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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加剧凸显政府职责

何谓“知识失业”
，是指受过较高教

育的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一般

当前“知识失业”
的状况广受关注，
坚持大学生就业
须清醒地认识到，
大学毕业生是一种特殊产品——
—
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干预，大学毕业生的

也叫“知识性劳动力失业”
。其重要表现
特征就是“大学生就业难”
。
毋庸讳言，近年来，就业压力已造成
了大学生们一定程度的就业恐慌。中国
社会调查所最近完成的一项在校大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显示，７５％的大学生认
为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就业；５０％的大学
生对于自己 毕业后的 发 展 前 途 感 到 迷

高

校扩招后，需要进入劳动

个人努力就可以了；如果是纯公共产

力市场进行工作搜寻的

品，
则应当主要依靠政府的努力。正

茫，没有目标；
４１．７％的大学生表示目前

大学毕业生数量与日俱增，而经济增

是因为大学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所

没考虑太多；只有 ８．３％的人对自己的未

长的就业弹性却在持续降低，这就从

以仅仅依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还需

总体上导致了工作创造率的低迷，劳

要政府介入。并且，不但大学生的培

动力市场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学生就

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

业难问题。在日前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全

制进行干预，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

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

排也需要政府积极介入。实际上，在

来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充满信心。
据统计，在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年这十年间，
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了近四倍，而
就业率则降低了 ２３．７ 个百分点，结果，未
能实现就业的大学 毕 业生数 量 迅 速 增

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强

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政府通过安

加，
２００６ 年甚至已突破百万大关。而且，

调，
“做 好 就 业 工 作 的 任 务 十 分 艰

排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方式已经积极

２００７ 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 势仍很严

巨”
。

峻，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４９５ 万人，
比上年净增 ８２ 万人。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
央国际联络部发布的 《中国青年发展报
告》称，根据对中国未来新增劳动力人口
的测算，未来数年中国青年新增劳动力
人口每年仍保持在 １５００ 万人至 ２２００ 万
人之间的高位，供大于求，直接导致就业
压力大。此外，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逐
年下降。
对此，教育专家指出，与以前相比，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矛盾已经从“入口”
转移到“出口”，从“入学难”转移到“就业
难”。为应对可能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快速
发展长期并存的“知识失业”的挑战，必
须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重新做系统的
考量，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大学生就
业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切实的
政策、措施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
路径。（人民论坛记者 曾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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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准公共产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在转轨

（甚至过度） 介入了大学生的生产和
培养过程中。虽然个人对于高等教育
成本分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的财政性教

初期，
大学毕业生就业都以国家指令

育经费与学杂费之比仍然高达 １．４６：

性计划的方式依照“统包统配”
、
“包

１，同样表明了政府在培养和生产大

当干部”的政策进行，这在体制上确

学生过程中的积极干预状态。

保了大学毕业生无需面对失业风险。

但是，政府的职责不能仅仅停留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
“双

在培养和生产阶段，还必须延伸至大

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就业模

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活动中。只有

式逐步在全国推广，这反映出大学生

这样，
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大量公共

就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大学生就业

财政资源和稀缺的大学毕业生资源

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主要靠

才不至于过度浪费。从国外的经验来

市场机制进行引导和配置。

看，
无论是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发

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

达国家，
还是韩国、印度、巴西等发展

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

中国家，
政府都对大学生就业采取了

认识到，
纯粹地利用市场来解决大学

积极干预的政策。例如，法国政府的

生就业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大学毕

“青年就业法案”
，旨在帮助面临困境

业生不是一般产品，而是一种特殊产

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群体就业；巴西

品——
—准公共产品。我们知道，如果

政府颁布实施了“初次就业计划”
，以

是私人产品，
其生产和配置只需依靠

鼓励企业雇佣大学毕业生——
—这些

责 编／曾金胜

的市场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必
准公共产品，
不但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
配置和安排也需要政府积极介入
■ 赖德胜 孟大虎
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享受政府
资助的企业必须保证在 １２ 个月内不
辞退这些初次就业者，从而给予了大
学生实质性的就业帮助。

政府要致力于打破劳动力市
场的制度性分割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劳动力市
场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类型是工资收入较高，
工作稳定，社会
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另一种类型是工
资收入较低，
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
很少有社会保障。如果劳动力市场是
陈更生摄

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
的，
我们可以想象，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

搜寻。

工作银行，
而且这些银行全国联网。工

选择过程中会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即

因此，
政府应当深化体制改革，打

作银行的信息免费对所有的招聘者

首先会在第一种类型的市场上找工

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劳

和求职者开放，双方都可以在工作银

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没有找到理想

动力流动成本，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

行中各取所需。公共工作银行的建立

的工作，则会到第二类市场暂时先就

场供需双方自主选择的约束，淡化单

既可以促进效率即大大降低工作搜

业，
边工作边搜寻，
等有更好的就业岗

位的福利保障功能，同时要建立健全

寻成本，使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得

位后再做调整，
即“骑驴找马”
。

社会保险制度，这样就会有更多大学

到更好的匹配，也可以促进公平，因

生选择“先就业再择业”方式，减少自

为在没有公共工作银行的情况下，很

愿性失业现象的发生。

多用人单位是通过私人关系等非正

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劳动力市
场却远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着比较
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包括城乡之间的
分割、城市中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之间的分割等。这导致大学毕业生一
旦去了第二类市场工作，若要再离开，

可尝试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共
工作银行

式渠道来招聘所需人才的，显然，这
种聘用方式对于没有或很少社会资
本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就业信息的

在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工作搜寻对

就会面临很高的成本。因此，
大学毕业

公开、
充分和透明，
可尝试建立全国联

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投

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留在

网的公共工作银行，降低大学生的工

资，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城市，
很少一开始就考虑去农村，甚至

作搜寻成本，缩短“从学校到工作”的

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过长时间和过大

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即很多毕业生

时间。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存进工作

规模的工作搜寻则肯定是一种资源

是以一种“非马不骑”
的心态进行工作

银行，大学毕业生的求职信息也存进

浪费。因此，缩短工作搜寻时间，促进
２００７／０８／Ａ 总第２０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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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双方更有效地匹配，使大

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的有关

学毕业生就业更容易，对于高素质劳

问题。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

动力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有着特

业生，公安机关要积极放宽建立集体

殊意义的。

户口的审批条件，
及时、
便捷地办理落

创造
“洼地效应”
引导知识资源
有效合理配置
只要目前这种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的收入差距不改变，大学毕业生拥
挤在城市、沿海地区的局面就不可能

户手续。用人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

＞＞ 他山之石
国际青年就业的政府担当
面对青年失业这个当今世界日

定与所聘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政府

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缴纳社会保险

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

费，
保障其合法权益。

培育人才亟需“随行就市”

法国“青年工作岗位”计划。法
国左翼政府在 １９９７ 年上台执政之
初，国内失业人数超过 ３００ 万，其中

完全扭转。但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政

从技术进步与熟练劳动力供给的

青年占很大的比例。面对这样严峻

策来改变他们的成本—收益状况，创

关系看，我国在长期内应该把教育放

的局面，政府一切工作都以保障就

造“洼地效应”，引导他们在国家需要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此促进技

业为中心，提出了在 ５ 年任期内要

的领域就业。比如，如果大学毕业生

术进步，
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不能以当

创造 ７０ 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由国

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工作，那么可

前出现的“知识失业”
简单地断定我国

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各自承担一半。

以减免他们的上学贷款，允许他们可

的教育规模已经“过度”
了。我国的高

为了完成在国 有企业部门创造 ３５

以随时报考研究生，对他们离开原单

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
２００５ 年

万 就 业 岗 位 的 承 诺 ，法 国 政 府 于

位不作特殊的限制，给他们自己创业

的毛入学率为 ２１％，还有很大的发展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出台了“青年工作岗

提供各种便利和优惠等。如果能够通

余地。但是高等教育适度规模的确定，

位”
计划，
专门为 ２６ 岁以下的青年失

过某些优惠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到

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

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了鼓励各部

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则会产生两个

还必须考虑所处阶段的制度环境。在

门创造“青年工作岗位”
，
１９９９ 年政

效应：一是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和经

制定教育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要把

府给每一个青年岗位每年补助

济发展，从而减轻甚至是消除经济发

现阶段面临的制度约束和经济发展需

展和收入水平的地区性差距，扩大大

要结合起来，
在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保

学生的择业范围，从而提高其就业概

证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发

率；二是这些地区出现技术进步后，

育相协调的前提下，使其保持一个相

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增加，大学毕业

对超前的发展速度。

生需求不足的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
缓解。

政府要给予高等院校充分的办学

＞＞ 民 声
就业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

自主权，使高等院校可以根据劳动力

鼓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以创

市场的变化调整招生和专业设置计

王 元（北京某大学学生）：整整

业带动就业，鼓励大学生在非正规部

划。一旦高等院校拥有相对充分的办

花费了毕业前的一年时间，终于在几

门就业。自主创业和非正规就业将在

学自主权，就可以面向劳动力市场对

天前把工作落实了。我总算喘了口

大学毕业生就业去向中处于越来越重

专业设置展开评估，开展学生专业领

气。虽然不在北京，
但毕竟在离家不远

要的地位。为此，
政府要顺应潮流，对

域适应能力测试提高学生的专业—能

的北方。我把喜讯告诉每一个我认识

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和到非正规部门

力匹配程度，采用更灵活的学分制和

的人，
让他们也分享我这一份喜悦。回

就业给予优惠政策，比如规定凡是大

学位申请计划，
这样，
不但可以提高大

过头来，
可以这么说，
就业是压在我心

学毕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税务部

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而且还能够在

头的一块石头，
有时简直喘不过气来。

门要简化审批手续，除国家限制的行

很大程度上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人力

目前，我们班上还有不少同学工作尚

业外，
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

资本投资需要。
（作者分别系北京师范

未有着落，
当然考研的考研，
出国的出

三年内免交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

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国，
各谋出路。
“守得云开见月明”
，
我

政事业性收费。与此同时，
要切实解决

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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