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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宏宇

　　每年春节之后，大量工厂在为“招人”犯愁。
而在疫情背景下，“世界工厂”广东东莞为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应运而生的“共享员工”模式，巧
妙地缓解了这一临时性、季节性难题。
　　所谓“共享员工”，就是员工富余企业与缺
工企业之间进行劳动力余缺调剂，将富余企业
的员工在一定期间内出借至缺工企业工作，员
工与原用人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不
变。相比于直接招聘，借调企业与借调员工不
建立劳动关系，用工灵活性更高。
　　经过一年时间的运行，该模式在实践中进
展如何？面临着哪些共性问题？其生命力能否
长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共享员工”实现共赢

　　东莞长安镇的一家玩具厂门口，贴着巨大
的标语：“公司内部员工介绍亲友入职，可获得
介绍奖 2000 元/人。”
　　尽管这些年投入巨资机器换人，这家玩具
厂的工人数量已经由 10 多年前最高峰的 1.4
万人，降至目前的 3300 人，但人手依旧缺乏。
　　“去年四季度以来，工厂进入旺季，订单井
喷，目前仍缺工 500 人左右。”工厂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有订单，缺工人”，招人成了企业头等
大事。
　　 2020 年 4 月，在当地税务和人社部门的

协助下，这家玩具工厂曾以“共享员工”的模式，
与另一家企业达成了合作。
　　当时，位于隔壁虎门镇的明安运动器材（东
莞）有限公司（简称明安公司），同意“共享”给这
家玩具厂 250 名员工，以解其燃眉之急。
　　“我们两家企业，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讨论
员工如何共享的事了。”玩具厂负责人说，但一
直谈不下来，主要问题出在法律尚不支持。例
如，对于共享员工的性质如何界定？工伤、社保
等问题如何解决？因用人企业在法律上与员
工未建立劳动关系，向其支付的报酬是工资薪
金还是劳务费……
　　疫情为解决“共享员工”法律问题提供了契
机。东莞市人社局出台企业用工余缺调剂工
作指引，税务部门量身定制“共享员工建议方
案”。
　　这位负责人回忆，自己的玩具厂当时进入生
产旺季，而明安公司尚处于淡季，员工出现富余
闲置。在相关政策鼓励下，两家企业一拍即合，
达成“共享员工”协议。大约三个月后，借来的
250 名员工顺利完成生产任务，返回明安公司。
　　根据协议，员工工资由玩具厂直接支付给
明安公司，再由明安公司发放给员工；明安公司
还给共享员工额外发放津贴，每天早晚派大巴
接送员工。
　　借调结束返厂前，玩具厂邀请明安公司管
理层，共同对 20 多名优秀共享员工进行表彰。
　　东莞市税务局长安分局局长姚茂基说，回
头来看，两家企业共享成功，有一定共性基础：
都是外资企业，在价值观和企业管理理念等方
面比较相似；在生产周期上有互补性，淡旺季正
好错开；有互信基础，对员工比较关爱。
　　东莞市人社局的数据显示，自推行“共享员
工”以来，东莞全市 1019 家企业开展了对接，

“共享员工”2 万余人。
　　富利凯医疗用品（东莞）有限公司（简称富
利凯公司）位于东莞市横沥镇，副总裁赵炳刚
说，“去年 2 月份，公司申请提前复工，却找不
到工人。3 月中旬，我偶然看到附近的黑玫瑰
公司有闲置员工，可以共享 100 多人。我们马
上联系镇人社局协调，开展共享员工。”
　　每年的冬季是东莞黑玫瑰食品有限公司

（简称黑玫瑰公司）的旺季，但去年年初，因疫情
影响，公司大量订单被取消，200 多名员工面
临无事可干。
　　“股东都很着急，这些员工不能随便炒掉，尤

其是培养了多年的熟练工。另一方面，只拿底
薪的工人也很着急，很多人还要养家糊口。”公
司中国区财务总监杨敏说，富利凯公司正好需
要工人，双方一拍即合。从 3 月中旬至 7 月
底，107 名黑玫瑰公司的员工共享到富利凯
公司。
　　富利凯公司财务总监刘长龙说，他们的
共享成功有三个条件：一是双方生产模式接
近，都是无尘生产车间；二是双方工资水平相
当，企业文化相近，都想留住员工；三是两家
工厂距离接近，只有六七公里的距离，交通
方便。
　　东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这种方式
实现了多方共赢。”借出企业认为，“共享员
工”模式帮企业节省了人力资源成本，增加了
用工灵活度；借入企业表示，“共享员工”比劳
务派遣更具优势，员工稳定性高，整体素质
好；员工说，“共享”让他们稳定了收入，还可
多学一门手艺。

法律身份如何确定？

　　在珠三角，“共享员工”其实早已存在，只
是囿于法律层面的不配套，没有大规模推广。
　　 2019 年 7 月，广东度才子集团有限公
司就推出自主研发的“度才子错峰用工平台”
系统，32 家大型制造企业自发成为股东，联
合进行试运营。
　　“32 家企业员工总人数达 10 万人，可
共享的员工有 1 万人。”广东度才子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跃红说。
　　就错峰用工期间可能出现的法律、税务
层面等共性问题，32 个股东本着“谁用工、
谁负责”的原则，在劳动关系、工伤责任、薪
资发放、工龄延续、违约责任等方面形成
共识。
　　具体涉税问题如何处理？王跃红找到国
家税务总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局局长吴钰全。“这是新业态，可以先行
先试。”吴钰全鼓励王跃红说：“新业态已经客
观存在，应该改变滞后的执法依据，总不能调
整新业态来适应旧的规定吧？”吴钰全的话让
王跃红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也引起司法界热烈讨
论。在人社部门的牵头下，“共享员工”涉及
法律问题初步形成如下社会共识。

　　劳动者与借调企业构成双重劳动关系
吗？从“共享用工”三方法律关系的性质看，
在借调期间，出借企业与借调企业之间是劳
动力借调民事合同关系，出借企业与劳动者
之间维持劳动关系不变，而借调企业与劳动
者之间只是劳动力使用关系，但不存在劳动
关系，故劳动者与借调企业之间不会构成双
重劳动关系。
　　劳动者借调期间的工资由谁支付？在员
工借调期间，工资支付的责任主体仍为原用人
单位，但出借企业和借调企业可以约定，借调
企业应按时将借调员工的工资结算给出借企
业。至于劳动者工资的支付方式，出借企业、
借调企业和员工可以通过三方协议予以明确。
　　“共享用工”在借调企业发生工伤怎么
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被借
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企
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原用人企业与借
调企业可以约定补偿办法。若员工在借调
期间发生工伤事故，出借企业应负责申请
工伤认定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借调企业
予以协助。
　　王跃红说，虽然完善了相关的法律配套，但
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发生相关的法律纠纷。“共享
期间发生过几起员工脑溢血的事件，也都得到
了相对公平的处理，家属都没有闹意见。”
　　“某电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
企业，疫情期间，通过错峰用工平台，顺利解
决了两三千人次的用工问题。”王跃红笑着
说，“企业老板很感谢这个平台，说解决了企
业的大难题，平台交易服务费才几十万元，太
少了，非要另外再奖励我 200 万元。”
　　 32 家企业共享员工的试验成功，坚定了
王跃红进一步将共享平台做大做强的信心。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度才子错峰用工平台”
已注册用工企业 227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673 家，实现错峰劳务输出 38000 多人次。

能否解决招工难？

　　 2021 年春节前夕，尽管采取多种鼓励
措施留住员工在粤过年，但珠三角多家工厂
依然喊缺人。
　　智通人才连锁集团东莞公司总经理欧阳
威分析，2020 年 8 月是全年用工形势的拐
点，就业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东莞人才市

场数据显示，去年 9 月，企业招聘活跃度同比
上升 11%，求职者注册数量却下降 9.5%；至
11 月，企业招聘活跃度达到高峰，11 月上旬，
企业发布职位需求数同比增长 30%。
　　欧阳威说，云计算、5G 等新基建方面的
用工需求大幅度多于往年；新业态方面的用
工缺口较大；自动化、机械等领域长期缺人。
　　面对结构性矛盾，“共享员工”模式能否
解决根本性问题？
　　“共享员工模式只能作为解决‘用工荒’的
一种补充方式，可以解决局部问题，难以解决普
遍性问题。”智通人才连锁集团副总裁李阳月直
言，共享员工针对的只是企业间闲置的正式工，
而目前市场上存在着更多的临时工、小时工，需
要人才市场和劳务公司等机构予以调节。
　　李阳月说，未来，“共享员工”模式的大规
模推广还面临着多重考验：一是如何迅速解
决企业间的互信问题，二是新的用工模式还
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措施，三是企业间
对相似性的要求限制了共享的实现，四是共
享的员工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技术工较难
共享，普工相对容易等。
　　王跃红坦言，虽然起步良好，但共享用工
平台的进一步做大还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
首先是市场推广费用高，目前若依靠企业自
身推广，则力度不够，企业尚缺乏较强的公信
力度；其次，这种新就业形态还未获得普遍认
可，许多大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板对
其法律身份还心存担忧；此外，民营企业投入
研发的周期长，软件平台还需要投入巨资进
行更新迭代，企业有一定压力。
　　目前，王跃红打造的错峰用工平台虽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也引起了一些人力中
介机构的不满。“有中介机构的人私下骂我，
说我破坏了行业规矩，甚至有中介机构人员
威胁说，如果我革了他们的命，就要我的
命。”王跃红说，“许多企业都反映，鱼龙混杂
的人力资源机构‘吃掉’了企业的利润，而要
改变这一切，未来只能靠更加阳光化的网络
平台。我坚信这一新的就业模式有强大的
生命力。”
　　“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助力新就业形态发
展。”东莞市税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将进一步对企业在新就业模式下可能涉及的
社保缴纳等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帮助双方顺
畅“共享资源”。

“共享员工”缓解用工荒，推广需完善法律层面配套

  新华社济南 3 月 4 日电（记者贾云鹏、杨
文）日前，山东临沂市费县梁邱镇一农民，因赶集
出摊卖拉面“3 元 1 碗 15 年不涨价”，坚持惠民利
民而走红网络。但很快这位“拉面哥”却苦于被大
批自媒体运营者“蹭热度”“蹭流量”，其中部分人
的手段甚至突破法律法规边界，侵害“拉面哥”合
法权利，严重影响其家人和村民的正常生活。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当下部分短视频平
台为牟利纵容、默许账号运营方打着“弘扬正能
量”的幌子“谁红就蹭谁”，手段极端、行为无序，
导致违法侵权问题频发。

  “3 元 1 碗 15 年不涨价”“凭着

善良的心意走红”

　　和面、揉面、溜条、甩动，在费县梁邱东大集
上程运付的拉面摊位，来吃面的人络绎不绝，他
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边还不忘和老主顾们打
招呼。“3 元一碗，便宜又实惠，我经常来吃。”正
排队等拉面的王长兰对记者说。
　　程运付是梁邱镇马蹄河村村民。从 2005
年底开始赶集摆摊卖拉面，他和妻子每天开车
带着面粉、案板和煮面的大锅，辗转于周边几
个乡镇的集贸市场。“一直是 3 元一碗，只不过
之前是带肉的，现在不带肉了。”程运付说。
　　对于多年未涨价，程运付坦陈，其实他多次
计算过成本上涨的账，也想过要涨价，但他过过
苦日子，就想让老百姓吃上便宜实惠的拉面。“来
吃面的都是周边老乡，平时干活出大力的，挣钱
辛苦，如果涨价，可能很多人就舍不得吃了。”
　　如今，程运付一天能卖出三四百碗拉面。
据他计算，按照当前的成本，一碗拉面大概也能
赚个几角钱。“只要原料价格不大涨，我还会坚
持 3 元不涨价。”
　　“3 元拉面”加上质朴的话语、憨厚的外表，
程运付迅速在网络平台“凭着善良的心意走
红”，被网民亲切地称为“拉面哥”。

  这边刚红，那边“蹭流量”的就蜂

拥而来

　　记者了解到，程运付和“3 元拉面”走红很
快引来了多地网红及视频博主。为了蹭到“拉
面哥”的热度及流量，这些人涌进他的拉面摊和

村子，对其“围追堵截”，这不仅使“拉面哥”一家
无法正常生活，影响赶集出摊，还导致村里道路
交通“瘫痪”，严重侵扰村民们生产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拉面哥”的遭遇并非个例。
不少自媒体、短视频账号运营者信奉“流量为王”

“流量是金”，逢热必蹭，谁红蹭谁，如不久前的丁
真。而“蹭流量”的套路则大致有这样几种：
　　———“正”蹭。这种套路往往是打着“弘扬
正能量”“传播新风尚”等旗号正面对当红或流
量人物进行拍照直播等，实则是为自己的账号
加流量、涨“粉丝”。记者 2 月 27 日在“拉面

哥”家门口看到，当天尽管他并不在家，但
100 多名各路网红和视频博主围聚在他家
周围围观、拍照、直播。2 月 28 日，“拉面
哥”赶集出摊后，他的摊位被前来蹭流增粉
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无法正常经营。
　　“我开了一家店，平时做直播，现在正是涨
粉的好时候，就连夜开了 6 个小时的车赶过来
了。”一位来自江苏镇江的视频博主表示，知道
这种行为打扰了“拉面哥”的正常生活，但在流
量时代，蹭点流量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蹭。这种套路往往信奉“黑网

红也是网红，被骂的流量也是流量”，不问是
非、不分轻重地对热度和流量人物、事件进行
调侃、审丑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只为博
取网络关注流量。比如不久前对马保国的一
轮审丑大潮。另外像今年初，有多人“为了蹭
热度，获取网络流量”发布涉疫情网络谣言，
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硬”蹭。虽然“八竿子打不着”，但
为自身私利强行入镜。记者发现，为蹭“拉面
哥”流量，他家门口不仅有拍照、直播的，还有
不少人打卖狗广告、卖充电宝、卖食用油。在

其摊位前，还出现了征婚、唱歌、送锦旗、贴寻
人启事等五花八门的行为。

  “蹭流量”过界后果严重，网络

平台一旦失察必须追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赵精
武等专家表示，“蹭流量”行为本属于中性的
营销手段，但为了经济利益或提升知名度，以
极端手段“蹭热点”则往往是以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为代价，很可能涉及侵权，情节严重的甚
至可能构成犯罪行为。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佩律师
认为，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肖像、隐
私等项权利，如相关权利被侵害，“拉面哥”有
权提起诉讼，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的责任，自己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
人因此获得的利益，他也有权诉请赔偿。
　　邓佩还提醒，如果“蹭流量”相关行为严
重阻碍村庄交通，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则可能
涉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一旦具有社会
危害性，重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规定可能构成犯罪，轻则可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
究员臧雷指出，当前治理以极端手段“蹭流量”
歪风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斩断一味追求“流量
为王”“流量是金”者的变现牟利渠道，这就要
求网络平台运营方坚持正确价值底线，维护良
好网络生态，不能为平台“一己私利”，将流量
视作企业唯一目标，滥用平台技术和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
院长姚泽金强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
定》中明确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
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视情
采取警示、暂停发布、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相关网络平台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其账号运营
者以极端手段“蹭流量”的行为，积极对恶意
炒作、过度消费热点当事人等内容进行限制，
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姚泽金还建议，网监、公安等相关部门应加
强执法力度，划出清晰红线，形成对过度围观、
恶意炒作等极端“蹭流量”行为的有力震慑。

“拉面哥”传导正能量，有人却无底线“蹭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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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峰用工平台虽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应，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力

中介机构的不满

2 月 28 日，众多网红和视频博主将费县梁邱东大集上程运付的拉面摊围得水泄不通。新华社记者贾云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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