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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及其特点 ∗
尹学俐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明确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中心环

节，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民主、平等、两利、契约” 的新型劳资关系。 这种新型劳资关系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繁荣经济、坚持调动劳资双方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具有鲜明的特点。 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有利于团结民
族资产阶级、稳定社会秩序，对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市场供应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劳资关系；劳资两利；劳资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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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我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此时私营工商企业中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３２－０４

１．明确劳资两利的政策

“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是

“ 被佣用之工人职员店员学徒及杂务人员” 与“ 私营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的总方针 ③ 。 这

新型的劳资关系。 近年来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问

定的政策，也有利于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

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

商业者的利益。 因此，“ 发展生产，劳资两利” 是政

论成果。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

府、劳方、资方解决一切问题的共同出发点。 劳资两

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关劳资关系问题的思想以及

利政策“ 决不是什么骗人的把戏，而是新民主主义

企业主” 之间为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 ① ，这是一种

是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确

个案研究方面，对上海市劳资关系问题也有较多涉

建设时期所必需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④ 。

研究却很少，仍有补充的必要。 本文拟以郑州市为

前提。 要切实贯彻这个政策，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努

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资关系的建立和

力。 在资方，不得压迫、虐待、无理开除工人，要及时

特点作一简要论述。

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使他们生活上有保障，人格上

及， ② 但是对于其他地区劳资关系的建立及特点的

一、新型劳资关系建立的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有鲜明特点，国家鼓励
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实

“ 发展生产，劳资两利” 是正确解决劳资纠纷的

得到平等对待，使其保持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
率。 在劳方， 不得消极怠工、 破坏机器， 要尊重资方

“ 三权” （ 财产支配权、生产管理权和人事雇佣权） ，
保持劳动热情、提高技术、遵守厂规店规等，使资方

行混合经济，允许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

顺利进行管理工作，打消顾虑放手经营，获得正当利

个体经济并存。 这就要求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必

润。 这样才能实现劳资两利、生产发展。 对于劳资

须以“ 劳资两利” 为原则。

之间不可避免的纠纷，可以采取协商、谈判、订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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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请政府仲裁、向法庭控告等方法获得合理解决。

迫、命令、包办的办法，必须充分准备、反复酝酿、讨

劳资双方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决不是只许工人

论争论以达成最终协议。 达不成协议可以依法提交

向资方斗争，而不许资方向工人斗争” ⑤ 。

劳动局调解仲裁，调解不成、仲裁不服，可以到法院

２．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 劳资两利” 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 “ 发展生

起诉判决。 总之，在订立集体合同时要充分发扬民
主，保证订出来的合同是劳资双方都认可的。 在订

产，劳资两利” 互为前提，而发展生产是最终目的。

立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劳资双方都要有为对方着想

一方面，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达到劳资两利；另一方

的精神。 资本家要算大账，不要抓小辫子，必须要照

面，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

顾工人的生活；工人要提高生产与工作的积极性，降

目的。 在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

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使资方有利可图。 衡量集体

初期，劳方、资方以及政府中的部分领导干部都存在

合同订立得是否合理，“ 要以生产情绪与生产结果

片面认识。 部分工人有时对生产不够关心，有的工
人不遵守厂规店规、不接受资方指挥，等等。 “ 但这
不能单怪工人，这是由于过去的资本家片面赢利所

引起的，再加上党员干部教育不够所致。” ⑥ 资方也

作检查” ⑨ 。 而在许多分散的小行业中，多用口头的
或临时的协议解决个别问题，等到条件成熟时再订
立集体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按照“ 劳资

存在不够照顾工人生活，不愿让工人组织工会，以及

两利” 原则，经过各地结合实际的积极探索，初步找

维持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等问题。 而不少党员干部存

到了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具体方向。 再加上有计划

在着浓厚的救济观点，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保

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经济开始好转，工商业资本家

障工人生活。 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发展生产、

的顾虑也在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有了相当的组织与

稳定社会的艰巨任务摆在了各级政府面前，实践使

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混乱的劳资关系得到

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认识到：“ 今天失业工人太多，

初步调整，为之后各项建设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首先是我们救济不起；同时今天工人最迫切的要求，

二、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建立

是恢复生产，保障生活。 工人清楚自己是靠做工吃
饭的，一天不做工，就一天没有饭吃。 工人最怕的是
失业。 只有依靠恢复生产，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生
活问题。 所以我们要发动工人，主要从生产中去发
动工人，不仅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⑦ １９４９

年

春季，郑州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失业情况十
分严重，郑州市委、市政府虽然下大力救助失业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构建

新型的劳资关系，到 １９５１ 年，“ 民主的、平等的、两利
的、契约的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已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上建立起来” ⑩ 。

１．统一财政后的劳资关系

１９５０ 年上 半 年， 全 国 范 围 内 开 始 进 行 经 济 改

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五、六月份以后，郑州市开始

组，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在增加收入、节约支出、

着力恢复商业，贸易畅通了，市场活跃了，城市中的

统一财政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的财政情况

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谋生范围扩大了，失业问题

开始好转。 虽然经济开始恢复，市场活跃、营业好

迎刃而解。 总之，只要政府、劳方、资方都秉承“ 发

转，但没有及时解决工人群众恢复工资待遇的合理

展生产，劳资两利” 的目的，劳资纠纷等问题就可以

要求，再加上当时私营工商业中一直普遍存在不科

得到适当的解决。

学的经营方式，如家庭与生意不分，非营业人员与非

３．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中心环节

生产人员太多，经理和股东无制约地长期借用或随

实行劳资两利、解决劳资纠纷的中心环节是订

意调走资金，偷漏国税等，使得劳资间纠纷增多。 比

就是劳资两利而不是一利，这样双方都安心、都有保

争议种类包括解雇、复工、辞退、工人福利、拖欠工

立集体合同。 ⑧ 因为集体合同规定双方遵守，体现的

如郑州市劳动局在 １９５０ 年共接到劳资纠纷 ４２１ 件，

障。 在订立集体合同时，首先劳资双方都要组织起

 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关系急需

资、师徒争议，等等。 

来，积极主动参与。 资方怕工人组织起来是不对的，

调整。

同样工人也不要害怕资方组织起来。 然后根据自
愿、民主、平等的原则订立集体合同。 禁止采用强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作了《 为争取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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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的书面报告
和《 不要四面出击》 的讲话。 他指出：“ 合理地调整
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
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
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立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的“ 不要四面出击” 的方针，中心是要解决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纠正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

“ 左” 的思想，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
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共同为争取国家财政

６４７００ 斤；计划做小压车 ９６ 部，实际完成 １９６ 部，超
额 一 倍 还 多。 超 额 的 纯 利 捐 献 ４０％， 劳 方 奖 金

 工商业

３０％，扩大资金 ３０％，生产效率提高一倍。 

者方面，由于工商业的恢复，滞销的产品打开了销
路，工商业者也得到部分的便利，观望顾虑思想已逐
渐扭转，增强了他们的经营信心。 如南洋时货店的
赵经理说，政府已经了解了工商界的困难，进行了调
 大部分商

整，如果歇业，有些违背了政府的好意。 

人打消了思想上的顾虑，情绪普遍好转，工商界的气
氛不那么低沉了。

经济状况的好转而奋斗。

２．通过广泛协商调整劳资关系

正常的劳资关系是搞好生产营业的重要条件和

三、新型劳资关系的特点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

基本前提，为了建立新的正常的劳资关系，１９５０ 年 ４

的建立，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确立，具有如下

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 ，要求建立劳资协

首先，坚持以繁荣经济、发展生产为根本目的。

月 ２９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

特点。

商委员会。 劳资协商会议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党和

毛泽东在《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的报告中明确

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重要制度，它以“ 发展生产，劳

指出：“ 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

资两利” 为宗旨，对贯彻“ 劳资两利” 政策、调解劳资

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６ 月底， 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 天津、 上海、 武汉、 广

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特点，根据当时社会的主

关系、恢复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截至 １９５０ 年
州、济南等地已建立起劳资协商会议 ９２３ 个，其中有

 通过劳资协商会

２７０ 个是产业或行业协商会议。 

议，劳资间纠纷减少并能通过调解与协商的方式解

决。 以郑州市为例，截至 １９５０ 年年底，全市共成立
劳资协商会议 １４４ 家，调解劳资争议 ２５１ 件，协商解
决劳资纠纷 １００ 件。 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后，不少厂
店的协商内容是关于如何提高生产的，如恒丰厂职

工细 心 研 究 如 何 提 高 产 量， 从 日 产 面 ２９０ 袋 增 至

３４６ 袋，废料率从每袋 １．１—１．２



降到０．８５—０．９５。 

３．新型劳资关系的基本建立

“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 劳资关系的

 党和政府根据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

这个总目标。” 

要矛盾以及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等国情，确立了
处理劳资关系的相关政策。 以郑州市为例，从该市
工业极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畅通商业、扶植
私营等措施为恢复经济的抓手，帮助郑州市的工商
业快速恢复，缓和了劳资矛盾，而劳资矛盾的缓和又
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助力。
其次，坚持调动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
大力开展劳资两利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工人和资本
家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党和政府承认资方在企业
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并允许其图利、赚钱；但是
不能过分地压榨工人，不能单纯地逐利。 另一方面，

基本建立，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解放了生产

工人的劳动薪资和福利待遇得到相关法规的保护，

力，许多工厂、行业生产出现了新变化。 工人方面，

不再完全由资方单方面决定；但是工人也要尊重资

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提高了工人职工的阶级觉悟，
发挥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 私营企业

方“ 三权” ，遵守劳动纪律。 这样，在“ 发展生产、繁

荣经济” 的总前提下，既维护工人群众的应得利益，

方面，普遍实行了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和劳资

又尊重资方的正当营利，不仅有效避免了劳资矛盾

协商制度，厂店的生产、经营管理、奖惩、福利等重大

的出现和激化，同时也维持了私营企业的正常运转。

问题，通过民主协商以集体合同的方式固定下来，对

郑州市在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对劳资双方的宣传教

资方的合法经营起到了监督与制约作用。 如建华铁

育，通过工代会、工商联会员会议等多种形式向劳资

工厂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后，制订了生产计划，计划

双方进行政策宣传、思想教育，帮助其认清劳资政

完成 翻 砂 ３５０００ 斤， 在 工 人 的 努 力 下， 实 际 完 成
１３４

策，调节劳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及其特点

最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华人民

积极与资方协商共谋生产，帮助资方扭转消极情绪，

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对劳资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中，

增加经营信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对中华

党和政府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

对劳资关系进行规范， 如制定 “ 发展生产， 劳资两

极作用。

利” 的劳资政策，颁布保障劳资双方权益的法律法
规，对劳资纠纷进行调解仲裁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
恢复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 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方针指引
下，通过政府贷款、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形式，资本
主义工商业逐步渡过难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取得
了一定的利润，对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
流、增加市场供应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郑州市为
例，通过逐步调整劳资关系、救助失业工人、畅销土
产等措施，指导工商业者改变经营方式，面向农村、
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薄利多销、树立新的商业作风，
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工商业者大力开展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经营，尽量避免出现互相排挤的现象。
郑州市在调整工商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工商业
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
面向农村、供应农民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行业，如
机铁、炉坊、山货、皮革、五金、西药、国布、干水果等


行业都有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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