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境 与 出 路 

———关于我国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调查

“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

　　本文是对辽宁等 17个省区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 ,集中对下

岗职工及当地政府开展的“再就业工程”的描述 ,包括基本情况 、问题 、原因 、下岗职工

本人的想法及建议等 。

本调查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会受国家劳动部就业司的委托 ,在 1997年 2月 ,由近百名

硕士生 、博士生及少量本科生对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

调查区域是辽宁 、河北 、内蒙古 、山东 、安徽 、云南 、四川 、黑龙江 、吉林 、陕西 、青海 、湖南 、江西 、

河南 、湖北 、新疆 、山西等 17个省区 ,55个城市。共发放问卷 1500余份 ,回收问卷 1300份 ,其

中有效问卷 1234份;个案调查报告共 114个 。调查方法采取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 ,抽

样方式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 ,数据处理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本报告是在

这次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文中所用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一律为该调查的数据 。

一 、下岗职工的基本状况

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状况 ,也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及对再就业的期

望值 ,所以分析按生活 、思想及观念 、期望值 、困难的顺序排列。(以下所列各表皆为 1997年 2

月 17省区城镇企业下岗职工调查数据)

　(一)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

1.大部分下岗职工的生活水平下降(参见表 1 、表 2)。

　表 1　 下岗职工下岗前后月收入水平

收　　入 200 元以下 200—400 元 400—600 元

下岗前 36.8% 46.7% 13.5%

下岗后 57.8% 21.1% 10.4%

　　从表 1可看出 ,下岗后大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 ,生活水平比较低 ,月收入在 200元以下的

有 57.8%。从表 2看 ,在日常开支方面 ,有 71.2%的下岗职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食品 ,以维

持生存。按恩格尔定律 ,这属于很低的生活水平。调查材料中反映 ,河北省保定市先锋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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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下岗职工每月支出去向

支出项目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住房 子女生活费 其他

主要用于 71.2 2.7 4.5 3.2 0.7 1.2 3.1 12.8 0.5

其次用于 12.6 27.8 9.4 7.4 1.5 2.5 6.4 31.3 1.1

再其次用于 5.4 19.0 18.8 11.6 1.9 4.2 11.2 21.0 6.4

　　资料来源:全国 17个省区 1234样本户调查。

职工宿舍区 , “早上炸油条的过去有四五家 ,现在只剩下一家了”(朱勇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的“服务行业也因为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变得不景气 ,卖菜的小商贩和开饭店的感觉都不是

很好 ,买东西时看的人多买的人并不多 ,菜篮子总是处于`半饥饿' 状态。所有的家庭都紧缩开

支 ,能不买的尽量不买 ,除了过年需要的物品 ,其它的很少有人问津 ,较为豪华一点的商场总是

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 。”“有一些职工 ,特别是中老年职工面临着生活的严峻考验 。大多数现在

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令人很不安的消息”(尹雪钰)。辽宁省清原

县线材厂下岗女工范春香“吃完饭后 ,把仅有的几块剩余骨头 ,放在餐橱的盘中 ,留着以后熬汤

用”(费希佳)。沈阳市一家小型集体企业的一位下岗大嫂流着泪说:“两位老人疾病缠身需要

照顾而工厂效益不好 ,夫妻两人每月只有 40元钱的生活费 ,40元钱 ,买点药都不够 ,更别说动

手术的巨额支出了。”“我们还年轻 ,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可是老人家干了一辈子 ,到头来有病都

没钱治 ,我们做晚辈的心里有多难受 !”(石伟先)。河北省保定市先锋机械厂的一位下岗职工

的小女孩说:“爸爸下岗后 ,我每年用的书中有一部分就是买的便宜的旧书”(朱勇珍)。内蒙古

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镇某公司下岗工人陈某的妻子陈氏“无依无靠 ,由于生活所迫到毗邻

县境内讨饭 ,以此维持生活”(包萨仁)。这些仅是调查材料中的一部分 ,但已能说明下岗职工

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 !

2.不同省区下岗职工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不同 ,以黑龙江 、江西较为严重(参见表 3)。

　表 3　 下岗职工下岗前后月收入 200 元以下者在不同省区分布的比较 单位:%

时期

省区
辽宁 河北内蒙古山东 安徽 云南 四川黑龙江吉林 陕西 青海 湖南 江西 河南 湖北 新疆山西

下岗前 18.5 8.5 1.0 9.4 16.8 0.2 12.9 5.8 365 6.0 1.5 1.4 0.2 11.4 0.4 2.9 0

下岗后 18.7 8.4 2.8 11.4 1.5 2.0 7.6 16.5 4.6 2.5 2.8 2.0 15.9 0.8 1.8 0.3 0.3

　　3.职工下岗以后生活水平下降的人中 ,31 —45岁的中年人最多(参见表 4)。

　　4.职工下岗以后生活水平下降的人大多集中在文化程度较低的职工当中 ,尤其是在初中

文化程度的职工 。大专学历以上的职工基本上没有生活在 200元/月以下的。相反 ,文化水平

较低的下岗职工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层次(1500元/月)上所占比例较小 ,如小学仅占 5.3%,而

大专占 21.1%(参见表 5 、表 6)。

5.少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后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参见表 7)

　　1000—1500 元/月的下岗职工在下岗前仅占样本总数的 0.1%, 而下岗后上升到了

1.3%。尤其是 1500元以上/月的 ,由下岗前的 0.1%上升到 2.1%。这部分收入增加的下岗

职工多为自愿下岗 ,且多为有才华 、素质较高 、社会适应能力较强的职工。下岗原因有的是同

25



　表 4　 下岗职工下岗前后月收入 200 元以下者在不同年龄段中的分布 单位:元

时期
年龄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下岗前 0.9 8.7 17.9 17.9 19.6 17.9 11.3 4.0 1.3

下岗后 1.1 8.9 17.6 18.0 21.7 16.0 12.8 2.5 0.9

　表 5　 下岗职工月收入 200 元以下者在不同文化程度中的分布 单位:%

时　期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业校职工 大专 本科

下岗前 3.6 9.3 48.5 34.2 3.6 0.7

下岗后 1.3 9.2 50.9 24.9 2.5 1.1

　表 6　 下岗职工月收入 1500 元者在不同文化程度中的分布 单位:%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技校 、中专 、职高 大专

10.5 5.3 21.1 42.1 21.1

　表 7　 下岗职工下岗前后收入水平 单位:%

月收入 600—800元 800—1000 元 1000—1500 元 1500 元以上

下岗前 2.4 0.3 0.1 0.1

下岗后 4.8 2.5 1.3 2.1

企业领导关系不好;有的是看到企业的前景暗淡 ,迟下不如早下 。下岗后 ,通过个人的努力而

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湖南韶山市棉织厂何志东 ,大专毕业 , 1997年下岗就是想“试一试自己的

才能” ,抱着这种想法 ,通过从新闻媒体获得的信息 ,南下广东 ,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被广东一

公司老板提拔重用 ,现存款已达数万元(张扬)。陕西汉中市陶瓷厂下岗职工张建清 ,大专毕

业 ,1991年下岗后 ,应聘为咸阳明空公司的供销员 ,南下长沙搞推销 , 1995—1996年为公司净

赚 100多万元 ,个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提成(田青)。这两人二次创业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奋 ,同时

也可看出 ,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的高低 ,对其再就业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这部分下岗职

工不会对稳定局面造成不利影响 ,只会起到积极作用。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而且还“准备

回家干一个风险小 、收入大 ,对子孙后代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张扬)。

　(二)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

艰辛的生活使部分职工心理失衡 ,情绪不稳定 ,不同类型的人对生活 、社会表现出了不同

的态度。

1.部分下岗职工苦闷失落 ,痛苦无奈 。少数人铤而走险 ,走上犯罪道路 。

“云南楚雄地区某开关厂 ,原来生产军用品 ,后来军转民 ,生产民用机械 。由于设备老化 ,

无技术力量改造 ,更无资金购买新设备 ,面临倒闭 ,所在地区政府也是爱莫能助 ,工厂只得压缩

生产 、裁减人员 ,大批工人下岗 。有的工人想不通 ,个别工人夫妇开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 ,造成

惨剧”(袁国芳)。黑龙江绥化市一名下岗女工(52岁)为企业工作了几十年 ,作出了很大贡献 ,

后来企业裁人 ,因其技术不适应企业的发展而下岗 ,她“除却懊恼更是满腹的牢骚”(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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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会理县的一名老工人 ,老党员 ,曾是红极一时的劳动模范 、生产能手 、厂里的中层领导 ,到

80年代以后 ,领导不争气 ,企业亏损 ,他因为下岗 ,心中郁积了许多不满和对社会现象的不能

理解 ,他苦闷 、失落 ,在与我的交谈中 ,他流下了热泪”(曹晋)。

2.部分职工情绪消沉 ,对前途丧失了信心 ,有的甚至皈依佛门 。

“河北保定先锋机械厂亏损 ,广大下岗工人忧心忡忡 ,情绪比较消沉。他们都有一种失落

感”(朱勇珍)。云南楚雄一位 46岁的妇女下岗以后“不知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认为公司不

可能走出困境 ,她们不可能再回到公司 ,即使到了退休年龄 ,他们也难于靠从公司领到的退休

金生活。“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袁国芳),四川会理县“下岗职工在自谋职业的艰辛中 ,更加体

会到生活的不易 ,他们的情绪需要安慰 ,绝大多数人把从前对集体的忠心和希望寄托于佛祖保

佑 ,对寺庙怀着少有的热情和忠诚 ,宗教意识增强 ,一些寺庙的香火之旺前所未有。”

3.少部分职工认为下岗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必然现象 ,下岗未必是坏事 。

陕西咸阳市陕棉一厂的一位下岗职工认为“这么多人员下岗 ,确实是应当引起国家的重

视。”“但就个人看 ,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要经历的一个必然过程”(田青)。安徽固镇县建

筑工程管理所的张小五说:“其实 ,下岗未见得是坏事 ,以前 ,撑不死 、饿不着 ,日子过得也没劲 ,

可现在 ,虽然下岗了 ,但也有钱了 ,我和朋友联合买了一辆货车搞运输 ,再不挣钱 ,每月也是千

儿八百的 ,再者 ,忙一点 ,也觉得比以前充实”(张端华)。持这样态度的下岗职工只是少数 ,但

也说明还是有一部分下岗职工对下岗的认识是积极的正确的。

　　　(三)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就业观念有所转变 ,准备不再依靠国家来分配 ,打算自谋职业 ,

　而且有许多人认为通过自谋职业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参见表 8 、表 9)
　表 8　 下岗职工再就业意愿 单位:%

愿意自谋职业 不愿自谋职业

75.4 25.4

　表 9　 下岗职工对自谋职业作用大小的评价 单位%

很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很小

31.9 22.3 18.0 8.7 19.0

　　从表 8 、表 9可看出 ,现在已有 75.4%的下岗职工表示愿意去自谋职业 ,不愿意自谋职业

的仅占 25.4%,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且有 31.9%的下岗职工认为自谋职业对自己帮助很

大 ,22.3%的下岗职工认为自谋职业对自己帮助较大。

下岗职工观念的转变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的:a.当前 ,当地的经济形势所迫 。因为整体

经济滑坡 ,企业亏损 ,无业可就 。“现在到处都亏损 ,没有地方要人”(尹雪钰)。b.生活的逼迫 ,

使下岗职工不能坐吃山空 。“不能在家干等 ,钱不会从天下掉下来”(郑亚璋)。c.国家的宣传

引导 ,使下岗职工逐渐转变了观念 。

　(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期望值趋于实际(参见表 10)

1.下岗后 ,在艰辛的奋斗中 ,大部分下岗职工对自己的条件及社会的形势有了较为正确

的认识。他们力求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把工作轻松 、离家近看得很轻。追求高报酬也是很

正常的 ,因为他们缺少生活来源 ,迫切需要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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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下岗职工再就业时考虑因素 单位:%

考虑因素
职业稳定 报酬高 能发挥自己专长 轻松 离家近

首先考虑 49.3 33.3 10.7 4.2 2.3

其次考虑 20.1 37.8 16.6 12.5 13.0

　　2.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考虑再就业时 ,所首选的因素也不同 ,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职业

稳定 、报酬高;少数学历高的人则更多地考虑能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参见表 11)。
　表 11　 不同文化程度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时考虑因素所占比例 单位:%

文化程度

考虑因素
职业稳定 报酬高 能发挥自己专长 轻松 离家近

文盲 38.1 42.9 14.3 4.8

小学 59.6 24.8 2.8 9.2 3.7

初中 53.0 32.3 8.1 462 2.5

高中 、职高

中专 、技校
47.2 34.9 13.9 2.4 1.7

大专 22.8 42.1 29.8 3.5 1.8

大学 41.7 50.0 8.3

　　3.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再就业时的职业选择也不尽相同 ,年轻人倾向于热门职业 ,中老年

人更追求实际 ,追求同原职业相同或相关 ,因为自身技术单一 ,短期内很难改变(参见表 12)。

16—20岁的年轻下岗职工中有 70.0%的人再就业时选择热门职业 ,而 41—45岁的下岗

职工只占 14.7%。选择同原来职业相同或相关职业的年轻下岗职工仅占 10.0%,而 41—45

岁的下岗职工占到了 37.3%,55—60岁的下岗职工占 33.3%。选择只要有职业就行的 16—

20岁的年轻人占 20.0%,而 51—55岁的占 56.8%。

　(五)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困难及问题

　　1.年龄偏大 ,下岗职工中中年人居多(参见表 13)。

　　2.年龄越大 ,再就业时就越困难(参见表 14)。

安徽合肥市无线电四厂的下岗女工吴春荣认为:“对于我们这些 35岁以上的中年人 ,再就业很

难 ,由于有小孩 ,有家 ,所以工作不能走远 ,而且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知识结构 、思想等都基本定

了型 ,再从头开始很难 ,并且虽然有一定文化 ,但又不很高 ,长年从事的是单一工种 ,临时转到

别的工种或工作有相当的困难”(宋晓元)。

3.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偏低 ,初中 、高中学历的居多(参见表 16)。

　　4.学历高 ,再就业就容易(参见表 17)。

下岗职工对再就业很困难的评价中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49.0%,而大专学历的占 3.0%,

大学的占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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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不同年龄段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时选择职业意愿及所占比例 单位:%

年龄段
期望值 同原职业相同 同原职业相关 热门职业

无所谓 ,有

职业就行

16—20 10.0 0 70.0 20.0

21—25 25.2 18.7 42.1 14.0

26—30 25.6 20.6 36.7 17.1

31—35 29.8 16.5 31.9 21.8

36—40 33.2 14.8 23.5 28.6

41—45 37.3 13.3 14.7 34.7

46—50 35.7 17.9 8.9 37.5

51—55 27.3 9.1 6.8 56.8

56—60 33.3 22.2 0 44.4

　表 13　 下岗职工按年龄段 9 等份的比例 单位:%

比例

年龄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0.8 9.6 18.3 18.1 18.2 15.5 12.3 4.1 1.0

　表 14　 下岗职工按年龄段 9 等份与对再就业难易程度评价所占比例 单位:%

评价
年龄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很难 60.0 35.6 39.2 40.3 39.9 46.3 48.9 63.3 60.0

比较难 20.0 32.2 32.7 32.2 37.5 29.3 30.2 20.4 40.0

难度一般 10.0 16.1 18.9 16.6 13.5 13.3 9.4 6.1

较容易 10.2 7.8 8.1 6.3 8.0 5.0 4.1

很容易 10.0 5.9 1.4 2.8 2.9 3.2 6.5 6.1

　表 15　 下岗职工按年龄段 9 等份与对再就业很难的评价所占比例 单位:%

评价

年龄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很难 1.2 8.5 17.2 17.2 16.8 17.6 3.7 6.3 1.2

　表 16　 1997年 2 月 17 个省区城镇企业下岗职工按学历 6 等份所占比例 单位:%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 大专 大学

2.1 10.9 45.5 35.8 4.7 1.0

　表 17　 不同文化程度的下岗职工对再就业很困难的评价 单位:%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 大专 大学

2.4 9.1 49.0 36.0 3.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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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绥化市的一位下岗职工自己办企业 ,招聘工人时他这样说:“我雇用员工是有要求

的 ,小学 、初中 、高中文化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 。”(王宏)这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文化程度

高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5.观念仍须转变 。

大部分下岗职工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 ,大锅饭余风未尽 ,工作轻松 ,工作稳定 ,对企业有较

大的依赖性 ,自身优越感比较强 ,对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性的工作存在鄙视的态度(尤其是女

职工),所以部分下岗职工宁可在家里闲呆 ,相夫教子 ,也不愿做这种“降低身份”的工作 ,但那

种职业稳定 、报酬高 、轻松的工作却又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 ,所以这部分职工须转变观念 ,正视

现实(费希佳)。

二 、“再就业工程”在全国进展的现状 、问题及原因

　　　(一)现状

“再就业工程”自 1995年 4月正式启动以来 ,在全国各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各地的进

展状况不尽相同 。其中 ,在再就业工程的四个支柱 ,即失业保险 、职业介绍 、职业培训 、劳服企

业之中 ,职业培训评价较高 ,职业介绍较低 ,失业保险最低 ,劳服企业因本次调查未过多地涉

及 ,故不做分析 。

1.对劳动部门职业培训的评价较高(参见表 18)。

　表 18　 下岗职工对各种职业培训机构作用最大的评价 单位:%

劳动部门 教育部门 民间培训 原在企业 其他

47.9 9.9 5.7 15.8 20.5

　表 19　 下岗职工对劳动部门培训作用 、劳动部门职业介绍帮助作用及再就业很难的评价 单位:%

省份
辽宁 河北内蒙古山东 安徽 云南 四川黑龙江吉林 陕西 青海 湖南 江西 河南 湖北 新疆山西

劳动部门培训

作用很大
14.8 4.6 0.5 21.2 7.3 6.2 9.9 8.3 3.2 0.5 4.0 2.2 0.3 7.3 3.5 5.1

劳动部门职业

介绍作用大
19.0 8.6 1.7 3.1 3.4 8.6 1.7 1.7 1.7 3.4 6.9 1.7 10.3

劳动部门职业

介绍作用很小
21.0 7.0 2.0 7.4 1.7 5.6 15.5 9.4 4.8 2.7 3.9 1.7 8.7 2.9 5.1

当地再就业工

程作用很大
15.6 13.3 2.2 28.9 2.2 2.2 8.9 6.7 2.2 2.2 4.4 6.7 2.2 2.2

当地再就业工

程作用很小
20.0 6.4 3.0 11.1 6.6 3.2 11.5 9.0 4.3 3.6 3.6 1.7 7.7 2.6 4.7

再就业很难 22.1 7.0 2.6 12.2 7.7 4.9 7.3 11.3 5.9 2.3 0.7 1.6 7.7 3.1 3.1

从表 18可看出 ,全国 1234个样本户中有 47.9%的人认为:劳动部门的培训对其再就业帮助

很大 ,这充分说明了劳动部门在培训方面已经在下岗职工心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同时认为 ,

民间培训机构的帮助作用最大的仅占 1234样本户的 5.7%,表明民间培训机构工作中存在着

不同问题 ,大多数职工不愿去参加民间培训。

30



从表 19可看出劳动部门培训作用很大的有辽宁 、四川 、黑龙江等 ,表明这三个省份的劳动

部门确实在培训方面开展了较扎实有效的工作。

2.亲友介绍帮助很大。

　表 20　 亲友 、新闻媒体 、民间机构 、原在企业的职业介绍帮助作用的评价 单位:%

评价 帮助很大 帮助较大 帮助一般 帮助较小 帮助很小

亲友介绍 25.7 20.9 20.5 11.7 21.1

新闻媒体介绍 6.7 6.9 21.0 19.1 46.2

民间机构介绍 3.1 4.5 21.0 17.7 53.7

原在企业介绍 4.3 2.6 16.6 13.3 53.1

　　表 20表明 ,认为亲友介绍帮助作用很大的占 25.7%,而认为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作用很大

的才占 3.1%。这说明中国亲情关系很重要 ,很有用 ,也说明了为什么目前有这么多下岗职工

而形势仍比较稳定 ,因为亲友之间“互相帮助 、共渡难关” ,毕竟“血浓于水” 。

3.失业救济仍未发挥很大作用。

　表 21　 下岗职工主要收入来源比例 单位:%

原在企业发的基本生活费 国家补助 地方补助 自谋职业所得 亲友接济 其它

27.2 2.2 1.8 45.0 13.3 10.4

　表 22　 下岗职工是否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及是否正在从事有收入的社会经济活动 单位:%

关　　系 是 否

是否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28.9 71.1

是否在从事有收入的社会经济活动 62.1 36.9

　　从表 21 、22中可看出 ,有 28.9%的与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 ,但由于我国的失业保险体

系尚未完全确立 ,所以 ,只有 2.2%的人可以从国家拿到补助(失业救济),大部分职工不得不

自谋职业 。

综合上述各表(18 、19 、20 、21 、22)可看出 ,全国再就业工程开展的状况不是很好 。因为 ,全

国只有 4.5%的人认为再就业工程帮助很大。17个省区中 ,山东 、河北的再就业工程作用较

大 ,分别有 28.9%、13.3%的下岗职工认为当地开展的再就业工程帮助很大 。而辽宁 、四川的

再就业工程作用影响较少 ,因为分别有 20.0%、11.5%的下岗职工认为当地开展的再就业工

程帮助很小。这同表 19最下一栏中的对再就业很难的评价大体相符 。

　　　(二)“再就业工程”进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1.下岗职工人数日益增多。

中央提出了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的政策以后 ,地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亏损 、破

产日益增多。而今后仍要坚持这一方针 ,势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再加上当前的经济

结构调整 、推行两个“根本转变” 、加速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等一系列为提高国有企业

效率的政策 ,势必要将企业里的富余人员释放到社会中来 ,这对于“再就业工程”无疑是雪上加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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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下岗职工原在企业的规模比例 单位:%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3.0 18.7 46.0 32.2

　　表 23表明 ,下岗职工原来所在的企业多为中小型 ,他们分别占原在企业人员的 46.0%、

32.2%,而特大型的仅占 3.0%,这表明了国家的有关政策起了作用 。

　表 24　 1988—1996 年期间下岗人数比例 单位:%

比例
下岗时间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百分比 0.7 1.4 3.6 3.6 7.7 10.9 10.0 23.8 35.8

　　从表 24可看出 ,1988年以来 ,职工下岗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

2.部分地区经济整体滑坡 ,一些地处偏远的小城市无业可就。

据目前的材料看 ,东北三省的经济整体不景气 ,工人在当地无处可去 ,沈阳市一名 30多岁

的下岗职工 ,历经艰难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他向天狂呼:“我不想要钱 ,给我一个用双手谋生挣

钱的机会”(石伟先)。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名下岗女工 ,下岗后摆起了地摊 ,多少赚了点钱 ,

但她也认为:“现在到处都亏损 ,没有地方要人”(尹雪钰)。即使是人们认为劳务容量最大的社

会服务业在这些小城市也难以展开 ,一位下岗职工就此问题说:“咱们这儿是个小地方 ,而且普

遍下岗 ,没人请得起保姆什么的 ,自己能干就都干了 ,哪里像北京 、上海还有什么家政服务”(尹

雪钰)。

3.个别地区的政府领导不重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使劳动部门无钱 、无人开展工作 ,方案

也迟迟出不了台 。吉林某市在开展再就业工程中 ,“三费”不到位 。没有钱 ,再就业工程就成了

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劳动就业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且“从全市看 ,各级干部对实施再就

业工程缺乏足够的认识 ,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 ,没有从坚持党的宗旨的高度去认识这项工作 ,

因此 ,缺乏紧迫感和责任感 ,没有纳入工作日程 ,没有落实领导责任制” ,出现了“说起来重要 、

抓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倾向” 。“市政府虽然准备了方案 ,也制订了一些政策 ,但是缺乏实

施条件 ,始终没有正式出台”(张洪升)。

4.个别地区的不同部门之间协调不够 ,出现了劳动部门搭台 、工商税务部门拆台的“怪

事” 。四川某市的一名下岗女工反映:“现在就怕穿制服的 ,有时满街赶小商小贩 ,一乱乱条街”

(郑亚璋)。

5.整个社会新闻媒体 、影视传媒中宣传大款挥金如土 、歌舞升平等脱离大多数平民百姓

的情节太多 ,对人们产生了误导 ,尤其是对一些年轻人 。“大款毕竟是少数 ,但他们的纵情享乐

的形象被传媒聚焦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梦想 ,而大部分平凡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的生活是平凡

的 ,有时甚至是艰难的 。但今天的电影 、电视 、录像对此的反映是微乎其微的 。生活在这样的

舆论环境中的城市青年 ,往往就会理想脱离现实 ,想过豪华生活 ,却没有吃苦的精神。而这样

的青年一旦面对无情的现实 ,心理是很容易失衡的”(徐伟)。

本次调查还反映出一些其他问题 ,或多或少都同再就业相关 ,我们也将其反映出来 ,以供

参考:

1.个别劳动部门的工作中存在不正之风。

黑龙江某市一名下岗女工愤愤不平地说:“就算要人也要不到咱们 ,你不送钱谁要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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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雪钰)

2.个别劳动部门对老年职工考虑不够 ,招聘时只愿意招年轻的 ,都没考虑到老年人除体

力不如年轻人外 ,责任心 、经验 、技术并不差 ,他们愿意发挥余热(宋晓云)。

3.下岗职工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

山西太原造纸厂的几十名女工下岗后 ,迫于生计 ,给一个私人老板加工书包 ,一个才几分

钱 ,就这样一个月几十元还存在拖欠现象。

4.部分下岗职工的子女教育受到影响 ,因为许多家庭夫妇双双下岗 ,起早贪黑地出去打

工挣钱 ,接送孩子上学就根本无力顾及 ,更不用谈孩子的午饭了 。

5.部分下岗工人人穷志也短 ,道德滑坡 ,甚至有个别女工堕落 。山西太原造纸厂的部分

下岗职工到附近的单位去“拿点煤” ,到附近的地里“拿点菜” ,大家认为既不丢人也不可耻:“这

种道德价值观的变化令人吃惊 ,这种道德水准的滑坡更应该引起政府高度的重视。它将影响

到家庭 、影响到孩子 ,并且还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 ,如果不加制止 ,这将是文明的倒退!”(冯

智刚)。

6.部分家庭因下岗后发生危机 ,甚至解体(冯智刚)。

7.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仍然存在偏见 ,使许多个体户一心想找个“正式工作”(冯建

和)。

8.下岗职工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领导的腐败问题 ,因问题复杂 ,我们拟在别

的篇章中反映 ,因为:这种丑恶现象是在给不太稳定的局势火上浇油 。

9.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们心理不平衡 ,微词颇多。

10.部分职工感叹自己多年的技术白白丢掉 ,实在可惜(朱勇珍)。

以上这些困难和问题仅为社会上众多问题的一部分 ,但这些问题具有代表性 ,希望引起重

视。

三 、对策和建议

1.必须加大宣传“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 ,引起中央及地方领导的高度重视 ,制订出“城市

扶贫计划” 。近几年来 ,每年春运期间 ,中央 、国务院都要召开专门会议 ,布置解决“民工潮”的

问题 。为了解决农村中的 65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国家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并

多次由总书记 、总理召开会议 ,提出“不管时间多么紧迫 ,任务多么艰巨 ,都要下决心打赢这场

攻坚战 ,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口号 ,并拨出了专门的资金 ,以推动解决中国几千万人的绝对贫困

问题 。但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却被人们忽略了。人们以为城里人舒服 、快乐 ,却不知道一旦职

工下岗 ,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情况下 ,连起码的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 ,因为 ,城市不

像农村 ,每人都还有块地 ,最起码还能保证生存 。所以 ,一旦城市里的贫困问题扩大化 、严重

化 ,将引起比农村更为严重的灾难 。因为城市里工人更集中 ,工人更团结。所以我们必须把这

个问题的严重性讲清楚。另外 ,这几年我国很重视反通货膨胀 ,但我们认为失业比通货膨胀带

来的问题多。因为通货膨胀影响的是所有的人 ,失业却只影响一部分人 ,造成两极分化 ,在我

们这样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浓厚的国家 ,更容易造成不稳定 。所以解决就业问题 ,解

决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比农村 、比通货膨胀重要。我们要组织力量专门研究如何使“充分就

业”列入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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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一个好环境。工商 、税务 、城建 、市容

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要加强协调 ,不要一头热 、一头冷 ,一方面使劲干 、一方面在狠劲拆 ,只有拧

成一股合力 ,才能解决好问题 。在舆论宣传方面 ,新闻媒体不要只关注歌舞升平 、一掷千金的

款爷们的生活 ,而要宣传艰苦奋斗 、创业成功的先进人物的事迹 ,引导人们注重艰苦奋斗 ,注重

实际 ,转变观念 。

3.对下岗职工进行区别处理 。

我们对下岗职工的分类如下 ,解决方法也附后:

①对下岗职工中的年轻人 、文化程度高的部分 ,不用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就业 ,而是让他们

到发达的地区去创业 ,一是能带回资金 、信息 ,二是能够腾出更多的岗位 ,尤其是对于那些地处

偏远的小城市里的人 。

②年轻但文化程度低的下岗职工大多数身处城市 ,从小娇惯 、眼高手低 、想法不切实际 ,再

加上大众传媒的误导 ,更是不愿做那些“低级活” ,所以要对这部分人加强职业指导 ,让他们认

清当前的形势与自己的条件 ,明白只有从小事做起 ,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③中年 、文化程度低的这部分人生活负担重 ,心理压力大 ,再就业中会遇到许多困难 ,所以

要特别关照这个群体 ,尤其是男性职工 ,要在做好社会保障的前提下 ,一方面让其去参加转岗

转业培训 ,另一方面解决好他们培训期间的问题 ,这样他们才不致因生活困难而不去参加培

训 ,到头来就业仍然困难重重 。所以 ,只有多方做工作 ,才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④中年人中文化程度高的这部分人 ,能力也比较强 ,只要能够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鼓

励他们外出打工 ,同时做好他们的养老 、医疗保险工作安排 ,也会带来同第一类职工那样的结

果。

⑤加强对妇女就业的关切程度 ,特别是要保护 、照顾中年妇女 ,这部分人大多文化水平低 、

家务重 ,所以应尽可能安排她们就近就业。

⑥老年职工 ,尤其是那些工龄较长的人 ,除了体力上不如年轻人外 ,有经验 、有热情 、责任

心强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千万不能一脚踢开 ,他们毕竟还为国家企业做了多年的贡献 ,应尽量

安排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⑦研究 、借鉴日本 、美国 、德国等西方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 ,尤其是美国的“联邦紧急

救助”和“公共工程计划” 。因我们资料有限 ,不能做详细阐述 ,但我们认为他们的经验很有价

值。

⑧关于职业培训 、介绍 、失业保险 、劳服企业 ,我们认为有关材料中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就

不再重复 。

中国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 ,我们怀着非常同情的心态搞了这次

调查 ,写了个案 ,写了报告 ,但我们认为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开展。这批调查材料还可

以整理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来 ,我们将参照其他资料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本世纪 30 年代

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 ,结合中国的国情 ,提出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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