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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就业形势及
劳动力市场表现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同时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

就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不仅与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还进一步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把就

业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和推动。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

人员总量大的国情没有改变。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

摘要：我国当前劳动供给形势的根本变化主要体现为在劳动参与率下
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员总量相继出现下降，这些变化意味着
在需求总量不减的条件下，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逐步从以就业岗位不足为
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普通劳动者工
资水平和就业质量提高已成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应该降低企业负
担，增强市场活力，借助新兴产业优化就业结构，让高质量经济孵化出更多
高质量岗位，并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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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我们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是要保证不出现大规

模群体性失业。这意味着，缓解就业总量压力始终是我们经济工作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同时，随着人口形势的转变，在需求总量不减的条件下，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逐步从就业岗位

不足为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这一转变意味着就业工作

要从重视就业数量逐步改变为更加重视就业质量。因此，提高就业质量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

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回顾和展望我国人口与劳动形势的变化，分析当前就业形势，为劳动力

市场进一步改革提供参考。

一、劳动供给形势的新变化

1.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

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2018年末，我国总人口为

139538万人，比2017年末净增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死亡人

口993万人，比2017年微增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千分点；人口死亡

率为7.13‰，略升0.02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下降1.51个千分点（国家统计局，

2019）。根据预测（张车伟，2018），我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4.18亿，然后缓慢下降。

2018年到2030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13%。需要注意的是，15岁到64岁人口，即劳动年龄人

口的数量，2013年已经呈现下降的走势。图1为我国人口变化趋势。

过去，我国依靠农村大量劳动力与国内外资金的结合来推动经济增长。根据《第一次全国

农业普查》和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996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1.38亿人，

2017年提高到了2.8亿人。农民工按照城市生存工资取得报酬，由于城市生存工资远远低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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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人口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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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生产力，大量经济剩余转变为企业的超额利润和居民储蓄，进而转变为社会投资，经济快

速增长，并吸引了外资进入我国。我国在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就是

普通劳动者低工资所带来的投资高回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从2003年的46%，下降到了2011年

的38.6%，这期间，雇员人数从2.8亿提高到4亿。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使得我国的雇员化水平

从1996年的43%提高到了2017年的65%。

大量低成本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甚至给人以“无限供给”的错觉。劳动力无限供给，

是说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在某一个低水平工资上具有完全的弹性，可以得到其所需

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这是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也就是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4）。二

元经济结构能够带来高储蓄率（李扬等，2005；樊纲和吕焱，2013），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

构下农民工群体的壮大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张勋，2014），劳动力在与资本

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国民收入更大份额被企业占有（张车伟和赵文，2015），从而推动

投资和经济增长。

我国15岁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了100582万人，之后开始逐年下降。2018年下

降到了99352万人，比2013年少了123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46万人（图2）。随着1950年代出生高

峰队列陆续超过劳动年龄上限的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还会加速减少。我们的预测表明，到203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下降到90488万人，比2018年少886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738.6万人。

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会下降到78304万人，比2018年少21048万人。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负

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它不仅给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带来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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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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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促使各类相关制度变革。

一直以来，我国就业、失业主要统计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村是否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与此

关系不大，因此，观察劳动力市场应该主要观察城镇劳动力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

《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趋缓，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相对稳定得多。如

图3所示，我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大部分年度保持了增长态势，但是2017年开始，形势有

了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显示，2017年，15岁到64岁的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为

60016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66万人。这与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一致，但在时间上，滞

后了4年。这个滞后期主要是由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造成的。

劳动年龄人口由增加转为减少，是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重要变化，这标志着我国就业形式

的主要矛盾逐步由总量矛盾转向了结构矛盾。在2012年发布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

（国发〔2012〕6号）中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就业任务首先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压力

持续加大，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年均2500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

业”，其次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表现为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和产业优化升级，技能

人才短缺问题将更加凸显；部分地区、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造成企业

“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并存；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难度依然很大。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

促进就业规划》（国发〔2017〕10号），则把结构性矛盾提高到了新的位置。规划提出，要“坚持

总量与结构并重”，既要着眼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高度重视总量问题，又要从区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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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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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群分化的实际出发，聚焦关键环节，抓住主要矛盾，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解决

日益突出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2.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及分析

我国总体的劳动参与率趋于下降，城镇劳动参与意愿下降就更为迅速。劳动参与率是经

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劳动年龄人口中愿意参与经济

活动的人口数量。具体地，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除以16岁及以上劳动年龄人口。根据

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

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

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张车伟和

蔡翼飞，2012）。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17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为80686万人。其中，就

业人员为77640万人，失业人员总数为3046万人。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比2016年

下降了8万人。

全国劳动参与率（图4），1990年约为82.1%，2017年约为70.6%，下降了11.5个百分点。这一下

降趋势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较大者参与劳动的意愿逐渐下降，也反映了人们对于闲暇时

间的偏好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总之，全国的劳

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人口数量转变为劳动供给数量的能力下降。

城镇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代后期持续下降，在2003年到2009年保持在65%左右，而后开始

上升，2017年约为66.5%。按照这个汇总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总量似乎一直在上升。然而，劳动参

与率作为一个变化趋势较为稳定的变量，根据国际经验，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下降的趋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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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劳动参与率（含城乡迁移因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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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我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2014年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经开始减

少。城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原因主要是城乡劳动力流动。农村迁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更高，每

年新增的农村迁移人口数量大，他们进入城镇后推高了城镇劳动参与率。

为此，需要观察去除迁移因素后的城镇劳动参与率。通过对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人口

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整理（表1），发现我国劳动参与率以城市为最低，镇居中，以乡村为最

高。2000年，全国劳动参与率约为78%，其中，城市低于全国水平11.3个百分点，乡村高于全国水

平5.9个百分点。直到2010年，劳动参与率城镇低、乡村高的现象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2010年

以后的情况，虽然无法利用现已公开的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但是，国家统计局《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认为，2008年到2014年，外出农民工总量规模约为1.4亿到1.6亿人，其中，

举家外出农民工约为2859万人到3578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约占当年外出农民工的79%，这个比

例是稳定的。如果假设举家外出农民工中有一半数量不参与社会劳动，则外出农民工的劳动参

与率约为90%；如果假设举家外出农民工全部不参与社会劳动，则外出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约

为79%。基于这个认识，再联系我国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劳动参与率乡村比城镇高的情

况，我们认为，可以假设迁移进入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85%。有了这个假设，我们可以计算

去除迁移因素后，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如图5所示，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图中“2000年”曲线描述的是2000

年人口普查时点的城镇人口，在2000年到2016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城镇劳动参与率从2000

年的68.1%，下降到2010年的57.4%，继而下降到2016年的53.9%，年均下降约0.9个百分点。图中

“2005年”曲线描述的是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点的城镇人口，在2005年到2017年的劳动参

与率的变化。城镇劳动参与率从2005年的64.8%，下降到2010年的62.3%，继而下降到2017年的

58.6%，年均下降约0.5个百分点。图中“2010年”曲线描述的是2010年人口普查时点的城镇人

口，在2010年到2017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城镇劳动参与率从2010年的65.2%，下降到2017年

的62.5%，年均下降约0.4个百分点。图中“2015年”曲线描述的是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点的

城镇人口，在2015年到2017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城镇劳动参与率从2017年的65.8%，下降到

2017年的65.5%，年均下降约0.1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总结出两点规律性的认识，一是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正在下降。图4中

略有提高的劳动参与率是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带来的。而且，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后，其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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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市 镇 乡

2000 78.0% 66.7% 72.3% 83.9%

2005 71.7% 63.1% 67.7% 77.7%

2010 71.0% 62.3% 67.6% 77.8%

表1   中国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中国2000年人口
普查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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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在下降。二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幅度正在减小。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一

侧，将主要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由前文可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在2013年后逐年

下降。在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失业率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就业总量将会持续下降。

 

二、劳动力市场结果与表现

1.就业形势

我国总体就业人员数量已经下降，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继续增加。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586万人，比2017年减少54万人，增长率为负

的0.07%。过去我国的就业人员总数也出现过下降，比如，2006年就比2005年下降了847万人，但

这可能是统计误差导致的。但是2018年的下降，则是趋势性的，因为在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开

始趋势性下降，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开始趋势性下降，这是2006年之前不曾出现过的现象。从

就业人员总数的增长率上，也能观察到就业趋势的变化。从图6中可以发现，2007年就业人员

总数为75321万人，以年均0.37%的增长率，增长到2014年的77253万人，而后，增长率出现了趋势

性下降。2017年就业人员总数为77640万人，仅比2016年增加37万人，与之前十年动辄二三百万

的增量难以比拟了。

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继续增加（图7）。2018年，城镇就业43419万人，较上年增加957万人，

增速为2.25%，是十年来的新低。虽然增速有所减缓，但仍保持了近千万人的规模。城镇就业占

全国就业的比重从2001年的33%提高到了2018年的56%。城镇就业占全国就业的比重提高，主要

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结果。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这一数字是2008年的1.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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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劳动参与率（剔除城乡迁移因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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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注意的是，农民工总量增速快速下降。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0.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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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城镇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历年）计算得到。

图6  中国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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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增长0.9%。2018年是2008年以来，

首次总量增速跌入1%以下。可以预期，我国城镇就业总数也会在不远的将来下降。

2.城镇失业率

失业率反映了劳动供求的剩余程度。让失业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

要目标之一。一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证了劳动供求处于均衡合理水平。

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观察失业情况的重要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

外方人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

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我国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推动创

业带动就业，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宏观背景下，就业形势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的态势。如图8所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稳定在4.0%左右。2018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是近年来的低位，这说明城镇劳动力市场运行平稳。

城镇失业登记制度作为失业测量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反映

我国失业状况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统计的是主动前往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的

失业者，因此难以全面反映失业状况。而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范围是城镇常住人口，既包括城

镇本地人口，也包括外来的常住人口。从调查方法来看，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对住户抽样调查的

方法获得失业率数据，与通过行政记录获取登记失业率的方法不同。城镇调查失业率更能够

本刊特稿CHINA LABOR  

图8  城镇登记失业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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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及时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状况，在服务宏观管理和

科学决策方面必不可少。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指通过劳动力调查或相关抽样调查推算得到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

（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的百分比。其中，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在调查参考期内（通

常指调查时点前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也包括休假、临

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口。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没有工作但近3个月在积极寻找工

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人。劳动力的年龄下限为16周岁，没有上限。

如图9所示，2017年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运行在5%左右。2018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4.9%。2019年1月和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提高，3月份有所下降。春节前后为更换工作高

峰期，许多人尤其是农民工在节前辞去工作，节后重新寻找工作，摩擦性失业的增加带动了失

业率上升。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目前，企业节后复工正常，企业员工按时返岗率较高。因此，总

体上看，我国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3.城镇新增就业情况

城镇新增就业是劳动力市场另一个重要指标。城镇新增就业是《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

测算暂行办法》（劳社部发〔2004〕9号）提出的，是检查各地就业和就业工作计划完成情况的

指标。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等于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城镇累

计新就业人员数是反映报告期就业工作过程的指标，是指报告期内城镇各类单位(包括国有单

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经济类型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累计新就业的人

数，以及通过各种灵活就业形式新就业的人数总和。既包括初次就业的各类人员，也包括实现

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但不包括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按照

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

本刊特稿 CHINA LABOR

图9  城镇调查失业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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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数。

自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统计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净增就业情况。如表2所示，城镇新增

就业和城镇净增就业在2016年之前，保持了基本同步。城镇新增就业对城镇净增就业的比率大

都在1到1.2之间，平均为1.13。这就是说，每净增加一个就业人员，需要新增1.13个就业机会。

2016年到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对城镇净增就业的比率快速提高，从2015年的1.19提高到了

2018年的1.42。

城镇新增就业对城镇净增就业的比率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逐步由

总量矛盾转为结构矛盾。2016年之前，新增就业岗位同质化较强，求职者同质化也较强，双方都

不需要搜寻太多，就能互相匹配。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从消费需求看，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渐成主流；从供给结构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

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产业结

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

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在这一大趋势下，更为专业细致

的就业岗位不断出现，更为专业细致的劳动者的技能得到了发挥。要使得劳动要素供求双方能

够达到匹配，必然要增加就业搜寻的频率。这是近年来城镇新增就业对城镇净增就业的比率

提高的主要原因。

 4.工资水平变动状况

过去，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时间难以提高。近年来，随着劳动要

素市场从供大于求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转变，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略有提高。

本刊特稿CHINA LABOR  

年份 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净增就业 城镇新增就业 城镇净增就业
2004 1.17 980 837
2005 1.13 970 855
2006 1.21 1184 979
2007 1.06 1107 1040
2008 1.29 1113 860
2009 1.21 1102 910
2010 0.86 1168 1365
2011 1.00 1221 1227
2012 1.07 1266 1188
2013 1.15 1310 1138
2014 1.24 1322 1070
2015 1.19 1312 1100
2016 1.29 1314 1018
2017 1.31 1351 1034
2018 1.42 1361 957

表2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净增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历年）整理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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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之前，尽管劳动者数量增加，但工资总额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如图10所示，以雇员工资和人均GDP的比值作为工资水平观察，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中，尽

管名义工资在上涨，工资相对于物价水平的购买力也在提高，但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工薪

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实际上经历了长时间的下降，雇员平均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从2002年的

1.45，下降到了2011年的0.77。各类就业身份的平均工资与人均GDP之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国有单位下降的幅度较小。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果还没有合理的惠及普通劳动者，而是

更多地转化成了资本报酬。因此，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劳动者报酬要和生产率提高

同步”。

随着劳动要素市场从供大于求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转变，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略有提高。

2011年到2016年，雇员的平均工资与GDP之比从0.77上升到了2016年的0.84，提高了7.8%。其中，

国有单位提高了13%，外商投资单位提高了15%，城镇私营企业提高了18%。

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在国民收入中反映为劳动报酬份额提高。近年来，在产业结构没有

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从2011年的38.6%提高到了2016年的44.6%，提高了6个百

分点。这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急剧缩小，储蓄率下降。同时，我国长期重积累、轻消费的模式到

了还债的时候。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四大消费行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6.4%提高到了2016年的8.4%，提高了2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份额和工资水

平提高，反映的是人口形势和劳动要素市场的历史性转折。社会养老负担正在加重。1990年，我

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1%，2008年为3.1%，2017年跃升到了6.9%。人口老龄化会

提高居民家庭的养老育儿消费支出，并促使全社会工薪水平提高。工薪上涨在宏观层面表现为

国民经济积累率降低和消费率上升。

图10  雇员实际工资水平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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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主要包括就业者的工作收入、工作环境、个人发展前景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还

包括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家庭的满意度、社会的满意度等。近年来，在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同时，

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不断提高，同时就业质量不断提高。

雇员化就业明显增加。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高

涨，劳动者创办企业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灵活就业人员进入企业就业，促进了就业正

规化程度的进一步上升。2012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各类雇员就业人员总量由41695万人增加

到50510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012年的54.4%上升到65.1%。新动能拉动就业能力不断

增强。2017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5.2%，就业占比为10.5%（赵文和向晶，

2018）；健康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0%，就业占比为15.8%（张车伟等，2018）；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2.3%（赵文，2019）。

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就业保障显著提高。201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18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55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1673万人，增加1351万人；参

加失业保险人数19643万人，增加859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23万人；参加工伤保

险人数23868万人，增加1145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8085万人，增加278万人。社保实

际缴费率不断提高，2017年达到了17.2%（图11）。

劳动关系更趋稳定。各项劳动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用工的进一步规

范，超时用工现象明显缓解，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2017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0%以上。截至2017年末，全国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的集体合同累计为

图11  社保费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相关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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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万份，覆盖职工1.6亿人。2017年，全国各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争议166.5万

件，同比下降6.0%；涉及劳动者199.1万人，同比下降12.4%；涉案金额416.4亿元，同比下降11.8%；

办结案11件157.5万件，同比下降3.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8）。

 

三、总结与建议

我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由来已久，加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下

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总数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开始趋势性下降。过去，我国依

靠大量劳动力结合国内外资金来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劳动要素市场的重要转变加上一些其

他因素，使得旧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经济遇到了增长瓶颈，主要是重大风险亟待化解、收入

分配不够合理、环境约束日益加强。随着人口形势的转变，在总需求不减的情况下，我国就业

的主要矛盾逐步从就业岗位不足为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

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推动高质量就业。高质量就业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

追求目标。

我国从“十二五”规划、《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开始，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让

劳动者体面就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新时期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

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

就业是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手段，高质量就业必然带来更好水平收入，提高就业

质量必然会增强人民获得感。我国过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局面在一定程度上

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供大于求，就业质量不高密切相关。高质量就业必然会通过改善收入分

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让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就业，

只有不断创造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更加牢固。

推进高质量就业，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措施，

抓重点、调结构、守底线，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循环。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39号）的精神，重视和做好四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为企业减负。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为企

业增加活力；二是优化就业增量。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会带来就业弹性提高、智

力型岗位激增，有利于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三是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作，在强化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上下功夫；四

是做好就业困难群体工作。保障劳动者权益，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对失业职工及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加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力

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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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ZHANG  Ju-wei,  ZHAO Wen     

        (Institute for Labor Econom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028)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current labor supply situation in China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ecline of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nd the  employed persons also on the decline. These changes mean that,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total employment demand remains unchanged,the main concerns on 

employment in China have changed from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jobs into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characterized by low quality of jobs, and wage levels for  workers, and job qualit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olved.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reduce the burden of 

enterprises, enhance market vitality, optimize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by means of emerging 

industries so that  t more high-quality jobs can be created through high quality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key groups should also be targeted.

Key words:   population;employment;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employment; 

labor age; population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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