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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安服务业的劳动关系和劳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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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十年来，中国保安服务业得以快速发展。保安服务业共有三类，一是与公安系统
的社会服务相关的“辅警类”保安; 二是组织“自招自用型”保安; 三是物业管理中的社区保
安。三类中以第一类规模最大。保安服务业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其特征有四大方面:第
一，在外包式的劳动用工形式下，保安员们缺少组织庇护。第二，保安员的工作呈现低工资、

低职业技能和高流动的状况。第三，保安员的工作是一项高付出的情感劳动。第四，保安员
的劳动过程处于保安大队、客户单位和服务对象的三重监控下，其劳动关系嵌入在复杂的社
会关系中。文章认为，保安服务业需要建立理想型的产业关系，一是政府出台相关的行业劳
工政策; 二是建立完善的行业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积极的集体谈判; 三是
大力发展普及性的劳工服务;四是从文化上转变观念，给服务性工作应有的尊严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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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服务业的发展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亦是全球范围的发展趋势。1997 年，美国

用标准工业分类体系( SIC) 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在产品生产领域包括农业、林业、渔业、
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其余全部为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贸易和零售

业、运输业和公用产品业等各类服务。此时，服务业带来的产值至少占国民收入总值的

75% ( Steven，William ＆ Amy，2009: 167 ) 。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迅速。2009 年，我国服

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3. 6%。2004 ～ 2008 年，我国现价服务业年均增长

19. 4%，按不变价计算，服务业实际年均增长 13. 2%，比同期中下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年均

增长 9. 6%高 3. 6 个百分点，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呈持续上升趋势。从当

前各产业发展状况看，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发展速度更快，并且

基数大，客观上挤压了服务业的比重。扣除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我国服务业比重会提高近

5 个百分点，与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近( 李强，2003) 。



保安服务业是近三十年来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之一。2011 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代码》中编号为“728”的保安服务是指为社会提供的专业化、有偿安全防范服务①。保

安员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已经习惯了街头武装押运的运钞车和

持枪押运员，也习惯了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车站、码头、宾馆、居民小区门口

的保安员。政府规制、市场化运作的保安服务业已成为我国一整套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

民安全的制度设计的一部分。
从国际社会看，市场经济国家在政府体制下的警察系统和市场运作的私人保镖和侦

探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职业体系，相关研究关注保安及公民安全的私人化问题。比如，有学

者讨论国家、公民和安全的私有化问题，讨论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有关安全的私有化问题，

分析安全服务的外包如何在民主的名义下合法地使用武力( Elke Krahmann，2010 ) ; 分析

保安业的性别气质( Jutta ＆ Andrea，2012) 和雇佣兵的国际影响( Higate，2012) 。有研究表

明，美国人用于私人保安服务业的费用已达每年 4980 亿美元，其主要业务包括防盗、报警

监控、私人调查、犯罪矫治、武装押运、系统监控集成和管理、安全咨询和预防性检查，面对

的有私人住宅和组织。并预测美国的私人保安业到 2014 年将以每年 4. 9% 的速度增长，

其住宅市场的需求将大过其他需求，监控和相关咨询是该行业增长最快的部分②。可以

说，国际社会的私人保安服务业处于增长态势。
回顾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以单位体制来维护基本治安，并无保安服务业，有的是

单位制内相关保卫工作的运作体制。保安服务业作为近三十年发展出来的新行业非常值

得积累资料做深入讨论。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保安服务业的产业关系的状况，课题组自

2009 年至 2012 年 6 月对北京、深圳、昆明的 45 位保安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③，其中包括

一名队长; 同时，对北京一家具有保安服务业务的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进行了访谈。同时还

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保安服务

业发展的历史、类型; 劳动关系; 劳动状况和工作性质; 并对保安服务业之和谐劳动关系的

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二、我国保安服务业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类型

我国保安服务业的发展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带有这一体制遗留下来的特色，即政府

管制的特点; 同时，这一行业又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政府监管之下，民营企业经营的保安

公司成为重头。
我国保安服务业的发展历史有三条线索，一是与公安系统社会服务相关; 二是与单位

内市场化改革相关; 三是与私人房地产业的物业管理相关。正是在这三大历史背景下，产

生了三类保安服务类型。依照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保安服务有三类: ( 1) 保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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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bz /hyflbz /。
佐思研究报告:“美国私人安保服务行业 2014 年预测报告———Private Security Services to 2014”。http: / /www．

okokok． com． cn /Htmls /PE_Product /101201 /106697． html。
课题组成员有: 佟新、马冬玲、马丹、梁萌、周旅军、焦悦、高笑楠、叶如诗等。



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

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 ( 2)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

用人员从事的本单位门卫、巡逻、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 ( 3 ) 物业服务企业招用人员在物

业管理区域内开展的门卫、巡逻、秩序维护等服务。由此，我们将保安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

与公共安全有关的保安服务; 第二类是单位招用保安; 第三类是物业管理型保安。
( 一) 以公共安全为责任的保安服务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以公共安全为责任的保安服务业是保安服务业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国公共安全领

域的服务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
从历史角度看，1985 年中央政法委会议正式提出了“借鉴国外经验，在大中城市创办

保安服务公司”的思路。同年，在深圳，我国第一家保安公司———深圳保安服务公司成

立，这是一家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1986 年 4 月，经北京市人民政

府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组建，创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国有保安服务公司( 北京市安全服务

公司) ，后为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1985 年至 1998 年，是我国以公共安全为主要责任

的保安服务业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业人员发展较为缓慢，并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状

况。1998 年至 2009 年是此类保安服务业规范发展阶段，企业规模有所扩大。1998 年，公

安部门开展了对保安服务业为期 8 个月的清理检查，严格了对保安服务业的控制与监管，

使这一行为稳定发展。2009 年至今是此类保安服务业成熟发展阶段。2009 年 9 月 28
日，国务院通过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这一条例规范了保安公司的准入制度，明确规定

允许有资格的个人成立保安公司，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不得

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保安服务公司的经营活动等，由此保安服务业迈进法制化轨道。
从公司性质看，以公共安全为责任的这类保安服务公司具有辅助警察业务( 常简称

为“辅警”) 的功能，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种类型的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是由公安机

关批准并直接管理的，是公安机关功能与管理的延伸，是我国公共安全( 常简称为“公

安”) 工作向市场化的拓展。按照 2009 年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由公安机关管理

的保安服务公司的服务内容是: “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门

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这

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国有保安公司在行使劳务派遣公司的功能。作为民营保安服务公

司，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并由其监管从事相关保安业务和保安服务的派出功能。从规

模上看，国有企业的数量相对相多，但从用工规模上，民营保安服务公司的规模很大些。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有 2 家国有保安服务公司，一是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二是北

京市振远护卫中心。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总公司下属

33 个保安分公司，约 7 万多人; 各个分公司为总公司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中，

29 个分公司是由市公安局所属总队、局处、各分县局和铁路公安局( 处) 组建，接受所属上

级公安机关和总公司双重领导( 这一整套建制与政府的局处和各县局、铁路公安局的建

制相匹配) ，同时还有外事、特保安检、安防科技和国都 4 个分公司，这 4 个分公司为总公

司直属单位。北京市振远护卫中心成立于 1995 年，其主要业务是为银行等金融企业提供

武装押运，同时还兼有其他保安业务的国有企业。2011 年前后，该公司已拥有 1112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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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3500 多支枪，从业人员为 15900 人。此外，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还代表市公安局实

施对全市民营保安公司进行监管责任，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对 120 家社会民营保安企业

实施监管，这 120 家民营企业用工约为 20 万人( 北京市总工会课题组，2011) 。由此来看，

民营保安服务规模远大于国有企业。在 2011 年前后，北京市由市公安局直接或间接管理

的保安服务公司用工规模约 30 万人。
从全国来看，以负责公共安全为主的保安服务从业人员的发展是逐年增加的。1989

年间，全国组建保安公司 591 家，从业保安人员 56000 多人。到 1993 年，全国就已经有保

安服务公司 1000 余家，保安人员 20 万人。
( 二) 单位招用型保安服务业的历史和现状

第二类保安服务业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从事本单位的门卫、巡逻、
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这是原有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中内部保卫制度的延伸，但又有所不

同。回顾计划经济时代，各单位都有保卫部门，是单位中的重要职能部门。其从业人员是

单位成员，薪酬待遇与单位其他成员一致; 因为保卫部门不仅承担门卫等守护工作，还兼

具负责思想政治保卫工作和琐碎的后勤事务，其从业人员在单位中具有一定的潜在权力。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单位体制存续的组织依然在使用自雇人员从

事门卫、巡逻、守护等工作，但员工基本是老员工。随着市场化深入，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

和事业单位开始将保安服务外包，单位内自招保安的比例越来越少。以北京市为例，2011
年，单位招用的保安约在 3 万人左右( ( 北京市总工会课题组，2011) ) ，其规模仅是以公共

安全为责任的劳务派遣型保安的十分之一左右。从趋势上看，单位自招保安的比较会更

加萎缩。
( 三) 物业管理型保安服务业

物业管理型的保安服务业的发展与我国房地产商品化和私人化相关联，是未来发展

中最具有市场潜力的方面。
1981 年，深圳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家物业公司———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其物业

管理员中的一部分成为最早市场化物业型保安员。2003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了《物业管

理条例》，2007 年 8 月，国务院又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物业管理与服务有法可依。依该

条例规定:“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

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对物业型保安服务来说，其基本职责是对物业

管理区域内的“相关秩序”进行维护，但许多保安人员也兼具“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

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的职责。准确的概念应为“保安服务人员”。
以北京市为例，2011 年，物业管理企业大约有 3900 家，用人约为 8 万多人。主要工

作内容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门卫、巡逻、秩序维护等服务为主( 北京市工会，2011) 。
以湖南省为例，2011 年全省有物业公司 6597 家，其中一级企业 112 家、二级企业 1573 家、
三级企业 4912 家。长沙市的物业从业人员 15 万余人，其中物业保安员 5. 5 万余人; 服务

区域达 7500 个( 帅路、谭顺艺，2012) 。
总之，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国保安服务业已成规模，既增加了就业、保障了社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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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又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截至 2011 年，全国有保安服务企业 2659 家，其中开展武

装押运服务的保安企业 432 家，开展技术防范服务的保安企业 841 家。保安服务范围进

一步扩大，在巩固守护、巡逻、押运等基本业务和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技术防范、
开锁服务、安全检测、安全咨询等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有的伸展到老人看护和病人护理

等新兴领域。2007 年，全国保安服务企业年营业额达 152. 3 亿元，利税总额达 13. 7 亿

元。仅 2007 年，各地保安员就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30. 4 万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6. 4
万名，为社会直接挽回经济损失 43. 8 亿元。各地保安企业参加大型商贸文体活动安保工

作 4. 7 万次，出动保安员 116 万人次; 各地保安企业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近 2 万次，

出动保安员 59. 4 万人次①。
笔者保守地估计，各地承担“辅警”功能的保安员至少在 900 ～ 1000 万; 单位内部保

安员至少 10 万; 各物业公司的物业保安员约为 250 ～ 300 万; 三型保安员相加从业人员至

少在 1200 万。

三、作为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保安服务业的劳动状况

本部分讨论保安服务业的劳动状况，以“辅警”类保安为主，认为这类保安员处于劳

动力市场的低端，劳权状况堪忧; 其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 一) 外包式的劳动用工形式使保安员缺少组织

依照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保安服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

客户单位提供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

估等服务，“保安服务合同”成为保安服务公司与客户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保安员隶属

保安服务公司，却在客户单位工作，这样的“劳务派遣关系”使保安员处于多重管理之中，

却缺少明确的组织庇护。这种看似是纯市场的运作模式确实是为客户单位带来了效率，

减少了客户单位自招保安带来的成本，不用再筛选、雇佣、训练和监督，同时还可根据需要

有弹性地使用保安规模。但对客户单位来说也有风险，就是保安人员的高流动率，保安员

因收入低可能要打几份工，以致在工作中出现疲劳状况; 无法对其特殊的需要进行培训。
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位自招保安数量减少的结果。但对于保安员来说，这种被派遣的用工

不利于其达成个人对组织的承诺。
更为重要的是，客户单位与保安服务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合同规定了相关的工资标

准。在我国，这种标准缺少市场谈判机制，基本上是政府指导价格，导致保安员的工资处

于极低水平。从保安服务收费看，全国收费最高的是武汉，其次是深圳和上海，最低的是

北京。在武汉，保安服务公司向服务单位每提供一个保安，其服务收费标准是每人每月

3800 元，其中公司要为每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约占收费标准的 31%。深圳和上海的

收费标准皆为 2700 元。但缴纳社会保险费达 36% ～ 37%。而最低的北京，其保安服务

收费标准仅为每人每月 1400 ～ 1600 元，社会保险缴纳标准为 24% ( 北京市总工会课题

组，2011) 。我们访谈的北京市某民营服务公司，其董事长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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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为某中央单位提供后勤服务，有保安、卫生、还有食堂，几乎是亏损经营，
没办法呀，那个单位的领导是老熟人，说他们单位的后勤经费不足，没办法，这都是关系
了，总要维持。市场竞争也很激烈，我不干会有人干的。我只有靠其他的服务来填补这一
块。加之要上各类保险，企业几乎不赚钱。”

这种客户单位与保安服务公司之间缺少市场性的谈判，为拿到订单而签订的劳务合

同掩盖了保安员的劳动权益。
( 二) 保安员的低工资、低职业技术和高流动率并存

我们的调研表明，保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低工

资、低职业技术和高流动率，这种“两低一高”的特点高度相关、互为因果。
保安员的低工资是受限于保安服务公司与客户单位之间的合同约定的，这种低工资

产生了保安员高流动率的后果。我们对 45 人的访谈发现，有 60% 的人已经换过一次以

上工作。我们问“如果要换一份新工作的话，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有 70% 的保安员

说是因为工资太低了。对北京市保安从业人员工资待遇的研究表明，工资低、增长速度慢

是普遍现象。2008 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3726 元，而保安人员月平均工资是 1200
元，仅是全市平均工资的 32. 2%。2009 年，全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提升到 4037 元，而保

安从业人员的工资没有增长，还是 1200 元，相 对 工 资 水 平 下 降，仅 是 市 平 均 工 资 的

29. 3%。以北京振远公司保安人员的工资看，其工资第一年为 1550 元，工作满一年后，每

年每月增加工资的标准是 100 元，工作到第三年后工资不再上涨，即最高就是 1850 元了

( 北京市总工会课题组，2011) 。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低工资是与某一行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关的。劳动力供给的

理论认为，在技术培训方面投资大的员工所得工资应比投资小的工人得到的多。而目前，

保安业几乎没有发展出专业化的训练，缺少特殊的职业技能，致使其成为一个“门槛”很

低的职业。依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要求，保安员要求“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品行

良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申领保安员证，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申请人经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考试、审查合格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发给保安员

证。”保安员证的发放要经过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考核，但被视为无需要技能的一项职

业。因此，保安行业成为一个“男性化、低门槛、青春型、高流动”的工作。
调查发现，最年轻的保安员只有 17 岁，17 ～ 29 岁的占了 78%。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

司的 7 万多人，以外来工为主，年龄在 20 ～ 30 岁的占了 83. 6% ; 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化为

主，占 80% ( 北京市总工会课题组，2011) 。调查还发现，许多打工者都有过“当保安”的

经历，成为一些年轻的男性外来打工者的“初职”。因为没有严格的职业技术要求，加之

有值夜班的需求，单位为从业人员提供了住房，在 45 人中，有 60% 是雇主提供了住房。
因当保安可以“有住、有吃、有穿”，成为了刚进入城市的男性年轻人工作的首选。

但是随着打工者工作的稳定、眼界的开阔、信息量的增加，不少保安开始自己新的职

业计划，寻找高工资或学习技术的愿望使保安们转换工作，有些保安公司保安员的年流动

率达到 100%。一些管理正规、待遇较好的保安公司，保安员的年流失率也超过 70% ( 北

京市总工会课题组，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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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保安从业人员在“两低一高”的恶性循环中工作。同时，由于没有工会组织

代表保安来为其争取权益，亦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来替其代言，保安人员的离开就成为一

种反抗手段。
( 三) 保安服务工作是一项高付出的情感劳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给予保安服务业应有的评价，保安服务是为人们日常生

活提供身心安全的情感型劳动。与制造业不同，保安服务要求的是“服务的软技术”，它

要求保安员具有牺牲精神的情感劳动。情感劳动是指劳动者要通过对感觉的管理来创造

一种可见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形态，如微笑，并由此获得交换价值，即对劳动者的心灵进行

管理( Hochschild，1983) 。一般来说，服务机构总是制定一系列的“情感规则”来指导和管

理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表达出热情和积极的态度。保安员不仅要对客户保持微笑和尊

重，当遇到风险时要能够提供具有牺牲精神的保护。
美国社会学有以警察的情感劳动为内容的研究，讨论警察在面对罪犯和受害人时的

情感劳动 ( Strenross ＆ Kleinman，1989 ) ; 以及在这些情感劳动 中 的 性 别 差 异 ( Martin，

1999) 。这意味着保安从业人员的劳动付出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力的，也有精神的，甚至

需要做出牺牲。情感劳动的类型有性别之差，在性别刻板印象的作用下，由女性所提供的

服务多要求其付出更多的具有女性温柔气质的服务。很少有人关注到，人们对保安的服

务亦要要求付出情感，在风险面前，要求保安们要具有勇敢的、勇于担当的男性气质，甚至

要具有牺牲精神。因为保安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总是与财产相关。有资料显示，2001 年以

来，全国有 280 多名保安员牺牲，2. 5 万名保安员负伤①。这种高付出的情感劳动并没有

得到应有的价值肯定。
( 四) 保安服务业的管理模式———无所不在的监控

服务业的劳动与产品的生产( 工业) 的劳动不同，工业生产劳动多是在流水线上重复

性的工作; 服务业则要求提供非物质的、有情感的劳动。服务业劳动不再是与机械打交

道，而是与人———消费者联接在一起，服务业劳动总是与人相关，是在特定的社会交往和

社会关系中提供服务产品。与商业企业的管理模式相接近，对保安员的管理存在着双重

的管理和监控，一方面是公司和客户单位的管理; 另一方面每个消费者或服务对象都成为

监控保安员劳动的潜在管理者，这种潜在的管理者总是处于在场状况，形成了无所不在的

监控。以门卫服务来说，当顾客是上帝时，意味着客户永远是对的，在这一意义上，保安员

成为情感的无产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保安员具有的“看门护院”的职责也为其带来了一定的职业权力，对

这一权力的使用或过度使用常常会引发其与客户的矛盾。以各小区或单位中的“停车”
来看，保安与客户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有些客户无视保安的工作，甚至歧视保安

的工作，有些将自己对物业公司的不满发泄到保安员的身上，保安被打的状况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也有些保安没有友善地使用其职权，商业顾客或小区住户被保安打的状况也时

有发生。但这说明保安面对的劳动关系不仅有与雇主———保安公司和客户单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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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和服务主体的关系，这种嵌入性意味着保安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性和处理复杂社会

矛盾的能力; 保安所处的劳动关系更深入地嵌入在已有的社会阶级关系中。

四、我国保安服务业产业关系中的制度问题与制度建设

产业关系(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或称劳动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是源于发达国家对工业

化时代劳资关系理想型的追求。理想型的产业关系是指通过制度化建设来满足劳资双方

的利益均衡。一般包括三个范畴，一是通过劳动立法实现劳工有关福利的各种规则，通常

是制订各类劳工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工资、工时( 休假、加班) 、工伤劳工政策等。同时，国

家也制订一系列的有关企业提供就业和遵守劳动法规的奖惩制度，特别是相关的税收制

度。二是建立三方机制，即通过劳资谈判实现的雇主和雇佣劳动力之间有关工作权利和

义务之间的规则，如工资标准、晋升规定和生产程序、雇佣和解雇的程序等。这些谈判是

持续的过程，是透过谈判实现个人或集体契约。在劳资谈判中如遇有较大冲突会有政府

相关部门的介入进行调解。谈判有不同的层面，从个人间、企业内和行业内，雇佣劳动力

主要是通过工会组织参与谈判，形成集体合同或行业标准。由此形成工会、雇主联合会和

政府的三方集体谈判模式。三是劳工服务，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为劳动者提供可供选择

的有关职业安全、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服务。虽然这种理想型的劳动关系在发达国家

面临了诸多挑战，但是使成功的制度实践为我们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指出了方向，其特点

在于: 政府通过立法和劳工政策制定规则、劳工通过自身工会组织参与谈判以及社会通过

社会组织为劳工提供服务，由此良好的劳动关系得以实现。以劳动关系理想型来审视我

国保安服务业的发展会发现有许多制度缺陷，这需要从政策上进行制度建设。
( 一) 应明确界定保安服务业的市场运作的性质

目前，我国的保安服务业是由公安机关直接监管的，那么如何处理警察与保安员工作

之界限是问题的关键。从制度上讲，保安员并没有公务功能，而是由市场调节的服务购买

关系。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是不以营利

为目的。而今天，保安服务业在功能上承担着“辅警”功能。以北京为例，在每年“两节两

会”期间都要投入大量的保安，全力协警保障首都社会治安。有资料表明，全市每年协警

完成的各种治安勤务活动在 1000 场次以上，投入保安力量 10 多万人次。那么，保安服务

业应当在政府监管下，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运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和市场竞争

的原则进行。
( 二) 积极建立保安服务业的行业劳动标准

从立法角度看，对保安人员没有符合其行业特性的法律保护。有关保安服务业，有两

部国务院通过的条例，一是 2009 年国务院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二是 2007 年国务院修

订的《物业管理条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制定目的是“为了规范保安服务活动，加

强对从事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保安员的管理，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制

定本条例”。其第五条规定“保安从业单位应当依法保障保安员在社会保险、劳动用工、
劳动保护、工资福利、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而《物业管理条例》则是“为了规范

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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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定，并没有对其保安人员的劳动权益、雇主组织的权益进行说明。由此看，对保安人

员劳工福利的规则都是依从于国家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没有具有行业特点的劳

动福利的规定。对 45 人的深入访谈发现，有 32 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占 73%。这需要从

立法的角度，建立保安服务行业的工时、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这是这一行业有秩序发展

的重要保障。
( 三) 促进保安服务业的社会组织化，以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在劳动力市场左右的工资确定中，职业的正式化组织，如工会、雇主联合会是重要的

协调单位。国际经验表明，一个行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工资、工时、晋升和相关福利越

是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协商解决，并使多种利益达到妥协，形成社会和谐。
从我国国家级和省市级的三方机制来看，保安服务公司没有雇主委员会或联合会，也

没有行业工会。虽然省市级保安服务总公司和分公司建立有工会，但其监管的民营保安

服务公司基本都没有建立工会，保安人员多数不了解工会，即使知道有工会，也没有意识

工会与自身工作和权益有内在联系。从政府角度看，我国有“中国保安协会”，这一协会

成立于 1994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成立的全国性保安

服务行业组织与社团法人。这一协会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全

国多数省、自治区也相应成立有各级保安协会。从制度角度看，保安协会成为政府联系行

业的纽带，重点在于促进行业自律、拓展服务领域、强化业务交流等; 不具有保护从业人员

劳动权益，表达员工群体利益的功能。虽然对保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认证方面做了

一些工作，但没有制定出保安从业人员的工资、工时和社会福利的行业标准。
因此，从制度的角度看，建议以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为主体，建立试点，全

面推行行业工会和行业雇主联合会，以市场化方式建立三方集体谈判制度。
( 四) 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建立全方位的劳工服务

在劳工服务方面，各省市工会组织和相关社团有一些积极的尝试，但其规模和保安的

参与率都相当低。
北京大学著名的保安甘相伟，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就到该校工会办的“北大平民学

校”读书，这个平民学校是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当校长时主持开办的，他要求北大的教

授和学生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北大的校工上课。2006 年 7 月，北大继承了蔡元培先生的传

统，再次开办平民学校，免费为北大后勤系统内的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教师全

部是义务授课，北京大学学生志愿参加辅助教学。这样的劳工服务对于保安的影响是巨

大的，但在社会中它却是太珍贵了。
近年来，随着社会建设理念的推广，我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不断状大，已经出现了一批

以劳工服务为主的社会工作组织，但是这远远不够，国家应当鼓励面向底层工人的“平民

学校”、“法律援助中心”等社会组织的发育。
( 五) 重建服务理念，给服务性工作以尊严

长期以来，服务性工作在我国文化传统上一直具有“低人一等”的符号意义，致使服

务性工作皆不被看重，家政工、保安等行业工作的职业声望较低，其劳动力的市场价值被

压低。劳动力的市场理论认为，对职业的社会评价影响其就业者的工资水平，因为这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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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造成了职业间的声望差异( Ross，1975) 。这种文化与服务行业的低价格形成再生产关

系，以至于保安服务业的价格总是停留在低端。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私人保安具有很高

的职业地位。在日本，保安服务业是政府功能的延伸，有很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收入，在

社会中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给予服务性工作以应有尊严意味着合理地为服务性工作定

价，当我们享受一份保安员为我们提供的公共安全、当我们享受着家政工为我们做的一餐

一饭时，我们不仅享受着他们的工作时间，还享受着他们的情感，因此要对其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观念的转变需要长期的宣传，也需要有工资制度的配合，保安员工资稳定的增长

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办法。
毫无疑问，中国保安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特别是公共安全与社会

服务的政府主导的背景相关，因此，保安从业人员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工资的增长亦以国家

为主导。从长远看，要保证保安从业人员的队伍稳定和较高的人力资本就一定要从工资

机制开始，并以组织化建设和三方机制的建设为基础，这对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皆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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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bor Rights
in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Tong Xi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pertains to auxiliary police in the public security system and social services; the second per-
tains to private security forces; and the third pertains to community security forces． The first kind is the main cat-
egory． The security service industry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labor market． It has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system of subcontracting results in security guards lacking organizational protection，second，the labor condi-
tions of security guards are low wages，low skills and high turnover; third，security work requires emotional com-
mitment and a spirit of sacrifice; and fourth，security guards are subject in their work to control by the security a-
gency that employs them，the organization that hires them and the people they provide security services to． The
security service industry needs to establish an ideal typ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le-
ment appropriate labor policies for the industry; It requires that governments make good industry labor policy;

good industrial trade unions and employers' organizations are established to carry out collective bargaining; labor
service are developed on a broad scale; and the social conception of security services is changed to give it the
proper dignity and value．
Key words: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Industrial Relations; Collective Bargaining; Labo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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