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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劳务派遣用工现状调查

摘要：中华全国总工会对2010年和2011年全国劳务派遣用工的调研表明，全国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呈

增长态势，其中第三产业使用劳务派遣用工最为普遍，劳务派遣工主要从事一线工作，以农民工为主。当

前,劳务派遣用工存在用工不规范，劳务派遣行业经营混乱，劳务派遣用工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实现程

度低，且职业发展的空间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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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

近年来，劳务派遣工合法权益受侵

害、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等问题逐渐

突出，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201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全总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和全总书

记处书记李滨生任组长，全总法律工

作部、中国工运研究所牵头，全总研

究室、保障工作部和各全国产业工会

参加的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课

题组对劳务派遣情况进行了半年多的

调研。全总研究室先后于2010 年 6月、

2011年 6月,对全国 25 个城市、1000

家企业、10000 名职工及 1000 名企业

工会主席进行问卷调查。1000 家企业

是按照 PPS 抽样方法抽选，调查职工

在抽中的企业内随机等距抽选，工会

主席样本来自被抽中企业。课题组对

涉及劳务派遣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分

析，对各省（区、市）总工会及 10 个

全国产业工会关于劳务派遣状况调研

报告进行了综合研究，对北京、江苏

等地的电信、银行等行业进行了实地调

研，并分析借鉴了国内外有关劳务派遣

的法律法规政策及研究文献，在此基

础上形成本报告。本报告研究的劳务

派遣，不涉及劳务外包、职业中介、人

事代理等劳务经济形式。本报告引用

数据除特殊说明，均来自于全总研究

室的上述调查。

■ 劳务派遣工的基本状况 

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呈增长态势

我国劳务派遣工的数量到底有多

少，有关部门没有公布权威的统计数

据，各方面一直存有争议。2006年前后，

全总做过一个粗略估算，认为当时全

国的劳务派遣工大概是 2500 万人。根

据全总研究室 2011年企业职工劳动经

济权益实现状况及思想动态调查测算，

目前,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占企业职工

总数13.1%，约 3700 万人。

各省（区、市）和全国产业工会

的调查结果显示，劳务派遣工数量近

年来呈不断增长态势。如上海市总工

会调研所涉及的企业1805 家，覆盖

劳动者 420296人，其中,劳务派遣工

105228人，占 25%，比 2007年增长了

36.1%；江苏省总工会调研主要选择苏

州市、常州市 2个地级市及其所辖 4 个

县（市、区），参与调研的用工企业 20

家，劳务派遣公司10 家，市县乡（镇）

三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8 家，涉

及职工40136 名，其中劳务派遣工占

32%，比 2008 年增长了47.1%；天津

市截至 2010 年底，有50%的企业使用

劳务派遣工，总数达 40万人，比本世

纪初增长了10 倍。

第三产业普遍使用劳务派遣工

根据各省（区、市）总工会和各全

国产业工会调查，从行业分布看，绝大

部分行业都使用劳务派遣工。在国民

经济行业的 20 个门类中，有 16 个存

在使用劳务派遣工现象，其中有 11个

门类中超过 20% 的被调查企业使用劳

务派遣工。在属于第三产业的金融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分别有

高达 68.3%、66.7% 和 60.0% 的企业

使用劳务派遣工，劳务派遣工占职工

比例分别为11.1%、6.4%、17.9%。劳

务派遣工占职工总数比例较高的行业

是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等行业，分别为 36.2%、17.9%

和 15.3%。国有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

的数量最多，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

16.2%；其次是外商（港澳台）投资企

业，占14.0%。如重庆市有劳务派遣

工的企业比例和劳务派遣工占企业职

工比例最高的都是国有企业（含国有控

股企业），分别为 40% 和 12%，外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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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投资企业，分别为30% 和 11%。

四川省邮政、航空、通信、石化、电

力、银行 6 个行业使用劳务派遣工规

模最大，是劳务派遣用工主力。安徽

省邮政、移动、中石化系统的劳务派

遣工占职工总数 60%以上。山西省邮

政、电信、石油等类企业劳务派遣工

比例达 60%以上。天津港劳务派遣工

占52.3%。中国移动劳务派遣工占职工

总数的 71.2%。机关事业单位也在普遍

使用劳务派遣工，重庆市机关事业单

位的工勤人员80% 以上都是劳务派遣

工。

劳务派遣工以农民工为主体

劳务派遣工中农民工和外地户籍

人员均占52.6%，其平均年龄为31.4岁，

30岁及以下的占 54.2%。如福建省①

劳务派遣工中下岗失业人员占 27.35%，

向非农转移的农村劳动者占41.43%，

城镇其他劳动者占31.19%；天津市劳

务派遣工70％是新生代农民工；四川

省②成都市劳务派遣工约18.5 万人，农

村劳动者占64.3％。

劳务派遣工主要在一线岗位工作

大部分劳务派遣工是普通操作工

和一般技术工人，在初级工作岗位工

作。熟练工（无技术等级）占48.6%,

初、中、高级技术工人占 22.9%，专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一般管理人

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占 25.7%。如上海

市从事一线工作的劳务派遣工为75114

人，占全部劳务派遣工的 71.4%；江苏

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调查的

12658 名劳务派遣工中有12006人从事

一线劳动，占比为 95%。

■ 劳务派遣用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用工不规范

第一，非“三性”岗位大量使用劳

务派遣工。同时，劳务派遣的用工期

限呈现长期化趋势，在目前用工单位

工作 6 年以上的劳务派遣工占39.5%。

上海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有40% 的劳

务派遣工在主营业务、一线岗位上连

续工作时间超过4 年。山西省总工会调

查，在用工单位主营业务岗位工作的劳

务派遣工占 70.2%。工作年限达 2 年

以上的劳务派遣工占 74.6%。

第二，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问题

突出。调查显示，有 22.7% 的劳务派

遣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的是1年及以

下的劳动合同；以完成一项特定工作

为期限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12.8%，

比 2010 年增加了10.6 个百分点，比例

增长了近 5倍；签订3 年及以上和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务派遣工比例与

2010 年相比分别降低了1.4 和 3.5 个

百分点，有 35.7% 的劳务派遣工未持

有劳动合同文本，比正式工高 16.7%。

据河北省总工会③调查，劳务派遣工在

同一用工单位工作超过10 年以上的占

一定比例，而用工单位只是每两年或三

年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签一次合同。可见，

使用劳务派遣工已成为部分企业规避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而逃避

法律责任的一种手段。

第三，劳动就业歧视明显。调查

显示，在进入本单位时，20.8% 的劳

务派遣工被要求交纳担保金或扣押身

份证件，这一比例是正式工的 2.8 倍。

第四，工作强度较大。调查显示，

20% 的劳务派遣工与单位所签订的劳

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工时，正式工的这一

比例是 6.5%；15.7% 的劳务派遣工的

正常工作时间超过 8小时，正式工的这

一比例是 4.5 %；23.8%的劳务派遣工

调查时上周实际工作时间为7天，正式

工的这一比例只有5.7%； 54.1% 的劳

务派遣工调查时上周有加班加点工作，

正式工的比例是 34.2%。

第五，劳动保护与职业安全条件

较差。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的劳动条

件和工作环境存在明显差距。除噪音

污染，劳务派遣工工作岗位或工作环

境中存在安全隐患的比例均比 2010 年

有所上升。

但用工单位为劳务派遣工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与 2010 年相比，

下降了2.4 个百分点。

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实现程度

均较低

第一，工资收入偏低。劳务派遣

工 2011年 5月从本单位获得的全部货

币收入平均为2508.06 元，相当于正式

工工资的 96%。在被调查的劳务派遣

工中，认为自己目前收入水平在当地属

于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的占 69.9%。在

被调查的企业工会主席中，有 34.1%

的人认为，劳务派遣工的薪酬比正式

工低；在与单位发生了劳动争议的劳务

派遣工中，73.3% 的人认为，引发争议

的原因是劳动报酬问题。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在基

本社会保险权益方面，有 72.7% 的劳

务派遣工表示单位给自己缴纳了养老

保险费，73.4% 缴纳了医疗保险费，

60.2% 缴纳了失业保险费，70.5% 缴纳

了工伤保险费，57.8% 缴纳了生育保险

费，39.2% 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在企

业特殊福利待遇方面，所在企业为其

提供了补充养老保险的劳务派遣工占

5.9%，提供了企业年金及其他商业补

充保险等的占 6.5% 和 4.4%。总体来

看，劳务派遣工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

均低于正式工。2011年，在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失业等保险费用缴纳方面，

劳务派遣工分别低于正式工 16.3%、

18.4%、16.4%、11.7% 和 5.1%。劳务

派遣工的保险缴费基数也较低，其中，

养老保险费按实际工资收入缴纳的占

29.3%，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缴纳的占

20.6%，43.8% 的劳务派遣工不清楚缴

纳基数。

第三，同工不同酬问题突出。据

河南省总工会调查，相同或相似的工

作岗位和工作业绩，劳务派遣工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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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工收入差距少则 30%，多则达四五

倍，或是更多，正式工享有年终奖、住

房补贴等各种福利津贴，而劳务派遣

工则没有。

第四，民主权利实现状况较差。

在入党、入团、入会、评先评优和晋

升等诸多方面，劳务派遣工基本上都

不被列入考虑范围。以入会为例，劳

务派遣工中的工会会员比例为 55.8%，

比正式工低 17.9 个百分点，差距比

2010 年（11.2 个百分点）扩大了。其

中，国有企业劳务派遣工中会员比例为

57.2%，比正式工低 33.6 个百分点。四

川省为 63%，其中 85%加入了派遣公

司工会；北京市④30.2 万劳务派遣工中，

加入工会组织的为13.46 万人，入会率

为 45%。据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 调研

的15家用工单位，职代会都没有劳务

派遣工代表。江苏省总工会抽样调查

显示，劳务派遣工中工会会员比例为

56%，能够正常参加工会活动和企业民

主管理的仅占入会劳务派遣工的 23%。

职业发展空间小，机会少

以广西⑥为例，70% 的被派遣职

工从未接受用工单位的任何技能培训，

因而普遍缺乏归属感。

劳务派遣行业经营混乱

2008 年以来，劳务派遣行业迅速

发展，新注册劳务派遣机构大幅增加，

但呈现出无序发展、经营状况混乱。

第一，派遣机构参差不齐。我国劳

务派遣机构主要有四类：经国务院及

省级政府批准成立的外服系统劳务派

遣企业；各级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托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人才交流服务机

构成立的劳务派遣机构；民营派遣公

司；外资与合资派遣公司。这些不同种

类的劳务派遣机构在资质、管理水平

和责任承担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近年来，随着民营派遣公司的大量出

现，劳务派遣行业鱼龙混杂的现象更

为突出。由于国家和各地均未出台有关

劳务派遣的市场指导价格标准，派遣

公司之间为争夺客户而引发价格等方面

的恶意竞争，加重了派遣公司的业务成

本，降低了其利润空间，导致其服务水

平无法跟上。

第二，混业经营现象严重。许多

劳务派遣单位同时从事劳务中介、劳务

服务等业务，有的以劳务承包或劳务中

介为主业，兼营劳务派遣。混业经营

现象致使劳务派遣单位经营管理松散、

专业化程度偏低、行业运营不规范。 

第三，监督管理机制不到位。劳

务派遣公司在符合《公司法》的前提下，

满足《劳动合同法》关于注册资金不少

于50万元的要求即可到工商部门登记

设立，无须经过其他审批程序。由于

监管机制的缺位，有的劳务派遣公司

只有几名工作人员，有的根本不具备从

业资质。如河北省廊坊市工商注册的

劳务派遣公司有57家，而经人社部门

备案的只有17家。

课题组对劳务派遣用工中存在的

问题也进行了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

几点，一是法律对“三性”、“同工同酬”

及行业运营规范等缺乏明确规定；二

是劳动监察执法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三是用工单位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

识淡薄；四是国有企业工资控制、人员

编制管理体制上存在“瓶颈”；五是工

会维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 政策与建议

第一，国家应修改完善劳务派遣

相关法规政策。建立严格的劳务派遣

市场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加强对劳

务派遣用工行为的法律规制，细化同

工同酬标准等。

第二，政府应依法审批和管理劳

务派遣单位。加大对劳务派遣行为的

行政监察和执法检查力度；监督和引

导企业规范使用劳务派遣。

第三，工会应加强对劳务派遣工

权益维护工作。加大劳务派遣工入会

力度。加强劳务派遣工工会会籍管理，

理顺转会关系，建立会员档案。对用工

超过 6 个月的劳务派遣工，用工单位

统一与用人单位签订会员托管协议。积

极探索在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建立方

便劳务派遣工入会和参与工会活动的

工会组织联合工作机制，真正发挥双

方在促进劳务派遣工入会方面的最大

效应，最大限度地把劳务派遣工组织

到工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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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福建省总调查，全省派遣职工44.56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数954.34万的4.67％。

②据四川省总调查，截至2010年底，四川省人社厅统计，四川省有劳务派遣机构620余户，统计范围内部分规模以上企业

劳动用工为615.8万人 ，其中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达到76.35万人，占用工总数的12.39%。

③据河北省总调查，该省在工商局注册的劳务派遣单位有500多家，劳务派遣工65.86万人，主要集中在石家庄、邯郸、廊

坊、沧州、秦皇岛等职工人数较多的城市。

④据北京市总对各区县、产业的调查，全市共有劳务派遣企业1537家（另据市工商局数据，全市设立登记的劳务派遣经

营主体6305户，其中内资企业6142户、个体工商户163户、对外劳务经营主体785户），用工单位3779家，劳务派遣工30.2万人。

⑤据统计，广西目前从事劳务派遣的公司有500多家，全区各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达9万多人，企业单位特别

是建筑、医疗、制造行业使用劳务派遣工超过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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