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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务派遣现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用工方式,在我国迅速兴起并发展,已经在我国企业用工
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用工过程中却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存在
的问题,探究解决的对策,以促进我国企业劳务派遣用工规范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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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abor dispatching in Chinese enterprises
Xiaojing Mo Xingyi Huang
Guangzhou Business College
[Abstract] Labor dispatch has now become a new type of enterprise employment method, which has risen and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mployment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actual employment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abor dispatch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 dispatch employment in Chines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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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认为劳动派遣是劳务派遣单位

劳务派遣服务水平日益提升,低层次逐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用工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根据用工单位

渐向高层次发展、临时性不断向长期性

模式出现多元化,劳务派遣就是其中兴

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劳动者派遣到

发展、替代性不断向专业性发展,市场上

起的一种,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进行。虽

用工单位提供劳动的一种形式。

对劳务派遣人员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然我国劳务派遣相比于欧美国家发展较

在劳务派遣用工中,存在着三方主

涉及的岗级、岗位门类越来越齐全。就

晚,但现在我国企业已经越来越普遍应

体和三重关系。三方主体即为劳务派遣

地区发展趋势而言,东部地区沿海经济

用,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工。其中,

发达的地区劳务派遣起步早且发展较快,

的成本,发展核心业务；另一方面用工方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为劳务派

随着沿海发达的经济地区派遣行业的示

式灵活,缓解“招聘难”的形势。但是企

遣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派遣

范典例,一些内陆地区,也逐渐开展劳务

业在劳务派遣用工中存在不少的问题,

工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而用工单位与

派遣业务,比如：云南、重庆、四川等地

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

劳务派遣工之间为劳务关系。

区。就行业而言,劳务派遣主要集中在建

运行秩序,需要运用各种对策解决问题,

2 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现状及未
来趋势

筑业和制造业,据调查显示,建筑业和制

2.1企业劳务派遣的用工状况

相比于其他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派遣

优化劳务派遣市场,促进企业可持续健
康的发展。

1 劳务派遣的定义

造业劳务派遣占职工总数的36.2%,可见

劳务派遣已在我国各行各业流行起

员工占比较大。就用工范围而言,劳务派

对于劳务派遣的定义,世界上还没

来,发展尤为迅速。就工作岗位而言,劳

遣可适用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

有统一的表达。我国在2007年制定的《劳

务派遣的工种一般是具有临时性、辅助

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类机关

动合同法》中对劳务派遣做了专节规定。

性或者替代性特点的岗位,不需要什么

单位,特别受到外资企业、优势企业和国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正式立法的形式统一

技术含量,比如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保

有大企业的青睐。

了“劳务派遣”的称谓。但是《劳动合

安等,或者是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使用

2.2企业劳务派遣的发展趋势

同法》并没有明确定义劳动派遣。

的人员。但是随着劳务派遣的不断成熟,

我国劳务派遣市场现阶段处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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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展阶段,各方面制度还不够规范,

替性的岗位,而且是使用于所有岗位。因

和企业就会把责任进行相互推脱,导致

但随着劳务派遣政策制度的完善以及

为《劳动合同法》第66条中对劳务派遣

给劳动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造成障

就业环境的改善,正朝着成熟的方向发

规定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

碍。美团骑手是劳务派遣的一种社会普

展。据调查,近两年中国劳动力派遣市

的工作上实施,对“三性”没有明确的解

遍现象,美团的骑手队伍非常庞大,交通

场正以15%以上速度增长,中国拥有13

释和规定,所以导致企业的滥用劳务派

事故也频发,因此美团为了规避用工风

亿多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遣行为就难以遏制。劳动者往往处于弱

险以及劳动纠纷,继而运用劳务派遣的

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劳务派遣工规模将

势群体,并不知道用工单位在侵犯利益,

形式。因为如果美团不给骑手缴纳五险

达到6000万人,占全国职工人数的比例

把公司派给任务全盘接受,没有维权意

一金就是属于的劳动纠纷,会承担罚款

将超过20%。可见劳务派遣已经成为一

识,任由用人单位差遣。从长远来看,对

的风险,而美团将外卖业务承包给劳务

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和用工方式,在未来

企业方面滥用劳务派遣的现象会对企业

派遣公司,将责任转嫁给第三方公司,就

劳务派遣将在国内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的管理不稳定,增加用人风险,企业生产

成功规避了用工的风险,美团不给骑手

泛,派遣机构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服

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出现差异,对社会方

缴纳五险一金推脱的理由可以是美团是

务能力、专业化水平规范化程度也将不

面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对社会的

中介公司,与骑手不存在劳动关系。美团

断提高,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

和谐发展产生影响。

从法律角度是合法的,但是换另外一种

择劳务派遣。

3 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存在的
问题

3.3企业管理制度导致派遣员工的
归属感不强

角度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会受
到了大众舆论的谴责。

劳务派遣发展的同时由于劳务派遣

家以及政府机关的重视,劳务派遣也缺

4 企业劳务派遣用工问题的
对策

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各项制度还不够完

少法律规范,因此企业也不会重视劳务

4.1完善劳务派遣的法律制度,相关

善,企业各种用工问题也随之出现,主要

派遣的员工,将劳务派遣看作“临时补

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充人员”,未将他们看作企业长期发展

因为我国的劳务派遣行业发展还不

3.1同工不同酬

的组成部分,没有专门的规章管理制度

够成熟,也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

由于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缺少国

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企业的正

来对劳务派遣员工的管理,出现以下这

劳务派遣中“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和滥

式员工和劳务派遣的员工共同享有同等

些问题：区别对待正式员工和派遣员

用劳务派遣的现象,所以企业利用法律

的薪酬福利、休息休假权利。但是在实

工、忽视对派遣员工的纪律和绩效方面

的漏洞来使用劳务派遣,扰乱了劳务派

际中却难以落到实处。据调查显示,每年

管理、回避派遣员工的职务晋升、未对

遣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因此政府尽快

关于劳务派遣的案件不在少数,多数是

派遣员工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剥夺了

完善和细化法律规定,对于模糊的概念

关于薪资福利以及工作环境问题。因为

派遣员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权利。由于用

做出明确的解释,必须要加大对劳务派

在实际的工作中,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

工方式的不同,派遣员工的流动性比正

遣的监管力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经常是将环境脏、乱、差、噪音大,工作

式员工高,并且不稳定,也限制了其未

首先,规范劳务派遣机构的运行机制,监

强度大的工作分配给劳务派遣员工,还

来的职业发展,缩小了在工作岗位上的

督劳务派遣机构业务经营范围是否合

享受不到与正式员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发展空间,又因为企业管理制度方面的

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有些企业为了实现的最大效益,甚至会

问题,会导致派遣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

是否帮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是否有损

缩短派遣员工休息休假的时间以及缩减

落差,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积极性不

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对企业的

派遣员工的薪资福利,造成的“同工不同

高,企业归属感低。长期以往,甚至会出

进行监督审查,企业是否劳务派遣工突

酬”的问题非常突出。

现跳槽和企业信息泄密的情况,不利于

破用工比例,如何对待劳务派遣人员,检

企业的长期发展。

查企业在同工同酬、 休息休假、福利待

3.2滥用劳务派遣现象

3.4存在劳动纠纷

遇等各方面的是否一视同仁。如有违反

效减轻用工成本和降低用工风险。但是

因为劳务派遣涉及到三方主体,其

法律法规的行为,情节较轻令其改正,情

在实际用工过程中很多企业为了减轻用

中牵涉的问题有很多,关系复杂,时常出

节严重则依法严惩,并督促企业依法用

工成本,逃避用人的责任,将劳务派遣

现劳动纠纷,严重影响工作的运行,不利

工,实现法律预防与惩罚双管齐下的作

“常态化”,随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尽

于社会的稳定。劳动纠纷主要集中在工

用。在此期间,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

量不使用劳动合同工,导致派遣人员已

伤保险的问题上,在三方关系中,劳动者

也要参与到监管过程中,清除派遣行业

经超过正式员工的人数。劳务派遣中的

是属于被牵制的状态,时常处于不利的

中的不法行为,净化劳务派遣市场。

许多企业不符合法律规定,将劳务派遣

地位,受到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

员工不但是分配到临时性、辅助性、代

牵制。一旦产生劳动纠纷,劳务派遣单位

企业采用劳务派遣的主要目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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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合理使用劳务派遣,遵守法律规
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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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该严格依法合理使用劳务派

们充分地融入到正式员工的队伍中,加

展的情况,合理规范的使用劳务派遣。在

遣,遵守法律规章制度,恪守使用劳务派

强同事之间的沟通,引导他们为企业的

使用劳务派遣的同时思想观念以及管理

遣的初心,不能将劳务派遣员工完全代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以这样的管理方

制度也应该跟上来,制定合理的规章制

替劳动合同工,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

式有利于激励员工,增强员工满意度和

度提高劳务派遣员工以及正式员工的能

用工数量,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

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派遣员工为企业

力和劳动效率,明确责任,维护合法权益,

其用工总量的10%。企业不能贪图一时

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企业与派遣员工

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利益,为了避免用人风险和减少用人

的共赢。

成本而忽视滥用劳务派遣的后果,难以

4.4明确责任,减少劳动纠纷

保证生产产品的质量,影响企业的长远

在劳务派遣的过程中,应当明确三

发展。
4.3重视劳务派遣员工,增强员工归
属感
企业转变对劳务派遣用工的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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