通、餐
饮、医疗等生活各方面的优惠服务，通过这种“看
得见的利益”培养组织认同与依赖。

2. “互联网+”有助于工会维护会员权益
“互联网+”模式不仅要突出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工具的辅助性作用，还更加强调传
统工会运行与组织方式的网络化革新。 首先，“互
联网+”有助于实现工会维权组织形式多元化。 传
统的工会行政色彩浓厚，并且因为各方制约而难
以充分发挥实际效果。 与传统的科层结构相反，
“互联网+”模式下的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趋势[13]，
信息传递的虚拟性与及时性使得整个工会网络
中的任何人都能够影响工会的决策，从而破除科
层结构的维权机制缺陷。 其次，“互联网+”有助于
实现维权渠道多样化。 传统时代工会由于缺乏行
政权力，对于企业的违法行为只能起到监督的作
用，并不能真正阻止企业的违法行为。 广大职工
想要表达诉求的渠道也非常单一，回复和反馈都
不及时，维权效率低下。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
及时性、多样性和广泛传播为维权信息的获取和
维权诉求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渠道，并且也符合
新一代职工广泛使用手机与互联网来了解和扩
散信息的特点。 以“工人在线”为例，这是我国工
会系统首例开通的问政平台，在广东省总工会的
积极推广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通过 “工人在
线”，工会向工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问
政渠道，实现了公众问政于政府、政府问策于公
众的双向互动过程，不仅拉近了工会与群众的距
离，而且创新了工会工作机制，提升了工会的社
会形象与认可度 [14][15]。 最后，“互联网+”有助于实
现维权内容时代化。 新一代工人群体正在崛起，
他们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这就要求工会
不断创新工作内容和机制。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劳资矛盾频发的背后，暗示了新一代制造业工人

群体正在崛起，不同于其父辈的是，他们的权利
意识和法律认知有了大幅提升。 新一代农民工及
新生代工人群体不再满足于最低工资这样的“底
线”保障，而是提出了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更高
的利益诉求。因此，工会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正视职工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在维护职
工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些“老”权利的基础
上，争取职工的保障权、发展权等更高层次的权
利。

（二） 智慧工会建设路径探究
“互联网+”行动计划本质上是改变传统组织

单向被动的工作方式，这正好呼应了中国工会组
织焕发活力、打破束缚的需求，因而成为中国经
济转型下工会寻求改革的突破口。 在社会转型
期，各级工会组织的民主化、群众化改革迫在眉
睫、势在必行，但如何在现有的体制空间和党的
执政路线下扩大可能的活动空间、加强与群众的
联系，是工会改革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根据全
总提出的“智慧工会”发展目标和建设路径来看，
顶层设计、平台建设、服务开展和人才建设是其
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首先是做好顶层设计。 作为一个庞大的、层
级众多的组织，中国工会的建设和管理难度远远
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也是我国工会在目标建设
和工作开展上求稳求和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建
设智慧工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整个系统
的稳定与完备。 在赋予基层工会以充分的服务职
工的能力的基础上， 要制定从上到下的统一规
划， 确保总工会能够及时掌握基层工会的动态，
防止出现过度放权的情况。

其次是建设好网上工作平台。 作为智慧工会
建设结果最直接的呈现与最根本的载体，网上工
作平台是工会开展一系列转型工作的基础。 因
此，必须保证各层级、各部门的工作平台互联互
通、协同互动，形成一个成熟、高效的工作系统，
在破除层级与信息壁垒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会工
作形态和效率的升级。

再次是大力开展职工服务工作。 要贯彻好
《全国工会网上工作纲要（2017-2020 年）》，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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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冲的是要保证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服务的全
面与贴心，包括及时更新的新闻推送、全面共享
的大数据库、畅通的职工热线、个性化的职工生
活服务等。 在会员管理方面，要做到实名制管理，
明确工会组织的边界。 对于已入会的会员，充分
利用大数据技术做到个性化服务和精准帮扶。 除
此之外， 要注重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让
职工不仅享受到线上服务和维权的便利，更能感
受到工会线下传递的切实温暖，从而培养职工的
组织归属感。

最后是加强人才建设。 工会的互联网转型离
不开技术的支撑，因此必须不断引进专业团队和
互联网人才， 将互联网转型的技术基础打好，确
保行政系统的稳定与信息安全，为将来拓展工作
内容做准备[16]。 除了向内引进，还要向外发展，通
过进修、学习等多种方式培养内部熟谙工会工作
的年轻骨干，鼓励学习计算机和网络知识，向复
合型人才发展，成为新型工会组织中的顶梁柱。

“互联网+”思维的兴起，体现了当今的组织
管理与运行机制的动态化趋势。 改革的目的不是
让传统的工作方式在网上重现，成为传统的组织
管理与工作流程的单向延伸，而是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运作规律和优势， 重新整合工会的工作流
程。 “互联网+”模式极大的灵活性与扩展性能够
发挥组织网络中每个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克服
工会科层结构流动性和互通效率低、运行机制僵
化、可利用资源少、活动形式单一等弊端。 充分利
用“互联网+”的优势，不断提升以工会会员为主
体的扁平型组织结构的运行效率和维权力量，将
是我国工会改革势在必行的方向。

四、结语
“互联网+”虽然为我国工会组织提供了新的

与工会会员的沟通渠道及信息交流方式，但我们
不能因此而偏废传统工会工作方式。 新时代我们
更应该注意线上活动与线下工作紧密结合。 网络
毕竟是虚拟空间，因为没有立法要求用户必须实
名制，真实意识的表达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这也
给价值信息沟通和筛选带来挑战。 因此，为了让

工会工作深入到会员与群众当中去，必须割除对
网络工作的一味依赖，主动深入群众及会员的实
际生活与工作当中去。 笔者通过比较一些工会
APP 的应用情况，发现很多 APP 其实处于僵尸状
态，并非工会会员人人皆知并使用，安装及使用
普及率较低。 从这一点来看，工会在互联网+时代
所开发的工会应用新产品明显缺乏新颖性及受
众的拥趸，这一点也反映出我们在研究工会会员
专业需求上的严重不足，与传统工会工作存在脱
离群众和会员极其类似。 我们应该在充分理解供
给侧改革理论的基础上， 做好扎实的田野调查，
深度挖掘 “互联网+” 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信息需
求，借鉴当下受欢迎的工作学习应用如“学习强
国”APP 等， 开发会员喜闻乐见的信息获取渠道
及沟通方式，使网络沟通成为线下活动之外一种
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 全国或地方工会组织应从
顶层设计角度系统全面地考虑行业工会与基层
工会工作的共性和特性， 革除传统工会工作弊
端，主动吸引具有专业沟通能力、管理知识并认
同工会社会意义和价值的人才参与到工会工作
来， 主动深入到基层会员及群众生活当中去，紧
密联系群众，及时反应并解决他们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联系各主管部门、商业机构及社团
与会员进行有效沟通，只有这样工会工作才会得
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除此之外，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及推动社
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劳动关系和谐
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追求劳动关系和谐，实
现劳资双赢是工会组织的根本出发点。 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化，工会组织仍需下大力气探索研究和
实践协调劳动关系新的有效形式和机制，把企业
这个劳资双方共同缔造的平台打造成为劳动关
系双方的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国
外民粹主义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环
境，工会组织更应该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不断
提高工会组织的专业沟通技能，通过劳资双方共
同参与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劳资两利，增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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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带领职工与企业休戚与共，把企业打造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并且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使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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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Trade Union Transformation of Non-public
Enterprises under "New Normal"

Tu Yongqian, Yu Mengge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wadays, China's non-public enterprises are
facing the risk of labor-capital conflic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nsformati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of labor groups, and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However, from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oriented economy to today,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rade unions represen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are still very limited, m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imminent. Driven by the
"Internet Plus" boom,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propose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plan, which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trade union reform. "Internet Plus Trade Unions" not only
emphasizes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but also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right-protection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trade unions.

Key Words "New Normal" economy; non-public enterprises; labor-capital relations; trade union reform;
"Internet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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