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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与工厂“抢工”？劳动力市场迎“变局”

本报记者郑生竹、王阳、潘晔

“你在送外卖的路上风风火火，我在孤独的流
水线上独自难过”

“月薪过万招不到工人”
“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到工厂”
每逢春季招工时，传统制造业都会面临一轮

“用工荒”。
在今年，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社会各界对中国

劳动力市场“大变局”的讨论尤为热烈：一方面是
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工人招聘门槛
和薪资待遇不断升高，合格产业工人供不应求；一
方面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兴生活性服务业释
放大量门槛较低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有了新的就
业选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央提出“六稳”工作目
标，把“稳就业”放在首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的目标。

青年劳动力到底去哪儿了？本报记者带着这
一问题，近期走访东部沿海多个用工大省，采访了
青年就业者、用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
构。

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们当起

“搬运工”

互联网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

了大量类似于外卖、快递、网约车

这类生活性服务业，成为离开流水

线的产业工人们重新就业的主力

“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春江水暖鸭先
知，春节后一则广州制衣厂老板吐槽“招工难”的
新闻短视频，成为当前产业工人逃离流水线现象
的生动注脚。

这些“买水不见”的人，有的并没有回到农村
或县城，而是换了一身行头，穿梭在城市高楼和小
巷之间，他们成为现代都市白领们离不开的“快递
小哥”“外卖小妹”“滴滴大叔”……

陈大芳离开工厂快两年了。2010 年，刚刚 20
出头的她来到南京打工，在一家电视机厂干贴标
签的活。刚开始月工资不到两千元，一年不到，升
为调试组长，工资一下子涨到了四千多元。按照以
往晋升路线，如果继续干下去，她有可能当上线
长、科长。

“要想有比较理想的职位和工资待遇，必须熬
上很多年。‘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想升上去，也得等
到有位置空出来。”考虑到在工厂发展空间有限，
加上工作期间儿子出生，一家五口蜗居在公婆单
位的房子里，陈大芳想改变生活，于是毅然辞去了
厂里的工作。

2017 年下半年，陈大芳加入了外卖大军。她
发现工厂内外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在工厂里，
工人穿着干干净净的工装，在室内恒温的环境
下，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工作枯燥常常加班，但风
吹不着雨淋不到。而送外卖却要风雨无阻，“烈日
当空、风雨交加也要去送快递。重的比如 180 瓶
矿泉水，轻的比如一盒药、一根数据线，都要准时
送达。”

陈大芳曾是所在站点 70 多名外卖员中月度、
年度“跑单冠军”，她的近期目标是多存点钱，给公
婆换个大点的房子。风里来雨里去，陈大芳并不打
算回到工厂，在她看来，当外卖员是目前能找到的
收入最高的工作。

与陈大芳主动逃离工厂不同，陈海波是被迫
离开。从 1993 年进入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当

车间工人，到 2013 年因受到去产能影响被清退
下岗，陈海波在产业一线干了整整 20 年。人到中
年，上有老下有小，丢掉工作的两年里，陈海波也
曾辗转求职，最终选择开网约车作为固定的工
作。

“不求发家致富，养儿育女、温饱有余不成问
题。”陈海波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多就
开始出来跑单，一天出车 14 个小时，刨除油耗、平
台抽成等成本，每天能净挣四五百元。在企业当工
人时，陈海波每个月最多到手也才四千元不到，
“现在这份工作我很满足，我这个岁数的人下岗后
再找工作，一般也只能谋个后勤保安做做，一个月
也就几千元罢了。”

陈大芳、陈海波们的工作委实像不同类型的
“搬运工”：外卖是将一日三餐送到都市年轻白领
手中，快递是把网购货物送到千家万户，网约车是
把乘客从一个场所送到另外一个场所。

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训
飞分析认为，近几年，互联网新技术快速发展，催
生了大量类似于外卖、快递、网约车这类生活性服
务业，成为离开流水线的产业工人们重新就业的
主力，尤其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问
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行业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美团外卖发
布的《2018 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超过
270 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骑手中上一份
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产业工人，占比达到
31%。

《 2017 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
示，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2108 万人
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 393 万人来自去产能
行业。

与“流水工”转向“搬运工”现象相呼应的是，
新增就业人口也不愿选择工厂作为栖身之地。不
论是打算去城市打工的小镇青年，还是即将毕业
的学生们，都越来越不愿意走进工厂。

“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
子再当工人，在某地招聘会上，95 后表示‘工厂一
线已经不太适合年轻人’。”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所长张卫国介绍，“制造业人才需求量很
大，但是学生们都不愿意去。”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姜汉荣告诉
记者，该校以前机电专业招生火爆，仅模具专业
最多时能招十多个班，现在却是乏人问津。而电
子商务专业以前只能招一个班，现在能招两个
班。

“招工难”，为何难？

企业的招工和用人成本一年

高于一年，人才供需市场已发生

转变，以前是“工厂挑工人”，现在是

“工人挑工厂”

“当看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工厂都在抱怨用
工荒，可道路上呼啸着骑手们的外卖车时，感觉上
百万的青壮年劳动力用错了地方。”近期，社会舆
论关于“人力错配”现象的讨论为“招工难”抛出一
解。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横向转移’。”张

卫国认为，从过去二十年的低端制造业到现在
的低端服务业，互联网催生的新经济、新产业、
新的商业模式，制造了一种产业结构“升级”的
幻觉，“但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升级，这只是横
向的产业转移，看似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左右互
搏，换汤不换药。”

记者在走访一线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企
业主表示，企业的招工和用人成本一年高于一
年，人才供需市场已发生转变，“以前是‘工厂挑
工人’，现在是‘工人挑工厂’。”

“现在依然是高成本招工，却往往招不到工
人，导致一些工厂不敢大规模接单。”苏州市拉
波尼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恩说，近几年，因
为招工用人成本不断攀升，企业盈利水平却一
直徘徊在低位，身边一些同行有的在缩减规模，
有的干脆关张转行。

纺织服装是全国百强县江苏常熟市三大
支柱性产业之一，曾一度吸纳了河南、安徽、苏
北等大量外来务工人口。当地多名工人告诉记
者，为鼓励节后工人返厂，当地一些工厂甚至
开出奖励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回厂补
贴”。

为应对用工问题，江苏、山东等地制造企业
在考虑产业转移，将工厂搬迁至中西部或东南
亚等人力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

“本地工人一个月五险一金的缴费，相当于
越南工厂工人一个月工资。”南通荣威娱乐用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青告诉记者，公司这几年
业务发展迅速，用工人数高峰时已达到 8000 多
人，即使将公司设在南通人口第一大县级市如
皋，也依然面临着“用工荒”难题。而最近几年，
新进员工流失率更是有增无减，入职 7 天内流
失率曾一度达到 20%。

尹训飞分析认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产业
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成熟，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
聚集吸引外地企业入驻，就业岗位需求处于上
升期，外加当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导致从业者
从东部发达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十分明
显。

但产业转移有得有失。相对于珠三角、长三
角等制造业聚集区，中西部、东南亚等地的产业
链不够完整，再加上国外劳动者适应不了经常
加班，管理成本随之上升。“我们在越南试点开
办了一间工厂，但越南的供应链并不像国内这
么完整，工人也不能像中国工人这样吃苦耐劳，
周末不愿多加一天班。”王海青说。

除了转移，一些大型企业也正在通过机
器换人来应对招工难，企图降低用人综合成
本。

“一些大的制造业工厂已经加大了自动化，
用机器来代替人工，从而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例
如富士康百万机器人计划。”在山东社会科学院
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崔树义看来，由于机器换人
的前期投入大，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依然依靠
庞大的流动劳动力在维持着生产，他们将继续
面临着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压力。

即使是大企业，机器换人也是不得已为之。
“现在很多大企业在推行工业机器人项目，是招
工用人成本高企、企业为长远发展被迫之举。”
一位不愿具名的富士康培训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机器换人不仅投入成本高，且不是一时之
功。

近年来，“退二进三”、“腾笼换鸟”常见于
一些地方产业规划文件中，多个省市第三产

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数据显示，我
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 2 0 1 2 年的
30 . 3% 下降到 2017 年的 28%，第三产业就业
人口占比则从 2012 年 36% 上升到 2017 年的
45%。

“但我们真的不需要制造业了吗？”陈开恩
等企业家反问，目前很多商品生产国外还替代
不了，一旦东南亚等地劳动者能力提升、产业链
培育起来，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取而代之
的挑战。在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化没有完
成前，贸然抛弃或转移制造业，会对我国造成产
业空心化等不可逆影响。

服务业凭什么吸引年轻人？

生活性服务业的平均薪

酬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工作

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一二

线城市尤为明显

在慨叹、抱怨快递、外卖、网约车等生活性
服务业从制造业“抢人”时，制造业企业尤其劳
动密集型企业主们也在反思，为何工厂留不住
工人？

“工作时间自选，13000 元轻松赚，上手简
单按次结算，奖金提成保险一样不少！来美团当
外卖小哥，钱高单多保障好，超越白领就是你！”
在百度输入美团外卖，置顶显眼处则是这样一
条骑手招聘广告。

“上班时间灵活、收入有保障、时间自由是
选择做美团骑手的最重要原因。”美团外卖发布
的 2018 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77% 的骑手
来自农村，80 后、90 后居多，15% 的骑手拥有
大学文凭。

2018 年 4 月，滴滴和美团在无锡上演补贴
大战，一时间吸引大量周边骑手涌入。记者在当
地外卖站点现场采访了解到，不少产业工人辞
去工作来到无锡。看到“日赚千元”的消息，甚至
有在上海办公室上班的白领辞职前来应聘。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平均薪酬普遍高
于一般制造业，工作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在
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这是从业者从制造业转
向服务业的重要原因。”尹训飞说，以快递为
例，2017 年顺丰速运员工平均薪酬为 12 . 15
万元，显著高于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6 . 4
万元。

“在工厂一线苦、脏、累，年轻人不愿意去
做，在工厂受这个管那个管。”在被问及企业当
前发展碰到的困难时，南通祥泽纺织有限公司
总经理曾凡明把用工紧缺列为第一位，同时，
他也十分理解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留在工厂，
“年轻人在工厂感到没有前途、不自由、压力
大。”

面对工厂留不住人这个话题，不少网友踊
跃吐槽：“制造业流水线凭什么留住劳动力？靠
强度大、待遇差、薪酬低？骑手做每一单到手的
都是实实在在的钱，加班赚的都是看得到的真
金白银。”“当一个低学历、无技能的年轻人发现
原来自己也可以月薪过万！你说他会如何
选！”……

此外，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职业门槛低，也
方便了产业工人“横向转移”。“这一行没有太大
成本，比如外卖，只需要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就
能接单。”陈海波说，现在开车也几乎是人人必备
的本领，开网约车的准入门槛也很低。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看似自由、钱多、门槛
低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风险高、保障低的现
象突出。近年来，外卖、快递企业“多拉快跑”的
营收方式，导致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多发。
南京交警发布的 2018 年下半年外卖骑手违法
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 25 名外卖骑车交通违
法被查，其中，不少人属于二次违法，甚至多次
违法。

根据共青团昆明市委近千份问卷调查，昆明
近五成快递小哥没有“五险”。“目前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与平台之间基本上都是服务合同关系，而
不是劳动关系。”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
说，这种灵活、弹性的就业形式，在法律上也很难
认定劳动关系，一旦发生工伤、意外，维权艰难。

相对于一线产业技术工种，外卖等生活性服
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几无要求，在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技术日渐成熟的将来，也存在被替代
可能性。例如，京东的快递智能派送车已经上路
运行。未来是否会因此出现一波大规模失业潮？

结构性就业矛盾亟待破解

一方面，年轻人越来越不愿

意进工厂，而薪资待遇并不低

的专业技术技能岗位却长期处

于紧缺状态 ，“硕士博士满街

跑，高级技工难寻找”现象突出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导致“招
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一方面，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厂，而薪
资待遇并不低的专业技术技能岗位却长期处于
紧缺状态，“硕士博士满街跑，高级技工难寻找”现
象突出。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不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城镇调查失业率确定为
5 . 5% 左右，相较去年上升 0 . 5 个百分点。同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稳就业放在“六稳”工作首
位。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
进，对就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加凸显，大龄、就业
技能偏低的劳动者就业将更加困难。”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梅建华说，高技能人才和
专业技术人员紧缺急需，而没有技术等级和专业
技术职称的求职者却又供大于求。

“能不能修流水线？机器换人后，机器人坏了
能不能修？”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刘克勇
认为，我国制造业在升级，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要求提高了，人力资源的供给却遇到瓶颈，“流水
线维修人员要求对自动控制、机械装备调配都要
懂，不是过去简单重复的劳动。”

受访的业内人士都普遍认为，外卖等生活性
服务业既不同于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也不同
于点对点个性化的高端服务业，职业含金量和从
业门槛较低。“不像外卖会骑电动车会拎东西就可
以，高端服务业对从业者综合素养、人文素养、职
业道德要求很高。”刘克勇认为，现在一些新型高
端服务业的核心从业素养没有固化，而学校教育
又远远滞后。

针对上述结构性就业矛盾，受访的业内人士
从制造业企业、职业教育、社会舆论、减税降费等
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制造业企业须改变原有用工思维提升
吸引力。张卫国认为，制造业企业要像重视技
术和销路一样，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真
正把一线工人作为企业的核心财富和竞争力。
招工困难企业要反思自身业务模式和发展战
略，通过转型升级和企业管理创新提高市场竞
争力，以企业效益提升来进一步提高员工薪资
待遇，增强员工从业稳定性。加强自身内部管
理和企业文化建设，找准人才流失的“核心痛
点”，健全晋升机制和激励体系，吸引劳动力
回流制造业，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二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缓解技能人才紧缺。
专家认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
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是，当前重视普通
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要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这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
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深入
推进校企合作，支持和鼓励规模企业建立培训中
心、职业院校、实训基地等。

三是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弘扬
工匠精神。“在欧洲有人愿意当一辈子的蓝领
工人。”专家建议，要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这一传统观念，需要我们从小重视劳动
教育，通过建立新时代的劳动价值观促进劳动
观念的转变。劳动教育不是简单说教，而是强调
体验，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劳动教育内容。山东
华源锅炉有限公司管子车间膜式壁生产线班长
齐玉祥认为，社会各界还应加大宣传工匠精
神，让工匠精神进入学校、家庭、企业。

四是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专家建议，
尽快落实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和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
成本，让制造业企业“轻装上阵”。全面梳理涉
企收费清单，大幅度压减不合理收费，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有效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对困
难企业的贷款周转支持，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帮
扶企业。

每逢春季招工时，传统制造业

都会面临一轮“用工荒”。“硕士博士

满街跑，高级技工难寻找”，结构性

就业矛盾导致“招工难”与“就业难”

并存

一方面技术工人招聘门槛和薪

资待遇不断升高，合格产业工人供

不应求；一方面是快递、外卖、网约

车等新兴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大量门

槛较低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有了新

的就业选择

制造业流水线凭什么留住劳

动力？靠强度大 、待遇差 、薪酬低？

骑手做每一单到手的都是实实在

在的钱，加班赚的都是看得到的真

金白银

改变这种现状，制造业企业要

像重视技术和销路一样，重视人才

培养和人才储备，真正把一线工人

作为企业的核心财富和竞争力

▲求职者在福州市劳动保障大厦就业大厅了解用工信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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