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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
过程、条件及局限*

吴建平

提要: 地方工会既不具有社会动员力量，也不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地方
工会只能一方面在组织结构层面，以正式的、制度化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及相
关部门“借力”，并对之进行整合，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在个体行动层面以
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协调与借力部门的关系，进而维系和利用这种
“合力”来履行其职能。在此过程中，权力、利益、情感和伦理等因素被糅合
在一起，看似相互矛盾的公益与私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因素
却彼此相辅相成。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机制直接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多方利
益的权衡，并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再加上地方工会与企业工会的有机联系不
足，使得这种运作机制在基层实施的效果被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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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劳动关系已基本完成从行政主导型向市场主

导型的转变。在此程中，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传统国有

企业中职工对企业的制度性依赖，以及早期乡镇企业中的社会性合约

或利益共同体( 华尔德，1996; 折晓叶、陈婴婴，2005 ) 逐渐转变为以利

益交换和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劳资关系。有研究者甚至以“混乱的专

制”( disorganized despotism) 来描述此时期的工厂体制( Lee，1999) 。进

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卷入全球化资本和市场体系中，我

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按照资本的逻辑重建。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

础变成“世界工厂”，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渠敬东等，2009) ，这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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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 － 2007 年全国

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从 4. 8 万件上升到 35 万件，年平均增长率为

20. 3%。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及《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2008 年全国

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陡增至 69. 3 万件，比上年增长 98%，此后虽稍

有回落，但一直维持在 60 多万件水平。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领导下

的各级工会( 后文简称“中国工会”) 因此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会开始强调“工会服务于党的中

心任务的主要手段是维护”( 尉健行，2008: 102) 。同时，针对非公企业

劳资矛盾突出及建会困难的问题，中国工会还在 20 世纪末进行了一场

“建会运动”，并通过将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纳入到党的工作考核

目标的方式来动员地方党政支持建会 ( 尉健行，2008: 166 － 167 ) 。虽

然建会效果显著，但企业工会数量的快速上升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并

不相称。由于企业工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对资方存在依附关系，加上

现有体制使企业工会缺乏压力机制( 乔健、钱俊月，2010) ，企业工会存

在明显的“制度性弱势”( 冯刚，2006) 。
在此背景下，工会维护职能的履行逐渐由企业层面上提到地方层

面。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地方工会已成为中国工会制

度与机制创新的重要行动者。这表现在以地方工会命名的模式层出不

穷，比如“义乌模式”、“昆山模式”、“大连模式”、“泉州模式”、“沈阳模

式”( 吴建平，2011)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相比企业工会的弱

势，地方工会是如何发挥其职能的? 各地方工会面临相似的体制环境，

它们是否也具有相同的运作机制? 更重要的是，地方工会运作的前提

条件是什么? 局限是什么?

二、文献评述

伴随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学界对中国工会的角色与职能已

有较多研究和讨论，大致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规范性或政策性研究仍居多数，但实证性研究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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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 ) 。年

平均增长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而得。



早期的规范性研究中，不乏以国外工会理论或模式，尤其是法团主义和

市民社会理论为参照的研究 ( Chan，1993; White，1996; Howell，2003;

Chen，2003) ，试图说明中国工会应走出国家主义模式 ( 即作为国家机

器的构成部分，主要发挥吸纳和控制而非代表功能) ( Harper，1969;

Clarke，2005) 。而近年来的实证性研究则日益淡化这种理论想象和制

度移植思维，更多关注中国工会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及其实际行动。
第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对中国工会进行简单的否定或批评，

而是在指出问题的同时肯定了中国工会的变革努力 ( Chen，2009;

Howell，2008; Zhang，2009; 李力东，2012; 吴建平，2012; 闻效仪，2014 ) 。
特别是近年来的定量研究大都认为中国工会能显著改善会员的劳动权

益，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福利、提升各类保险覆盖率和劳动合同

签订率( 姚洋、钟宁桦，2008; 姚先国等，2009; 刘海洋等，2013; 魏下海

等，2013; 刘爱玉等，2014; 李明、徐建炜，2014 ) 。也有研究认为工会虽

不能保障劳动者的“增长型权益”，但能保证其“底线型权益”，特别是

对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最低工资符合率、社会保险参保率以及避免权

益受侵害等劳动权益指标具有显著作用( 孙中伟、贺霞旭，2012) 。
第三，对中国工会的各种批评一直存在。有研究就批评它存在脱

离职工群众的问题( 游正林，2010 ) ，而职工对工会的认可度也一直不

高( 吴建平，2012: 9) 。要解释这种现象就必须将研究视角置于具体的

行动层面。中国工会主要由全国总工会、各级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组

成。① 尽管它们构成了统一的组织体系，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制

度，但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

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下，②各级工会实际上存在较大的内部差

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同级工会之间( 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工会) ，

而且表现在不同层级的工会之间。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已经

注意这些差异，并专门对工会领导机关和基层工会做出区分，指出前者

因其在国家党政机关中的正式位置而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如参与法律

法规的制定、推动企业建立工会和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及调解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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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乔健( 2008) 指出，作为工会意识和劳工意识最主要的载体，产业或行业工会一直未能成

为工会改革的重要议程。需要说明的是，基层工会是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其他社会组

织建立的工会。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其中的企业工会。
1958 年“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同级党委领

导为主”的原则，此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议等，而后者相对弱势，难以有效地代表职工或落实上级工会的要求

( Chen，2009; Zhang，2009) 。也有研究者区分出中央( 即全总) 、地方和

企业三个层级，认为全总能较好地推动劳动法和相关法规的制定，相对

不受招商引资工作的干扰，而这恰恰是地方工会面临的问题，至于企业

工会则受到更多来自雇主的约束( Bai，2011) 。总之，各级工会因所处

的结构位置不同，所面对的劳动问题、设定的组织目标和掌握的行动资

源也就存在差异。研究者应从对工会问题的一般性分析转向到对特定

层级工会问题的具体分析。
第四，在对不同层级工会的分析中，企业工会一直最受关注。大多

数研究者认为，在维护职工实质性的利益诉求方面，企业工会难以明确

地站在职工立场上( Chen，2004，2009; 吴亚平，2010; 徐小洪，2010; 闻效

仪，2013) 。一些企业工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企业组织文娱活动，有些

甚至超常规地介入生产管理过程，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游正林，

2011)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工会难以承担但又必须得到履行的一些

维护职能开始转移到地方工会，这被称为“上代下”，例如由地方工会

来推行企业层面的工资集体协商( 杨正喜，2014) 。全总也在探索这种

“上代下”制度。① 地方工会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出了诸如

“社会化维权模式”、“地方治理参与”、“准官僚组织”、“公转与自转”
等概念( 韩福国等，2008; 吴建平，2012; 王向民，2014; 王珍宝，2015) 。

简言之，学界对中国工会的研究正在逐渐摆脱制度移植思维，转向

对中国工会的结构处境和行动结果的理性分析，以探讨中国工会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就对职工实质性利益( 工资工时、
社会保险和劳动安全等) 的代表和维护而言，地方工会逐渐成为重要

的行动者。这种转变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此前，在

单位体制下，企业工会是主要行动者，服从于单位制逻辑，形成了“以

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职能结构。此后，因国企职

工下岗失业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以及迅速发展的非公企业中产生的大

量劳资冲突，使得中国工会不得不参与实施“再就业工程”和“送温暖

工程”，以及在非公企业中开展“建会运动”，而这些主要是由地方工会

来实施( 吴建平，2012: 104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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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2014 年颁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就强调“在

基层工会难以履行维权职责时，上级工会要加强指导帮助或‘上代下’维权”。



本文将所研究的地方工会设定为市县级总工会，这主要有两个原

因。首先，在属地化管理原则下，绝大多数企业都直接受其所在地的市

县级政府管辖，市县级总工会也相应地成为地方劳动关系治理的主要

参与者; 其次，市县级总工会既是基层工会的直接领导者，也是上级工

会政策的主要落实者，直接面对基层的劳资矛盾问题。那么，市县级总

工会是怎样运作的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工会的特殊性质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工

会以工人的产业行动力量为依托，与雇主就雇佣条件进行集体谈判并

达成集体合同。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工会不仅不能采用这

种社会动员的力量，而且还有职责去消解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 Chen，

2003) 。另外，虽然地方工会是企业工会的上级领导，但在“以同级党

委领导为主”的领导原则下，地方工会对企业工会主要是业务指导，因

此也不可能去动员企业工会作为自己依靠的力量。
那么，地方工会是否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呢? 陈峰 ( Chen，

2009) 认为，地方工会干部的公务员身份让地方工会具有了正式的政府

部门地位; 同时，地方工会主席通常是地方党委成员，这又让地方工会具

有了正式的党内身份。因此，他认为地方工会是个事实上的政府机关

( de facto government organ) ，其权力本质上是行政权力 ( administrative
power) 。地方工会之所以能履行其职能，正是依靠其凭借在党政机构

中的正式地位和身份而获得的行政力量。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从结构和制度层面看，地方工会

确实具有正式的党政地位，而且这也是中国工会的“政治优势”。但

是，这种正式位置并不必然赋予工会相应的行政权力。不仅官方媒体

指出工会“是一个没有执法权的群众团体，很多情况下，面对侵犯职工

合法权益的事件，工会除了加强正面宣传或参与调解外，很难拿出制约

措施”( 鲍冬和，2006) ; 而且，地方工会干部们也会强调，工会“不具备

如同行政那样的权力”( 苗丰仁、王建翎，2008) ; 工会是社会团体组织，

“一无处罚裁决权，二无强制执行权”( 陈有德，2005) ;“工会强化维权

乃职责所需，但自身又没有司法权、执法权”( 孙覆海，2014) 。此外，曾

是全总主席的尉健行( 2008: 308) 也指出“工会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

计权”，只具有“监督权”。在缺乏上述两种权力的情况下，监督权也容

易被弱化，如周飞舟( 2012: 175 ) 对类似的监督权所形容的那样，这只

是一种“督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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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地

方工会究竟是如何履行其职能的呢? 前述的“义乌模式”曾得到中央

领导批示并被全国总工会作为经验模式推广。对该模式的媒体报道和

学界研究都较多，本文尝试从这些报道和研究入手，引出对地方工会运

作机制的探讨。
义乌工会的运作机制被概括为“借力”，即“争取党委、政府、新闻

媒体、律师事务所等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李刚殷、王娇萍，

2005) ，也就是“借助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的实体力量”( 王向民，2014:

98) 。比如，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时，聘请市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公

检法和人社局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为特邀顾问; 与司法局联合发文，

成立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把工会法律援助融入市法律援

助体系; 在劳动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工会与劳动监察大队一同进行案件

和纠纷的调查取证，并让工会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参加仲裁; 遇到重

大案件，邀请电视台和报社记者来报道等( 陈有德，2005 ) 。其实质是

义乌工会在地方党政的支持下，根据需要向具有行政权力或社会影响

力的部门借取力量，来完成工作目标。
这种模式被概括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方配合、工会运作、职

工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模式，“就是工会融入整个社会维权体系当中，

与其他部门联合，形成维权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意识”( 韩福国等，2008:

131) 。具体而言，社会化维权模式以义乌党政的支持为基础，总工会

为平台，“联合劳动、卫生、安监、及司法行政等部门，吸纳了新闻、高

校、法律服务机构、群众团体以及异地工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凸现

了职工维权主体的社会化、多元化、协调化”( 陈有德，2010) 。
义乌工会的这种“借力”运作方式，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值得深入

探讨。首先，这种运作方式在经验上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可列举官方媒

体报道的一些例子: 如海南东方市总工会为推动外企组建工会，在市委

的支持下，请工商、财税、劳动保障等部门在进行工商年检、税务稽查、
劳动监察时，把是否建有工会列为必检内容( 赖志凯，2006) ; 江苏淮安

市总工会为推动企业落实保障职工权益的社会责任，与经贸委、外经贸

局、工商局、工商联、劳动保障学会、企业家协会等六部门在全市开展

“ISA 诚信企业”评审活动，还与民政局协作筹集善款( 蒋建亚，2006 ) 。
各地方工会的运作看似繁杂，但实质上都是“借力”运作。它们之间的

差别不过是借力的部门及解决的问题不同。就义乌工会而言，虽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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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一些新发展，如维权内容从劳动经济权益向多种权益转变，维权时

序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等( 陈有德，2010 ) ，但也都只是借力的

部门和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而已。
借力运作在经验上的这种普遍性意义也使其具有了理论上的分析

价值。对中国工会进行理论分析不能局限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分析，

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国工会是怎样在这种结构性位置上行动的。借力运

作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另外，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国家以行政方式来

调控劳动关系并由此形成的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也面临着重塑的需要。
从上述对借力运作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国家是始终在场的。一种可能

的研究假设是: 工会可能成为国家重塑其与工人关系的重要载体。所

以，深入分析借力运作能够打开理解国家与工人关系的窗口。
现有文献虽然概括出了“借力”概念，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追问:

首先，地方工会为什么能够向这些部门借到力，其借力的前提是什么?

其次，是不是借到力后就能顺利地解决职工问题? 需要采取怎样的技

术或策略? 最后，这种借力运作带来了什么效果，又存在何种局限? 这

就需要对地方工会运作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探析其具体过程、机制、
技术和逻辑( 孙立平，2002 ) 。本文选取了两个案例: 一个来自县级市

K 市，访谈对象主要是 K 市总工会干部; 另一个来自地级市 Y 市，访谈

对象包括了 Y 市总工会及其下属的 X 县和 J 县总工会干部。

三、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两个案例

( 一) K 市总工会的工资支付保证制度

K 市是全国百强县市，曾一度像个大工地。最多时建筑施工队伍

达到 400 多家，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常有之事，为此，K 市总工会于 2003
年在全国首创了“工资支付保证”制度。施工单位要想拿到施工许可

证，首先必须将一笔“工资支付保证金”转入专门的银行账户( 也可找

金融公司或本地担保公司担保) ，然后持凭证到市行政审批中心建设

局窗口办理。经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审核盖章后，再转由建设局审批

发放施工许可证。如果施工单位同时开工几个项目，就必须提供相应

笔数的保证金，这叫“一证一保证”。那么，K 市总工会是怎样推行这

种具有行政强制特点且直接触及企业实质利益的制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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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拖欠会引发农民工的追讨行为，而追讨方式往往是非制度化，

甚至非理性的。工资拖欠问题逐渐成为 K 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稳定问

题: 首先，市委书记提议让市总工会拿办法; 接着，市政府于 2003 年初

做出批示，明确要求市总工会会同建设局和劳动局拿出办法。在这种

情况下，市总工会才“因势利导”，制定了“工资支付保证”办法。地方

政府的明确批示构成了整项工作的根本前提和源动力。

一定要到那个份上，也就是政府的主要领导重视，要求拿出一

个办法，我们就因势利导把这个办法推到他面前……市长在做批

示的时候请总工会、建设局、劳动局议定一个办法。如果他不写得

这么明白的话，我看也不会( 这么做) 。如果他说: 请总工会协商。
那么我们就去协商吧，谁都拎得清的。( K 市总工会维保部部长

第二次访谈)

虽有政府批示，但市总工会缺乏行政权力，所以必须借助批示中被

点名的劳动局和建设局的力量。而这两个部门之所以愿意配合，除了

有批示的明确要求，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问题时，

“实际上第一要找建设局，接下来是劳动局，再下来才是总工会”。但

这两个部门无力单独处理这一令人“焦头烂额”之事。这个问题还需

归因于建筑业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包工头—农民工”的组织链。
一般而言，拖欠工资是施工单位对包工头的拖欠，但背后往往是因为建

设单位拖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而这种拖欠常常牵涉政府。建设局虽

有权，但没办法行使。

建设资金要到位，需要建设局审核过了，才发施工许可证。但

建设工程中掺杂了相当比重的政府工程，政府要做事的时候，它可

能会违规，而且它有条件去违规。资金不足它也要开工，它就要施

工企业垫资施工。建设局能不发给政府的工程施工许可证吗? 有

的施工企业认为政府的工程不怕赖钱，只不过晚一点给罢了。( K
市总工会维保部部长第二次访谈)

由于包工头与农民工常常是老乡或熟人，所以一般不签订劳动合

同。这增加了劳动局介入的难度，且这种争议的复杂性也足以让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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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望而却步。

劳动争议案件，( 劳动局) 能够不动的就不动，说: 到工会去，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大家对这个事情总感到难办……他们觉

得正好你总工会想干，反正总工会从上到下喜欢揽活啊! 作为劳

动局来说呢，当然求之不得! ( K 市总工会维保部部长第二次

访谈)

所以，建设局和劳动局都希望市总工会参与进来。有了市政府的

批示及劳动局、建设局的支持，市总工会开始探索: 与其事后追讨工资，

不如事前要求施工单位提供“工资支付保证”。但这只是初步构想，其

中还涉及一些技术性问题。此外，如何去说服施工单位呢? 于是，市总

工会先找来一些施工单位进行了数次非正式协商，施工单位也确实给

出了建议，比如工程项目应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的合理数额; 但也提出

了质疑，认为“这一巴掌”不应打在他们施工单位身上，而应打在建设

单位身上。但如前所述，建设单位往往与政府有关，所以市总工会只能

去劝说，并给施工单位一些改变的希望，以换取他们的同意。

我们说了好多话，意思就是这一巴掌对他们来说是不大合适，

但请相信我们，这是国家大局……( 为了) 暂时让他们感觉到好像

不是看不到希望，我们又对他们承诺，到时要搞工程款支付担保。
这对施工企业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这一巴掌他们也就愿意挨

了。( K 市总工会维保部部长第一次和第二次访谈)

老板们还提出是否可以有优惠政策。于是，K 市总工会拟定了两

个优惠办法: 其一是企业的荣誉和资质可作担保，比如建设局评定的

“诚信企业”; 其二是如果往年没发生工资拖欠，以后可逐步降低保证

金额度。为此，市总工会还进行“工资支付诚信单位”的评选。为提升

评选的份量，市总工会主动将它融入到建设局的“企业诚信等级评比”
当中。这样，建设局在年底评比时，不仅考虑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文明

施工等情况，还要考虑工资拖欠情况。
这些施工单位的老板为什么愿意参加这种非正式协商，并最终接

受这种强制性要求呢? 关键在于，市总工会找来的老板是乡镇企业改

111

专题研究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过程、条件及局限



制后的企业老板。这样，利益、情感和权力等因素都参杂在了一起。

在协商过程中，他们( 老板) 看到我们那个架势，一遛坐下来，

以为我们( 工会干部) 都是领导……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在县市

里，像我们这种人跑来跑去，人们都叫我们领导，但我们不是领导!

那些乡镇的建筑公司老板，在没有改制以前和我们的关系都相当

好。我们后来改制了，这些老板也仍然离不开我们。性质、身份一

变，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在。事先的非正式协商，找他们磨了不

知道多少遍。因为我们不懂，无从着手。就先和他们接触，这里面

也有些模范人物，如省劳模、市劳模，我们就紧紧抓住先进模范，相

对来说，说话、办事要容易得多。( K 市总工会维保部部长第一次

和第二次访谈)

经过多次非正式协商后，市总工会将“工资支付保证”制度基本明

确下来。不过在提交给市政府并由市政府以红头文件发布之前，必须

先解决一个问题: 凭什么增加这样一道类似于行政审批的程序，要求施

工单位预先提供“工资支付保证”，然后才发放施工许可证，而且还是

由不具有行政审批权的工会来审批呢?

这里面涉及一个行政许可问题。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办? 我

们就想到建一个行业工会，签一个集体合同，实际上是强制的，但

表面上是自愿的……我们专门起草了一个叫“两个确保”的集体

合同，就是确保建立劳动关系，确保工资发放……行业协会其实是

个半官方机构，由建设局来牵头，秘书长是建设局退下来的科长。
行业工会就是依托这个行业协会建立的，然后我们要求本地的企

业都要加入这个行业工会，还有长期在这里的外地企业。工会主

席也是建设局的。( K 市总工会维保部部长第一次访谈、K 市行政

审批中心工作人员访谈)

由于《劳动法》规定，劳资双方可以就劳动报酬问题进行集体协商

并签订集体合同。所以，市总工会便通过这种方式来赋予“工资支付

保证”制度法律上的合法性，然后再请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布，

又为该制度增添了政策上的行政约束力。此外，建设局和劳动局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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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又让集体合同附加了执行上的行政约束力。
由于集体合同只是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签订的，为了让它在每个

施工企业中都落实，市总工会即以集体合同为基础，要求每个施工企业

签一份《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包括企业概况和工程概况，以及一些

要求企业承诺的事项，实质就是让企业“承认市建筑业协会与市总工

会给他拟定的集体合同”。由于《承诺书》的签订是在行政审批中心建

设局窗口进行的，建设局的施工许可证成为了市总工会迫使企业签订

《承诺书》的坚强后盾。
最后，如果有企业拖欠工资且保证金不足，市总工会就会对企业进

行督促。企业若不予解决，市总工会就联合建设局等部门对企业信用

等级和资质进行降级。若是外地企业，就发函至企业注册地，让对方协

助处理，同时将企业从 K 市清理出去。事实上，K 市此前就曾一次赶

出 5 家企业，并将它们的情况公布到网上。
回顾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地方工会在党政结构中具有

正式身份，却苦于没有行政执法权，因此很难贯彻实施《工会法》。

哪条法律都可以执行，就是《工会法》不行。执行《工会法》的

人是没有执法权的，谁听他的? 他 ( 企业) 不让你进去有什么办

法? 安全部门如果发现问题，要你停业整改，你不得不停业。劳动

部门觉得不行，按《劳动法》给你罚款，他只好马上巴结上来。而

我们工会呢? 只有我们找他们，没有他们找我们……我今天义愤

填膺地要他( 企业) 怎么样怎么样，明天我也不要做了。现在好多

地方都说这是影响投资环境，这个帽子一戴谁受得了? ( K 市 Z
镇总工会主席访谈)

因此，地方工会的真正支持只能来自于地方政府。K 市总工会维

保部长直接说:“我们工会的好多工作，如果一级地方的党委政府不重

视，那么简直寸步难行!”这一说法，也可从别的工会干部那里得到

证实。

工会工作要得到党委的支持，他不支持你、重视你，那工作是

做不下去的! 平时他们在跟企业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讲一句话，效

果就不一样了。党委书记讲一句: “你这个企业工会建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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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建。”“为什么不建? 把它建起来，工会是很有好处的，它不是

跟你企业对着干的。”他这么一说工会肯定就建立了。我们磨破

嘴皮他们也不听。( K 市 Z 镇总工会主席访谈)

( 二) Y 市总工会的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制度

我国各级工会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各项业务费

用，基本不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而是从工会经费中列支。因此，持续稳

定的工会经费来源对地方工会至关重要。根据《工会法》的规定，工会

经费最主要的来源是“建立了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

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的经费”。这里的“全部职

工”是指在用人单位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全部人员，包括长期临时

工、季节性用工、劳务派遣工，以及离开本单位但保留劳动关系并领取

生活费的职工和内部退养职工等; “工资总额”是指以国家统计局《关

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1990 年第 1 号令) 为依据，单位直接支付给

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或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

补贴、加班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因此，如果工会经费能够足

额收缴，那将是一笔巨额资金。以 Y 市 X 县为例，该县的机关从业人

员约 2600 人，按该县所在省的年平均工资总额约 6 万元计算，该县机

关单位应拨缴的工会经费约 312 万元。基层工会在收到拨缴的工会经

费后，通常其中的 60% ( 约 187. 2 万元) 本级留用，40% ( 约 124. 8 万

元) 上解到县总工会。其中，县总工会留用 25% ( 约 78 万元) ，另外上

解省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各 10% 和 5%。因此，X 县总工会仅从机关

单位就能得到 78 万元本级留用的工会经费。如果将企事业单位都算

进来且足额收缴，那么 X 县总工会本级留用部分将多达千万元。
不过，虽然有《工会法》的明文规定，但由于工会缺乏行政执法权，

不仅企业工会经费难以收缴，行政事业单位也往往不足额拨付，而且地

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也可能会抑制工会经费的收缴，而地方工

会甚至不能通过法院来强行催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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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地方对大企业的保护问题，像廉政办公室、纪委等部

门会为企业发文，要求地方不得随意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如果

频繁去找这些大企业收取工会经费，会被认为是在干扰企业的正

常运营。人家会去县里告你，说你们服务企业不行，不为企业着

想，增加企业负担……真要是拿着法律文件去找厂长，当着他面跟

他念法律条文，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傻。我在工会部门干了 30 多

年工会工作，从没见过向法院申请过支付令的( X 县总工会副主

席访谈)

以前地方工会将大半精力用于催缴工作，甚至把指标落实到每个

员工，但收效甚微。为此，自 2003 年起，一些省份开始试点“工会经费

税务代收”制度，即由地方工会委托税务机关在收税时代收工会经费

( 吴建平，2016) 。当然，这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批示和发文。2003 年

12 月，Y 市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转发了市总工会和市地税局协商制定

的《关于 Y 市区企业事业单位应上缴的工会经费由市地税局代收的实

施意见》。那么，地方工会如何来落实这项制度呢?

通常，总工会与地税局会在年初结合上级工会下达的任务以及地

税局对代收形势的估算，协商本年度的代收金额。因此，代收金额是总

工会与上级工会及地税局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中确定的。通过这种协

商，Y 市 X 县确定 2015 年度任务是 370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

旬，X 县财政拨缴约 60 万元，税务代收约 340 万元，加上其他方式收缴

的共计约 420 万元。这些数字传递出了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X 县总工会确定的 370 万元任务并非全部工会经费( 即工资

总额的 2% ) ，而只是应上缴给上级工会的 40% 部分。这表明，X 县总

工会委托地税局进行的是“比例代收”而非“全额代收”。所谓“全额代

收”就是地税局按工资总额的 2%向用人单位代收全部工会经费，转账

给县总工会后，由县总工会将其中的 60% 返还给基层工会; “比例代

收”是指地税局只代收应上缴给上级工会的 40% 部分，至于基层工会

自留的 60%则不予代收，而只是督促单位行政方拨付给基层工会。显

然，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为了降低代收难度，却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非

预期后果，即弱化了上下级工会组织的关系。基层工会可能因无法获

得那 60%的工会经费而名存实亡( 吴建平，2016 ) ，县总工会也就因缺

乏基层工会的配合而更难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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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X 县财政拨付给县总工会的 60 万元经费反映了两个细节。
其一，财政预算单位没有纳入税务代收范围，而是直接将工会经费拨付

给县总工会。其二，前面的估算表明，仅机关单位应拨付给县总工会的

40%部分就达 124. 8 万元，这还不包括同样纳入财政预算的事业单位。
可见，财政预算单位实际拨付占应拨付的比例非常低。工会经费对地

方财政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不发达地区尤为如此，而地方工会基本无

法要求这些部门拨付工会经费。地方工会的运行是以地方政府的利益

为前提的。所以，绝大多数省份都不将财政预算单位纳入税务代收范

围( 吴建平，2016) 。
最后，地税局针对企业实际代收的 340 万元也同样大大低于应收

数额。这表明，尽管明文规定应按照实际工资发放情况做到“应收尽

收”，但实际上工会经费都是“定额代收”，即以完成年度任务金额为

主。原本是下限的任务金额，实际变成了代收的上限。这与县总工会

对地税局的委托要求以及地税局实际代收的方式密切相关。通常上级

工会下达给县总工会的收缴任务是逐年递增的，这必然促使县总工会

不愿足额收缴，这不只是因为阻力大，更是因为这会给来年带来递增压

力。另外，地税局将年度代收任务分解至每个片区的税务员，由他们把

握怎样在各个单位中完成，而税务局受委托代收的各种费用多达十余

种。从企业角度看，这些税费是很沉重的，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抗拒、逃避

或讨价还价。所有矛盾焦点就集中在了一线税务员身上。正如 X 县总

工会副主席所说:“其实税收人员也是求人家，‘我都来了，多少给点，支

持一下我的工作吧’。”因此，税务员会满足于完成自身的任务指标。另

外，X 县地税局在代收工会经费时，是以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以工资总

额来确定缴费基数; 而且 X 县规定，不对年盈利在 30 万以下的中小企业

收税，这些企业的工会经费自然也就不在代收范围。以上因素综合起

来，就能解释为什么实际代收的金额会与估算值相差如此之大。
既然税务员压力较大，那么如何来督促他们完成工会经费代收任

务呢? 这可从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两方面来考察。表面上看，从省到

市再到县，各级政府都会以红头文件批转代收通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地

方工会就能对地税局的代收工作提出强制要求。

就算有这个文件，税务人员本身工作也繁重，不只要代收工会

经费，还有很多其他税费要代征，已经很辛苦; 再说这又不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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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我们现在是请人家帮忙。如果发现今年收得不太顺利，或

者一看到年中了或快年底了，任务完成得有些慢，就跟他们协商协

商，请他们多帮帮忙，抓点紧。如果你要觉得人家做得不好，想拿

红头文件来说事，那他就会跟你说: “好吧，下回你自己来收。”那

我们连现在的一半都收不到。( Y 市总工会财务部长访谈)

有时，地方工会甚至对地税局实际代收的过程和数额都不了解。

好比今年让地税局代收 400 万，但实际上地税局可能代收了

500 万，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具体的账目，所以地税

局也许就只拨给我们 400 万，那 100 万就纳入到地方财政总额中

去了……我们也不方便去查，一是因为县总工会没有行政权力，不

能像地税部门可以建立稽查队，一家一家去查到底交没交，交多

少。再一个，既然都和地税部门签协议了，人家给你代收够了，你

就不好再去核查了，这也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地税部门具体怎

么收取这个费用，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如

果预计今年完成协议数额有困难的话，我们会和地税部门说说，拜

托抓紧一点，也就这样子。( J 县总工会财务部长访谈)

可见，地方工会对地税局的代收工作基本没有约束机制。为了让

后者完成代收任务，就必须有激励机制，即给地税局代收手续费。全总

文件( 工财字〔2005〕81 号) 规定:“按 2%工会经费全额代收的，手续费

金额不超过代收金额的 5%”;“按工会经费应上交部分代收的，手续费

不超过代收金额的 10%”。根据该规定，X 县总工会支付给地税局的

手续费就超过 34 万元。手续费通常用于两类情况，其一是代收过程中

发生的各种工作费用，其二是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税务员进行奖励。此

外，地方工会还会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和活动来加强与地税局的联系。
工会干部们都强调，他们需要不断地跟税务局领导和工作人员搞好关

系，而且“换一朝领导，打一次交道”，“要靠人情、亲和力”。但自从中

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正式的、非正式的经济激励机制都受到严格管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税务员的积极性。另外，近两年对依法行政的

强调，也使税务代收制度开始受到质疑。我们调研的数个地方工会都

表达出了对代收制度可能被取消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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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小结: 地方工会怎样借力

本研究选择上述两个案例，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这两个案例具

有普遍性。除个别省份外，全国普遍实施了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制度和

工资支付保证制度。其次，这两个案例一个关系到地方工会的切身经

济利益; 另一个关系地方工会维护职工实际权益的职责所在。最后，这

两个案例一个着重于地方工会如何制定制度，另一个着重于地方工会

如何执行制度，而且二者将地方工会如何与行政部门和企业打交道的

过程呈现了出来。
两个案例中的地方工会并未因其在行政结构中的正式位置而具有

行政权力，甚至无力执行《工会法》的规定。而它们之所以能完成任

务，是因为借助了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行政权力。地方工会首先争

取到市政府的批示，然后根据工作需要，借助劳动局、建设局或税务局

的权力。换言之，地方工会既借来了宏观政策层面的行政力量，又借来

了微观行动层面的行政力量，由此来完成工作任务。
不过，仅在此意义上使用的“借力”概念还不能完整概括两个案例

中地方工会实际工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主要呈现了其中正式的、
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层面，而没能将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个体行动层面

呈现出来，而且这两个层面不仅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孙立平和

郭于华( 2011) 的研究就曾指出，即便是正式权力也常需以非正式的方

式来运作，更何况还是借来的权力。所以，借力机制的实现还必须依赖

一些技术或策略。
在第一个案例中，劳动局和建设局的支持与配合的确构成了工会

工作的有力“后盾”，但 K 市总工会并没有因此轻易制定“工资支付保

证”制度，而是事先找一些施工单位老板进行了多次的非正式协商，其

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些老板都来自改制企业，他们与地方工会干部有着

复杂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利益、情感和权力等诸多因素。
首先是权力和利益的因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改

制前、改制后，还是企业改制期间，地方工会对企业困难职工和对职工

的安置都提供过积极的帮助，减轻了老板们的负担。第二，地方企业也

会因老板们积极配合工作而给予各种回报，特别是帮助他们获得各种

荣誉，如推选企业老板或骨干当选各级劳模或先进，积极推荐企业参加

政府部门的一些评比活动等，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利益。第三，

正如科尔奈( 2008: 37 － 38) 指出的，“群众组织领导人的职业生涯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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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地方工会主席享受同级行政副职待

遇这种“高配”的政策要求下，大多数地方工会主席是由地方人大副主

任或政协副主席兼任，而他们此前都曾担任过地方党政领导职务，比如

地市级工会主席很可能担任过县委书记或县长，县市级工会主席很可

能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那么他们在过往的任职时期必然与

地方企业有一定的联系。到地方工会任职后，虽然地方工会作为一个

群众组织不具有行政权力，但地方工会主席过去的行政领导经历，加上

又因现职进入地方党委或具有同级行政副职，由于人缘化行政关系的

存在( 周雪光，2008) ，仍具有一定的“话语”影响力或象征性权力，能在

必要时帮助企业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或争取资源。
其次是情感和伦理的因素。这些老板与地方工会干部在工作接触

中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些“人情”和“道义”因素并不会因企业

的性质或老板身份的改变而消失，这也是 K 市总工会会事先找本地企

业老板来协商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情感和伦理因素是与权力和利益因

素融合在一起来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基于权力和利益的长期交往有

助于人情道义的形成; 另一方面，讲究人情道义的行动伦理也“制约了

权力和利益在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分配”( 周飞舟，2016) 。所以，

地方工会干部与本地企业老板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借力运作的社会基

础。在此之上，地方工会干部讲形势、许承诺、给优惠、谈人情，争取到

了老板们的同意，然后再借助劳动局和建设局的力量，建立行业协会和

行业工会，并签订集体合同。在这种形势下，外来企业也就不得不接受

这种安排，更何况其中还涉及法律因素。在第二个案例中我们也能看

到上述因素的结合，其中有权力和利益的因素，如争取到地方政府的批

示，给地税局代收手续费等; 也有情感和伦理因素，如不时地与地税局

开会、活动来“交流感情”，尽管有地方政府红头文件，但工会也会以低

姿态的形式“拜托”地税局“多帮帮忙”。同样，地税局也会尽管配合避

免不近人情。
所以，地方工会的运作一方面在组织结构层面以正式的、制度化方

式向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借力，而另一方面在个体行动层面运用了非

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协调和维系与借力部门及企业的关系。周

飞舟( 2016) 在其新近研究中强调，研究政府行为时既要重视组织结构

和运作特征，也要重视官员的个人和关系特征。这对地方工会研究同

样适用。我们看到，在地方工会的运作中，组织结构层面的权力、利益

911

专题研究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过程、条件及局限



与个人特质、行动层面的情感和伦理等因素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经济、法律、情感和伦理的因素共同作用，我们很难将其中的公益

与私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等因素严格区分开来，更不

应将它们对立起来。

四、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前提、意义和局限

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方式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工会干部的个

人特质，如能力、品行、口碑以及其在地方上形成的关系网等密切相关。
不过，这些更多的是操作性的前提，更根本的是来自组织结构层面的政

治前提。地方工会主要干部的人选及地方工会能否借到力和借力效果

都直接受制于地方政府对多方利益的权衡，这源于“同级党委领导为

主”的根本政治原则。因此，我们主要在组织结构层面探讨地方工会

运作的前提、意义和局限。

( 一)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前提条件

“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根本原则决定了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政策

是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直接前提。在案例中，地方政府的明确批示是

先决条件，离开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工会的工作“简直寸步难行”。地

方政府的目标具有多样性特点，其经济和社会政策会因形势的变化而

变化，地方工会的角色和职能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围绕放权让利展开，劳动关系

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国有企业工会仍受单位制逻辑主导，其职能是

“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 吴建平，2012: 91 － 93 ) 。
而此时乡镇企业虽蓬勃发展，但由于其背后是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

展的积极参与，即“地方政府公司化”或“地方政府即厂商”( Oi，1992;

Walder，1995) ，加上职工工资福利的增长，致使建立在劳资矛盾前提下

的工会组织缺乏组建基础和动力，绝大多数乡镇企业都没组建工会。
地方工会在此阶段难以在劳动关系协调领域发挥实质作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因企业改制以及非公企业的兴起，劳资

矛盾和职工权益维护问题日渐凸显，中国工会开始强调其维护职能

( 尉健行，2008: 109 － 115) 。但正如周黎安( 2007) 所指出的，围绕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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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而展开的晋升锦标赛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强激励，使其片面追求地

方经济发展。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都

被人为压低或扭曲，工人的工作时间、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和

职业卫生得不到保障。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竞争对工会的组建和职能的

发挥造成了较大阻力。如同被访者所强调的，谁也不愿意被戴上影响

投资环境的“帽子”。不过，地方政府也需要应对大规模下岗失业带来

的稳定问题。因此，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地方工会主要集中于实施

“再就业工程”和“送温暖工程”。
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劳动关系的市场化使

劳动关系的治理经历了逐渐的去意识形态化。2001 年修订实施的《工

会法》第六条明确规定: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其

次，中央政府对“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地方政府对社会建设的关注，地方工会有了“借力”的氛围( 陈有德，

2005) 。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重要

变化，即地方政府不再直接经营经济实体，土地成为地方增长的新核心

要素，并形成了以土地、财政和金融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方式

( 周飞舟，2012: 236; 折晓叶，2014 )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 尤其是经济

发达地区) 在面对个别企业时，越来越中立。同时，地方政府对劳动关

系的稳定也很关注，逐渐开始支持地方工会的运作。
由此，我们对地方工会的运作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其最初的动力

来自中央政府对劳动关系治理的重视，这一方面促使全总自上而下对

地方工会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重视劳动关系治

理并对地方工会提出要求。地方政府的重视和要求最为关键，构成了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直接前提和动力。
地方政府在多目标之间的权衡结果直接决定了地方工会能否借到

力以及借到多大的力，进而决定了地方工会各项工作能够取得何种成

效。由于工资拖欠容易引发稳定问题，地方政府对此重视程度最高，对

地方工会的支持力度也最大。所以，K 市的“工资支付保证”制度虽然

存在行政“风险”，而且运作触及企业的实质利益，但还是得到了严格

执行。工会经费的收缴毕竟有《工会法》的明文依据，地方工会也需要

必要的运作经费，所以地方政府会做出批示让地税局代收，但支持力度

就小了很多，这表现为工会经费每年都是“定额代收”且收缴率很低。
非公企业的工会组建工作起初不仅不受地方政府重视，甚至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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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主要的阻力因素，但随着工会组建工作上升到政治高度，并被纳入

党建的考核内容，地方政府逐渐重视起来，其结果就是全国基层工会的

数量迅速增加。相比而言，虽然中央政府和全国总工会近几年一直在

文件中强调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政策，但其实施的

紧迫性并不高。因此，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很低，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

的推行也容易流于形式( 吴清军，2012) 。
总之，在地方工会积极运作的背后，地方政府才是主导者和推动

者，而地方工会主要是执行者或运作者。所以，地方工会的社会化维权

模式也被概括为“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

与”，且中国工会也一直强调要“把工会维权工作纳入党和政府主导的

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之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2: 84) 。

( 二)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意义

虽然地方政府可以依靠卫生、劳动、安全监察、司法等部门介入对

劳动关系的治理，但这些部门的运作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它们只能

保护工人的“底线型”利益诉求( 如最低工资标准) ，而不能保护工人的

“增长型”利益诉求( 如较高的工资福利) ( 蔡禾，2012 ) ，而后者日益成

为劳资冲突的主要诱因。其次，这些部门寥寥无几的执法人员无法回

应规模庞大且区域分散的工人群体的诉求。再者，面对劳动关系问题，

不同职能部门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比如，当出现工人群体事件时，劳

动、公安、工会等部门都会介入，但各自的关注重点往往不同，特别是在

对事件的性质界定、处理程序、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果缺

乏协调则不利于对事件的及时、妥善处理( 苗立言，2005) 。
在这种情形下，当地方工会通过借力来协调劳动关系时，实质是在

地方政府的首肯、督促和支持下，搭建了一个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

上，地方工会根据工作目标的需要，将劳动、卫生、安全监察、工商、税务

或司法等行政部门的力量借过来，同时也会适当借用媒体、高校、社会

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在对借来的力进行协调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一

股多方参与的“合力”，辅助地方政府对劳动关系进行治理。
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机制是社会转型时期解决职工问题的内在要

求。当前中国社会的制度与结构仍处于变化之中，由此引发的社会问

题往往具有总体性特点，牵涉到体制的多个方面。而建立在专业分工

及稳定的制度预期基础之上的官僚体制，不仅难以应对总体性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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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容易造成对问题的分割，从而出现职能交叉或缺失，造成“多头

管”或“无人管”现象，既增加行政成本，也增加百姓的诉求成本。在问

题比较严峻的情形下 ( 如职工大规模下岗失业、农民工工资普遍被拖

欠) ，就必须有适当的部门来负责组织、协调和解决问题。就职工问题而

言，地方工会最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地方工会的运作以问题为

导向，通过借用和整合各方之“力”来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隔阂。这不仅

能快速解决职工问题，也帮助地方政府提升了对劳动关系的治理能力。
因此，一方面是地方工会借用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来“钢化”自己

的力量，从而完成自身的工作目标;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工会

介入到对企业、行业或区域的劳动关系治理中，对工人进行有序化管

理，降低其不确定性。

( 三)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局限

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方式也仍存在一些内在的局限性。首先，我

们在对地方工会运作的前提条件的分析中已指出，地方工会能否借到

力以及借力效果直接受制于地方政府对多目标的权衡结果。近年来丰

硕的政府研究成果指出，政府各部门之间及各级政府之间往往存在目

标不一致和利益矛盾问题( 周雪光，2010 ) 。因此，政府对地方工会的

支持程度受制于多方利益的交互作用，且结果会因区域和时间点的差

异而不同。比如，中央各部门会提出保持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
大就业和维持劳动关系稳定等多种目标; 地方政府则会对这些目标进

行权衡，做出最有利于自己职业晋升或避免不利于其职业生涯的选择。
这样，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对劳动关系稳定问题更为敏感，从

而更倾向于支持并督促地方工会履行其维护职能。反之，如果地方政

府关心的是招商引资，那么地方工会则只能进行目标替换，如着重对困

难职工进行帮扶，或者仅在形式上完成上级工会布置的任务。
所以，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模式或难以形成，或较为脆弱。为了维

系这种脆弱的模式，地方工会不得不进行一些制度变通，比如工会经费

代收时并不要求税务机关应收尽收，而是定额代收，致使工会经费收缴

率很低; 或者非正式地运用所借之力，比如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

时，主要还是通过说服的方式来得到企业主的认同。此外，为了维系与

借力部门的关系，地方工会还必须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经营关系网，比

如与相关部门一起举办活动来加强人情交流，发展出人缘化的行政关

321

专题研究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过程、条件及局限



系。前面的案例已将这些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情感和伦理因素展现了

出来。不过，这些因素与行动者的个人特质直接相关。流动性较大的

干部管理体制使得建立在人情关系基础上的运作机制具有脆弱性，被

访者称之为“换一朝领导，打一次交道”。另外，这些非正式因素往往

被视为权力和利益的私人表达，有悖于国家的正式制度要求，其正当性

受到的质疑( 周飞舟，2016) 也增加了其脆弱性。
其次，由于这种运作机制需要不断地争取有关部门有限的注意力

和资源，因此工会不可能在每项任务的落实中都采用这种机制，而只能

将其用在重点任务上。因此，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更多的是体现在宏

观层面的制度建设或政策制订上，而较少体现在微观层面的权益维护

行动上，这也可以避免与地方政府或企业产生直接矛盾。虽然地方工

会有时也会受理个别职工权益案件，但只是选择那些侵权明显或经由

官方渠道转介而来的案件( Chen，2003 ) 。而且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工

会的目标也是指向宏观层面，即宣传地方工会的代表角色和职工基本

权益，以及教育职工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实现个人诉求。所以，地方工会

的这种运作方式主要是在宏观层面维护抽象的整体职工权益，而较少

在微观层面维护具体的个体职工权益。
最后，由于企业工会主要受到企业( 主) 的约束，这使得地方工会

与企业工会之间缺乏密切的有机联系。地方工会在宏观层面的运作成

效，最终因缺乏企业工会的有力配合而大打折扣。地方工会的运作往

往也就停留在企业外部，难以真正影响到企业内部日常的劳动关系协

调，因而对企业职工的实际帮助可能并不大( 游正林，2012) 。

五、结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职工权益的代表和维护上，地方工

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与企业工会相比，对地方工会的研

究，特别是对其运作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主要尝试围绕两个案

例来考察地方工会的运作机制，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工会既不具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力

量，也不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因此，地方工会为履行其职能，必

须借助和联合其他力量，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的行政力量。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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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会从两个层面展开运作: 一是在组织结构层面以正式的、制度化

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借力，并对之进行整合，以形成合力来履

行其职责; 二是在个体行动层面以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协调和维

护与借力部门的关系。存在于这两个层面的看似相互矛盾的公益与私

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因素恰恰相辅相成，而其中的关

键就在于地方工会干部将权力、利益与情感、伦理因素很好地结合了

起来。
其次，地方工会能否借到力以及借力的程度和效果，固然与地方工

会干部的个人特质密切相关，但在根本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政

策，后者构成了地方工会运作的政治前提。而且，地方工会的这种运作

实质上也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由地方工会来负责组织和协

调的一种劳动关系治理方式，即通过地方工会借用和整合各方之力来

打破不同行政部门的边界，以辅助地方政府对劳动关系的治理。
最后，这种运作方式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因受制于地方政府对多

方利益的权衡而难以形成或较为脆弱，这也使得地方工会的运作主要

用于在宏观层面维护抽象的整体工人权益，而较少在微观层面维护具

体的个体工人权益。即便地方工会偶尔会干预个别工人的具体权益问

题，但其行动逻辑指向的仍是维护抽象的整体工人权益。因此，地方工

会带来的主要是宏观制度效应而非微观行动效应，这就容易使地方工

会与工人之间产生距离。加之企业工会通常受制于企业，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地方工会与企业工会之间的联系，致使地方工会在宏观层面

的努力难以对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治理产生积极效果，其结果是个体

工人可能不会对地方工会做出积极评价。

参考文献:

鲍冬和，2006，《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工人日报》4 月 13 日第 002 版。

蔡禾，2012，《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陈有德，2005，《关于建立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

报》第 2 期。

———，2010，《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的义乌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 6 期。

冯钢，2006，《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社会》第 3 期。

韩福国、骆小骏、林荣日、葛海有等，2008，《新型产业工人与中国工会: “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

模式”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521

专题研究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过程、条件及局限



蒋建亚，2006，《努力提升工会社会化维权水平》，《中国工运》第 7 期。

科尔奈，雅诺升，2008，《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

版社。

赖志凯，2006，《海南“借力”打响外企工会组建攻坚战》，《工人日报》7 月 5 日第 001 版。

李刚殷、王娇萍，2005，《在整合资源中提升维权能力》，《工人日报》9 月 19 日第 001 版。

李力东，2012，《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第 5 期。

李明、徐建炜，2014，《谁从中国工会会员身份中获益?》，《经济研究》第 5 期。

刘爱玉、傅春晖、阿拉坦，2014，《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江苏行政学院

学报》第 1 期。

刘海洋、刘峥、吴龙，2013，《工会提高了员工福利和企业效率吗?》，《产业经济研究》第 5 期。

苗丰仁、王建翎，2008，《社会化维权是工会维权工作的必然选择》，《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第 3 期。

苗立言，2005，《“八联手”: 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的有效模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

5 期。

乔健，2008，《在国家、企业和劳工之间: 工会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多重角色》，《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第 2 期。

乔健、钱俊月，2010，《对民营企业工会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 10 期。

渠敬东、应星、周飞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

折晓叶，2014，《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折晓叶、陈婴婴，2005，《产权怎样界定》，《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孙覆海，2014，《济宁任城区工会“巧借力”破难题》，《工人日报》10 月 23 日第 002 版。

孙立平，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孙立平、郭于华，2011，《“软硬兼施”: 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应星、周飞舟、渠敬

东编《中国社会学文选》下册，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中伟、贺霞旭，2012，《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管理世界》第 12 期。

王向民，2014，《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 义乌工会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珍宝，2015，《中国工会转型及其困境》，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尉健行，2008，《工会的基本职责》，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2013，《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经济研究》第 8 期。

闻效仪，2013，《集体合同工作中的行政模式以及工会困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 5 期。

———，2014，《工会直选: 广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开放时代》第 5 期。

吴建平，2011，《从企业治理参与到地方治理参与》，《学海》第 1 期。

———，2012，《转型时期中国工会研究》，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略论工会经费税务代收的制度与实践》，《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 1 期。

吴清军，2012，《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吴亚平，2010，《企业工会: 劳动者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新视野》第 6 期。

徐小洪，2010，《中国工会的双重角色定位》，《人文杂志》第 6 期。

杨正喜，2014，《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社会科学》第 11 期。

姚先国、李敏、韩军，2009，《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 1 期。

621

社会学研究 2017． 2



姚洋、钟宁桦，2008，《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世界经济文汇》第 5 期。

游正林，2010，《60 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2011，《政绩驱动下的工会行动》，《学海》第 1 期。

———，2012，《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的形成》，《学海》第 4 期。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学习读本》，北京: 中国工人出

版社。

周飞舟，2012，《以利为利: 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江海学刊》第 1 期。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 7 期。

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2010，《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Bai，Ｒuixue 2011，“The Ｒole of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Workers Today．”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14．

Chan，Anita 1993，“Ｒ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Chen，Feng 2003，“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ual

Institutional Identity．”The China Quarterly 176．

——— 2004，“Legal Mobilization by Trade Unions: The Case of Shanghai．”The China Journal 52．

——— 2009，“Union Power in China: Source，Operation，and Constraints．”Modern China 25( 6) ．

Clarke，Simon 2005，“Post-socialist Trade Unions: China and Ｒussia．”Industrial Ｒelations Journal

36．

Harper，Paul 1969，“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37．

Howell，Jude 2003，“Trade Unionism in China: Sinking or Swimming?”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9 ( 1) ．

——— 2008，“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s Unions beyond Ｒeform?”The China Quarterly 196．

Lee，Ching Kwan 1999，“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r

Ｒ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The China Quarterly 157．

Oi，Jean 1992，“Fiscal Ｒ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1) ．

Walder，Andrew G． 1995，“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2) ．

White，Gordon 1996，“Chinese Trade Un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wards Corporatism

or Civil Societ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Ｒelations 34( 3) ．

Zhang，Xiaodan 2009，“Trade Unions under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ernalist Ｒule in China．”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12．

作者单位: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

责任编辑: 梅 笑

721

专题研究 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过程、条件及局限



enhance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the ties gets stronger，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becomes stronger．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labor market
functions as an effective conditional variable． When the internal labor market becomes
more fluid， the native ties become les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ower Borrowing and Its Limitatio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Local
Trade Unions Wu Jianping 103…………………………………………

Abstract: Local trade unions possess neither the power for social mobilization，nor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refore，they have to reply on other sources of power．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they borrow power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ts departments．
On an individual basis，they informally coordinate and interact with these departments．
During this process，power，interests，sentiments，and ethics are so entangled that
multiple paradoxes can be observed． Whether the mechanism of power borrowing by the
local trade unions can function well depends on the abil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balance different players of the game．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e unions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ocal trade unions and corporate trade unions is rather loose
also weaken the effect of this mechanism of power borrowing．

PAPEＲ

Ｒomantic Love and Predestined Marriage: Comparing Two Ideal Types of
Intimacy Zhai Xuewei 128………………………………………………

Abstract: This paper regards“romantic love” and “predestined marriage” as two
different ideal types． The author discusses marital relationship by exploring from the
dimens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 After exploring the complexities and commonalities of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fferent clues that connect romantic love and predestined
love with marriage，these two intimate relationship patterns are compared． Ｒomantic
love possesses individual internality． It places importance on attractiveness，
idealization，passion，etc． Its mechanism for continuation lies in addition． Predestined
marriage，on the other hand，places importance on externalities，e． g． ，compliance，

matchmakers． Its mechanism for continuation lies in subtraction． Other differences can
be observed when comparing each type's logic from the dimens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

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