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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如何處理國家與工人階級的利益關係，是新政

權所要面對的「勝利的困境」之一。建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發動經濟鬥爭得

來的「勝利果實」，此時卻成為新政權推行統一的福利政策、實現國家工業化資本

積累的巨大阻礙。以往研究已經注意到這一時期國家與工人階級存在的利益分

歧，但對這一過程中雙方複雜的博弈尚缺乏深入的討論。本文以上海六大公用企

業推行《勞動保險條例》的經過進行個案考察，六大企業曾是上海中共工人運動的

重鎮，職工在建國前爭取到的豐厚福利待遇，卻因1950年代初《勞保條例》的推

行受到損害，這一時期國家福利政策的大幅轉變，又使得該問題在解決過程中遇

到重重困難。本文認為，六大企業與中共工人運動的特殊關係及其重要的現實地

位，使得新政權在福利問題上作出妥協。但隨着1950年代國家福利政策的收緊，

妥協空間也在日益縮小，反映出這一時期國家與工人階級在利益關係上的互動與

轉變。

關鍵詞：六大公用企業　勞動保險　退職金　福利制度　工人階級

1950年10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

（以下簡稱《勞保條例》）草案。該草案詳細規定了職工的各項福利待遇，為工

人階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正當上海大多數職工為此消息奔相走告、激

動不已之際，在上海六大公用企業（以下簡稱「六大企業」，下詳）中，大部分

職工卻反應冷淡，老年職工更因此愁眉不展。作為曾經的上海工人運動重

鎮，六大企業的職工於1949年前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爭取到豐厚的福利待

遇，職工不願《勞保條例》取代原有規定，使自身利益蒙受損失。經過一系列

的波折，直到1956年《勞保條例》才在六大企業中全部實行，這時距離1951年

2月《勞保條例》正式頒布實施已過去了五年之久。

福利的博弈：上海六大公用 
企業實行《勞動保險條例》始末

（1950-1956）

●李蔚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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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新政權與上海工人階級的利益關係問題，

學界已從不同側面進行了探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指出，儘管建國初

期上海工人階級試圖擴大激進主義的勞工運動，但隨着國家轉向大規模的工

業化建設，工人擁有的特權不得不向民族國家的團結與權力集中讓步1。包

樹芳注意到，在1949至1952年上海私營企業工資調整過程中，新政權發展生

產與工人改善生活的目標之間存在着矛盾，並因此導致1953年「反經濟主義」

問題的產生2。林超超則認為，面對1950年代工人隊伍的不斷膨脹與負擔加

重，國家趨向於採取低標準和平均化的工資福利待遇，使得上海工人的生活

水平並沒有隨着生產的發展而提升3。

以上研究均注意到，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儘管工人階級一躍成為新中國

的「主人翁」，但工人階級與新政權之間的利益卻產生微妙的分歧，這一分歧

既源於建國後二者身份的轉變，也由於1950年代初期國家政策的變化。對於

建國前曾屬於「工人貴族」的六大企業職工而言，其既得的個人利益與建國初

期國家長遠利益之間的分歧顯得尤為突出。由於六大企業與1949年以前中共

領導下工人運動之間的緊密聯繫、外商企業的性質以及在上海城市運轉中的

重要地位，使得處理這類企業職工的福利訴求成為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問題。

本文主要利用上海市檔案館所藏的檔案材料及相關已刊資料，對建國初期六

大企業實行《勞保條例》的曲折過程進行研究，探討國家政策在基層推行中的

互動情況，以及這一事件背後反映出國家與企業職工之間的利益分歧，以期

深化對這一時期新政權與工人階級關係的了解。

一　鬥爭的果實：六大企業退職金制度的來源

1949年以前，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其城市公用事業主要由六家外商企

業所壟斷，它們被合稱為上海六大公用企業。這六家企業分別是：美商上海

電力公司（上電）、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上話）、英商上海煤氣公司（上煤）、英

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水）、英商上海電車公司（英電）、法商上海電燈電車 

公司（法電）。

在上海解放前夕，六大企業僅佔當時上海外商企業總數的1%，但是其資

產卻佔上海外商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4。不僅如此，六大企業對於上海的城

市運轉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1949年，上電擁有全上海70%以上的發電

設備，發電量佔全市總供電量的86%；上水自來水生產量為全市總生產量的

57%，法電兼營的自來水業務生產量為全市總生產量18%，二廠合計即佔全滬

給水量的75%；上話擁有電話使用者六萬多戶，而公營上海電話局的用戶只

有不到三千戶；至於其他如煤氣、公共交通方面，由外商控制的公用企業亦

處於絕對壟斷的地位5。

由於六大企業實力雄厚，企業職工的待遇也十分優厚，不僅其職工的 

工資收入居於上海前列，企業還提供醫療、養老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如作為

上電前身的工部局電氣處早在1910年代就有明文規定：外籍職工和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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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妻子、兒女均可享受免費醫療，中國籍職工不享受免費醫療；職工連續服務

二十年，年滿五十歲辭職或停職時可享受退職金；外籍職工除享受退職金

外，還享受養老金，養老金計算比例為月工資的15%（其中10%由企業補貼）， 

退職金和養老金合計達月工資的20%以上，而中國籍職工只享受退職金，計

算比例為退職前最後一年年度工資的5%6。

在國民政府時期，當局頒布的社會保險條令多是一紙空文，大多數企業

職工的生、老、病、死都無法得到顧及7；因此六大企業優厚的福利待遇，

尤其是退職金待遇，給退休職工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也應該看到，這些

企業的中外職工所享受的待遇並不平等。實際上，六大企業的退職金待遇 

最初僅是外籍職工的特權，直到1920年代末以後才全部制訂了中國籍職工享

受退職金的規定。儘管如此，中外職工的待遇卻依舊相差懸殊，加之外籍 

職工工資遠高於中國籍職工，二者實際獲得金額相差巨大。與此同時，資方

還經常通過裁減、開除職工的手段剝奪中國籍職工的退職金權利，如上電在

1938年1月藉口營業清淡，裁員三百人左右，裁員人數佔全廠中國籍職工總數

的四分之一，至4月底廠長另出通告，宣布無論留職停薪或被裁之職工，日後

重新僱用時一概視為新人員，被裁職工的工資、退職金、分紅等權利隨之一

筆勾銷8。因此，有工人稱這時的退職金「不過是一隻空心湯團」9。

1949年以前，六大企業中國籍職工曾圍繞退職金問題與資方展開多次較

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電職工的抗爭活動。自1925年「五卅運動」以來，

上電不僅引領着六大企業工人運動，同時也是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運動的重

鎮之一。裴宜理認為，上電職工之所以選擇追隨中共的領導，源於上電職工

自身具有的「工匠」屬性bk。首先，上電工齡長、技術高的老工人較多，一般

都經歷過「五卅運動」，具有鬥爭傳統；其次，上電的華籍技術人員較多，大

部分在發電廠和饋電處工作，與工人比較接近，他們同樣身受外籍人員的歧

視，也能同情或者支持工人運動bl。

民國以來，上電職工進行過三次大型的經濟鬥爭，退職金問題都是重要

的撬動點。1929年，時值中共在上海工人運動的低潮階段，工部局電氣處正

計劃出售給美商成立上電，工人擔心企業經營權變動後會取締退職金待遇，

許多工人表示：「養老金〔退職金〕只有『大娘子』可以領到的〔意為退職金規定

年限太長，只能在工人去世後由家人領到〕，現在連『大娘子』也領不到了。」

中共上電支部抓住這一機會，發動工人重新成立在「四．一二政變」中解散 

的「工人俱樂部」，並向資方提出「清算退職金」等要求，經過兩次鬥爭，資方

被迫同意將工人享受退職金的工作年限從二十年縮短到十五年。1933年 

9月，為抗議上電資方大批開除工會幹部、工人，並扣發退職金和勞積金，上

電一千四百餘名工人舉行了長達四十五天的大罷工，罷工委員會向資方提出

的第一項條件便是「工齡滿1年的職工被裁撤時，應得退職金3個月，養老金

5%，如被公司開除，只得勞積金5%」，由於中共工會早在1930年已遭到破

壞，此次罷工是在國民黨工會領導下開展的，但國民黨工會態度軟弱，致使

罷工以失敗告終bm。國民黨工會的無能令上電職工大失所望，導致中共勢力

在抗戰時期重新抬頭，到抗戰勝利後上電重新籌辦合法工會時，工會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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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的博弈	 67已完全由中共掌握。為了增強工會在職工中的威信，同時打擊國民黨工會份

子對工會領導權的覬覦，工會針對上電長期存在的中外職工不平等待遇，於

1945年9月提出「同職同薪」的要求，並在1946年1月發起「九日八夜大罷工」，

儘管此次罷工承受了來自上電資方和國民黨當局的雙重壓力，但由於罷工組

織嚴密，加之得到法電職工「拉電閘」作為支援，資方最終同意職工的要求，

退職金的限期從十五年再縮短為十二年bn。

在抗戰勝利以前，其他五家企業也進行過幾次關於退職金的鬥爭，但影

響僅限於本企業。抗戰勝利後，隨着上電職工的經濟鬥爭節節勝利，其他五

家企業的職工也大受鼓舞，紛紛要求向上電待遇看齊，中共藉機將原本各自

為戰的六大企業工人運動連成一片。如1945年法電中的中共黨組織向職工宣

傳「要改善生活必須自己起來爭取，老闆和當局決不會『施捨』給我們甚麼

的」，同時發動群眾基礎較好的車間——機務部帶頭發起怠工，在取得初步勝

利後，黨員與積極份子激勵其他車間的職工說：「我們不能老是坐享現成，下

次機務部再罷工，我們應該參加，大家一道上」；有些青年工人說：「人家有

種，難道我們沒有種！下次一定幹。」見時機成熟，中共於9月在全廠範圍內

發動「九．二六大罷工」，此次罷工長達十四天，迫使法電資方接受了罷工者

提出十一項條件，其中包括「〔職工〕歸還戰時向公司暫借之退職金」（此時中

儲券已等於廢紙，罷工者要求以此歸還資方，對工人有利）bo。1946年5月，

英電職工在中共領導下宣布全面罷工，各路公車均停止運營，寫字間的職員

也不上班，上海市內公共交通一度陷入癱瘓，資方迫於壓力於6月與勞方簽訂

協定，同意英電職工退職金比照上電待遇發放，降低享受退職金最低工齡，

提高退職金計算標準bp。在此之前，六大企業工會於1945年11月成立了「六

大公用事業工會聯誼會」，聯誼會作為六大企業工會的聯絡機構，在六大企業

輪流召開，當時上電、法電工會已由中共所掌握，英電、上煤、上話工會進

步勢力佔據優勢，只有上水工會由國民黨掌握。聯誼會成立後，立刻成為由

中共主導、聯絡各廠進行經濟鬥爭的組織，中共的影響力也擴展到整個公用

事業行業bq。據中共上海工運負責人之一的毛齊華回憶：上海公用事業工會

與棉紡織工會是解放前中共掌握的最重要的工會，「這兩個行業都是在全市工

人運動中起了比較大的作用的」br。

自1920年代末以來，六大企業職工經過多年不懈鬥爭，最終在中共領導

下將退職金待遇從原本的「空心湯團」爭取為切實的利益。抗戰勝利後，六大

企業的退職職工一般均能按照規定領到退職金，其他外商企業則向六大企業

看齊，退職金待遇也有所完善，有的提高了退職金水平，有的從不成文規定

變成了成文規定。到1949年前後，上海外商企業中有成文退職金規定的共

三十五家企業，無成文規定但經職工本人或工會爭取實際能拿到一些退職金

的共七家企業bs。通過回應中共領導的經濟鬥爭，六大企業職工獲得了優厚

的福利待遇，中共則藉此獲得了廣大職工的堅定支持。然而，正是因為這一

「勝利果實」來之不易，以及其與中共工人運動存在密切關係，導致建國後新

政權在處理退職金問題上遇到了棘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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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二　新規遇舊制：《勞保條例》與原有福利待遇的矛盾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各外商企業原則上仍由原外國資方管理，上海市軍

管會只向外商企業派駐軍事特派員和聯絡員，監督外國資方行使其職權bt。

各企業基本維持了原有的工資福利制度。隨着1950年上海物價趨於穩定，職工 

實際收入普遍上升，六大企業的勞保待遇也達到有史以來最高水平。1950年

一份關於上電的調查報告稱：「現在的上電福利規定超過全國範圍內任何企

業，一般的比東北勞保條例高出半倍至2倍左右。」ck企業勞動保險支出（主

要包括職工養老、醫療支出）佔企業工資總額的比例，向來是衡量企業福利待

遇水平的重要指標。根據上海市勞動局1950年統計顯示，當時國營企業勞保

支出一般均在工資總額的1%左右，而六大企業勞保支出平均佔工資總額的

8.98%，其中上煤的勞保支出比例更是高達15.8%，加之六大企業工資標準普

遍較高，其職工享受的勞保待遇水平自然遠高於同時期的國營企業（圖1）。

圖1　1950年六大企業與各行業國營企業平均工資及勞保支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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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海市勞動局：〈關於上海勞動保險事業近況及關於勞動保險業務的總結報告等材料〉

（1950年），上海市檔案館，B127-2-1060，頁6-7。

說明：（1）工資以1950年4、5月份工資總額為準；（2）「折實單位」即建國初期實行的以實物為

基礎折算的貨幣記賬單位。上海每個折實單位含中白粳米一升，十二磅龍頭細布一市尺，本廠生

油一市兩，普通煤球一市斤，由銀行逐日公布計算牌價；1952年改由工資分計發工資。

與此同時，為了實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對工人階級福

利待遇的承諾，中央政府也醞釀在全國實施統一的勞保制度。1950年10月，

政務院正式公布了《勞保條例》草案，並組織全國職工討論，經過三個月的討

論和修改後，《勞保條例》於1951年2月在全國範圍內正式頒布實施cl。這一

條例在當時被譽為「真正是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制度，是真正按照對廣大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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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的博弈	 69群眾負責的精神來規定的」，該條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對廣大職工「生活中最

感痛苦的生、老、病、死、傷、殘的困難和顧慮」進行了保障，同時勞保支出

全部由各企業行政方或資方負擔，「不要工人繳納分文」cm。在《勞保條例》 

草案公布當天，登載有草案內容的報紙被競購一空，許多職工甚至把《勞保 

條例》比作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cn。《勞保條例》一經公布，立刻受到

全國職工的熱烈歡迎。

與六大企業原有待遇相比，《勞保條例》待遇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供養直系

親屬待遇、若干在職及養老待遇和集體福利（如醫療所、休養所、養老院）等

三個方面。例如《勞保條例》中對職工最有利的供養直系親屬待遇，規定企業

有義務照顧職工的直系供養親屬，卻沒有限制直系供養親屬的人數，只要是

沒有工作的直系供養親屬，都有權享受企業提供的免費醫療，同時還能獲得

出生及喪葬補助費用co。但在職工最為關心的退休和醫療福利，不少職工認

為《勞保條例》不及六大企業的原有規定。在退休待遇方面，《勞保條例》規定

養老金按月付給，付至退休職工本人死亡為止。按照六大企業之前的退職金

辦法，一個工作四十年的職工最多可以一次性領到相當於四五年工資的退職

金；若照《勞保條例》的相關規定，「到65歲即可領到36個月工資，70歲可領

72個月工資，80歲即可領144個月工資」cp。由此可見，職工退休後壽命愈

長，愈能從《勞保條例》中獲益。1951年上海人口平均期望壽命為男性42歲，

女性45.6歲cq。對許多老職工而言，養老金領至七八十歲，實在是可望而不

可及的「畫餅」。在醫療待遇方面，六大企業原有規定對職工短期疾病有優厚

的照顧條件，而《勞保條例》的優點主要體現在對職工長期疾病的照顧方面。

而據1950年上海總工會的統計，大多數職工生病以短期病為主，治療期為一

個月以內的病例佔全部病例的80%以上cr，因此《勞保條例》在醫療方面的規

定也對六大企業職工缺乏吸引力。

在六大企業中，最反對《勞保條例》的是工齡較長的老職工。根據上海市

建設工作委員會1953年對六大企業職工工齡的調查顯示，六大企業中十年以

上工齡的職工佔職工總數的42%，二十年工齡以上的職工佔職工總數的

19.9%cs。這些老職工多是1949年以前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的支持者，如今卻

成為新政策的「犧牲品」。因為按照六大企業退職金的計算方法，職工工齡愈

長，退職金愈高。如上電工齡在二十至三十年之間的普通技工，可以拿到

2,000萬至5,000萬元（舊人民幣ct，下同）的退職金，工齡二十至三十年左右

的技術人員則可拿到1.2億元退職金，甚至有的可拿到3億多元dk。然而，根

據《勞保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凡根據本條例實行勞動保險的各企業，其原

有的勞動保險辦法從1951年5月1日起廢止。」dl若《勞保條例》正式實施，六

大企業中老職工的經濟利益將蒙受巨大的損失。

自《勞保條例》草案公布後，六大企業中老職工情緒出現了劇烈的波動。

如英電的一些老工人認為：「共產黨替我們鬥爭來的退職金，又被共產黨鬥爭

吃沒了！」許多做了幾十年的老工人打算退職，生產情緒大為降低，老是聚在

一起談，並且堅決要求工會向上級表達訴求：「我們不要實行勞動保險，我們

要公司的辦法。」英電工會發動職工全面提出修正意見後，老工人仍表示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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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疑，「有的飯也吃不下，眼淚也哭出來了，恨黨罵工會，認為提意見是假的，

到明年3月硬是要實施的」；有的工人甚至表示：「我們熬上20、30年不是容易

的，一切都寄託在養老金身上，誰取消養老金跟誰拼命。」dm

面對此種情況，上海市市政工會（以下簡稱「市政工會」）及各企業工會也

難以解決。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後，新政權即派接管組接管六大企業原

有工會，並迅速籌備成立了新工會，負責組織動員企業職工，協助軍管會監

督外國資方。同年11月又成立了上海市政工會，負責管理包括六大企業在內

的上海各公用企業工會dn。《勞保條例》草案公布後，各企業工會開始着力宣

傳退職金的「欺騙性」及《勞保條例》的優越性，試圖通過宣傳教育勸說職工接

受新制度。但對六大企業職工而言，退職金是中共在1949年以前發動工人爭

取而來的權利，如今卻忽然成為資方「欺騙、收買工人的手段」do，中共對於

退職金態度的巨大轉變實在令職工難以信服。市政工會也承認，退職金「是職

工歷年來血汗積累的應得利益，數目巨大，絕不甘心放棄，一筆勾銷只便宜

了外國資本家，政治影響不好，也影響生產」dp。市政工會只能要求各企業工

會盡可能迴避退職金問題，不開一切與之相關的會議，但這一政策卻置各企

業基層工會於兩難境地，基層工會對此抱怨稱：「⋯⋯拖延時日，日子拖得

久，群眾對工會也越不信任，工會幹部對市政工會也越不信任。」dq

根據《勞保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但如該企業工人、職員認為原有辦法

規定的各項待遇總額超過本條例，不願改變時，該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應會

同工會基層委員會向當地人民政府勞動行政機關申請，經中央人民政府勞動

部批准後，得維持原有辦法，暫緩實行本條例。」dr為了安撫職工情緒，上海

市政府於1951年5月同意六大企業暫緩實施《勞保條例》，退職金問題暫時被

擱置ds。

三　兼顧與保留：市政工會的解決方案

自1951年2月《勞保條例》正式施行以來，如何妥善解決六大企業退職金

問題，成為市政工會及六大企業工會面前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方面，改變六

大企業的退職金待遇勢在必行，這不僅是《勞保條例》實施的前提，同時也有

經濟方面的考量。在上海解放前夕，六大企業資方將大量資金抽逃回國，各

企業退職金的基金儲備只是「賬面上空白的數字」dt。時任上海市財委副秘書

長的梅洛表示：如外商企業將所有退職金都算一算，這些企業全部賣出去都

不夠支付ek。另一方面，工會又必須對退職金問題加以謹慎處理，1949年後

新政權對外商企業採取監督管理的方式，面對六大企業資方懷疑與不合作的

態度，中共及工會只能依靠廣大職工的配合，六大企業職工確也不負所望，

在1950年困難時期對上海公用事業的維持做出了巨大貢獻。如在1950年的

「二六」轟炸中，上電楊樹浦電廠嚴重受損，在上電工人和技術人員連夜突擊

搶修下，該廠四十二小時內就恢復了發電；又如在企業財政困難的情況下，

法電工人在工會的動員下主動在福利方面做出讓步，提出取消加班費，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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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的博弈	 71為公司節省開支8億元el。為了爭取六大企業職工進一步的支持，工會在處理

退職金問題時必須適當考慮職工的利益訴求。

建國初期，面對新政權與工人階級在利益上出現的裂痕，工會往往處於

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對此，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人李立三在1951年4月強

調，必須正視公私利益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矛盾，並以「公私兼顧」的方式加以

解決em。1951年3月，市政工會提出了一個「公私兼顧」的退職金解決方案。

市政工會認為，「必須設法一方面使工人得到養老金〔退職金〕，另一方面又能

繼續享受勞保條例中的各項權利」，據此提出了「保留10年工齡享受《勞保 

條例》，其餘工齡結算退職金」（以下簡稱「保留10年工齡」）的方案en。如一位

職工有二十五年工齡，保留十年工齡作為享受《勞保條例》的資格，其餘十五

年結算退職金；工齡在十年以下者，一律不發退職金。這一方案可謂兼顧了

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對於六大企業而言，新辦法將大大減少企業退職金 

負擔，據市政工會1952年的統計顯示，六大企業按原有辦法結算退職金約

1,547.1億元，按新辦法結算退職金約738.45億元，退職金總額可因此減少一

半以上eo。對於十年以上工齡的職工而言，這一辦法既可以享受《勞保條例》

中的各項權利，又能拿到一部分退職金；十年以下工齡的職工由於所得退職

金較少，他們也願意放棄退職金，享受新的勞保待遇。

市政工會選擇英電作為首先試行「保留10年工齡」方案的企業。在六大企

業中，英電的退職金標準最高，職工對於《勞保條例》的反對也最為強烈，鬧退 

職的風潮一度波及各個車廠，工人因工作情緒不穩甚至出現電車撞坯事故ep。 

1951年3月30日，英電召開了老年工人座談會，受邀出席者原有三百人，但

最終共有七百餘人到場參加，經過分組討論並歸納意見後，會議提出了三種

方案：老工人同意「保留10年工齡」方案；中年工人則希望一半工齡享受勞保， 

一半工齡結存退職金；青年工人贊同三分之一工齡享受勞保，三分之二工齡

結存退職金eq。受到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影響，到7月20日英電工會才召開了

第二次座談會，將之前提出的三種方案用算式的方法做了分析，引導職工認

識到「保留10年工齡」最有利，然後再在路線車間進行討論，最後90%以上的

英電職工贊成「保留10年工齡」方案（另有5%的職工希望保留一半工齡）er。

工會與資方就退職金問題達成協議後，英電於1951年12月開始實施《勞保條

例》，成為六大企業中首家實行的企業。

儘管「保留10年工齡」方案在六大企業職工中獲得廣泛歡迎，但在此後一

年半的時間內，該方案卻遲遲未能得到推廣，這與這一時期工會工作方針的

轉折不無關係。在1951年12月13日召開的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

上，提倡「公私兼顧」的李立三因其「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立場受到批判，

並被免去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職務es。1953年以後，全國工會系統又開始全

面批判工會工作中存在的「經濟主義」傾向et，上海總工會於1953年4月上海

市工人代表會議上指出，由於「工會幹部中過去地下鬥爭時期經驗主義的思想

沒有徹底清除」、「對群眾中脫離發展生產的片面福利要求往往採取無原則的

遷就態度」等原因，導致在某些產業、某些工廠中滋長着「經濟主義」偏向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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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在此背景下，華東地區及上海市的相關部門對六大企業退職金政策的實

施方式也悄然發生改變，試圖從原定的逐步過渡轉為直接廢除。1952年8月，

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指示上電退職金一律緩發fl。11月，上水、 

上煤被上海市軍管會徵用，徵用方案中對退職金「既不否認，也不肯定」，但

在實際操作中基本按照《勞保條例》辦理退職fm。1953年3月，華東財委也指

示上電，對年老力衰或因病不能繼續工作的職工暫按《勞保條例》辦理fn。

有關部門試圖直接實施《勞保條例》的舉動，引起尚未正式實施條例的五家 

公用企業（上電、上話、上煤、上水、法電，以下簡稱「五家企業」）職工的反

對。1953年1月中央政府公布了新修訂的《勞保條例》並進一步擴大了實行範圍， 

上水職工就憂慮地稱：「別人家廠聽到這個消息時歡喜，我們聽了真要跳黃浦，

一生一世為了它熬苦的東西都完了。」fo各企業黨委也不贊成直接取消退職金、

實行《勞保條例》的辦法，如上電黨委在報告中表示：「如在具體辦法上採取立即 

取消〔退職金〕的辦法，大部分職工恐不易接受，波動面太大，波動程度太深，

甚至生產恐亦受到影響，這樣做在目前尚缺少必要的政治基礎和物質基礎。」fp

最終，中央於1953年6月對這一問題作出直接指示，同意以「保留10年工

齡」的辦法來解決上海各公用企業的退職金問題fq。9月，上海總工會黨組通

過了由市政工會草擬的新方案。新方案與英電「保留10年工齡」的辦法基本相

同，並且為了與1951年12月率先實行《勞保條例》的英電保持一致，五家企業

的退職金結算日期也被定為1951年12月。唯一不同之處在於，新方案並沒有如 

英電般不論工齡、年齡，一律以10%的最高標準結算退職金，而是「對計算退 

職金按工資基數及服務年限的具體計算辦法，概按各單位原規定辦理」fr。此

後，「保留10年工齡」的退職金解決方案開始在五家企業中陸續推行（表1）。

表1　1953年六大企業退職金計算方法

10% 7.5% 5%

英電 無論工齡、年齡一

律按月工資10%計
算退職金

— —

上電

工齡滿十二年，年

齡滿五十歲

工齡滿十二年，年

齡滿四十五歲

工齡滿十二年，年

齡未滿四十五歲

上煤、法電 工齡滿十二年，年

齡未滿五十歲

工齡滿十一年，年

齡未滿五十歲

上話 工齡滿十一年，年

齡滿四十五歲，或

工齡滿二十年，年

齡未滿四十五歲

工齡滿十一年，年

齡未滿四十五歲

上水 工齡滿十三年，年

齡滿五十歲

工齡滿十三年，年

齡滿四十五歲

—

資料來源：上海市政工會：〈關於六公用企業實行勞動保險結束舊退職金制度的幾項規定（草案）〉

（1953年11月14日），上海市檔案館，C7-2-57-1，頁3-4。

說明：工齡均按截至1951年12月扣除十年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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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的博弈	 73四　壓縮與限制：1954年後退休待遇的調整

與解決六大企業退職金問題同時進行的是新政權對上海外商企業的接

管。朝鮮戰爭爆發後，新政權首先對美國在華企業實施管制，1950年12月，

上海市軍管會奉政務院命令對上電、上話兩家美商企業實行軍管；1952年 

11月，作為對英國處理「兩航飛機案」結果的回應，新政權宣布徵用英商企業

英電、上水、上煤及隆茂公司的全部財產；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開始

後，新政權已決心將「帝國主義在華企業」改造為「社會主義的人民企業」，在

此背景下，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將法電收歸國營，並成立上海市滬南水電

交通公司（滬南）fs。隨着法電被收歸國營、代管財產，上海六大企業已全部

被新政權軍管或徵用。六大企業由外商企業變為國營企業，職工的福利也完

全由國家承擔。但此時各企業卻發現，實行「保留10年工齡」辦法後，各企業

的勞保基金將面臨入不敷出的困境。1954年初，上海市勞動局據此認為不宜

批准五家企業實施《勞保條例》，此事再次陷入停頓ft。

根據《勞保條例》第九條規定，企業的勞保基金由企業行政方或資方按月

繳納，金額相當於該企業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3%，勞保基金不得在職工工資

內扣除，也不得向職工另行徵收gk。由於五家企業職工普遍工齡長、年齡

高，加之需額外負擔退職金項目，各企業勞保支出頗高。外商資方並沒有留

下退職金的準備金，而《勞保條例》中又無退職金款項的規定，因此形成五家

企業勞保基金的缺口。根據五家企業1953年12月的統計顯示，除上繳全國總

工會30%的勞保基金外，各企業每月實際掌握的勞保基金約3.1億元，而包括

退職金在內的實際勞保支出約為5.2億元，差額達2.1億元gl。

按照《勞保條例》第二十二條丙款規定，各工會基層委員會勞動保險基 

金不足開支時，可以向省、市工會組織或產業工會全國委員會申請動用調劑

金gm。這也是各企業工會在發現勞保基金不足時最初的打算。然而受1953年

批判工會「經濟主義」的影響，上海各企業的福利水平普遍下調，全國總工會

勞動保險部副部長郗占元對此專門指示：公用企業工資高，集體福利多，既

享受勞保又結算退職金，如以其他產業的勞保基金來調劑公用企業單位，勢

必引起其他產業工會的不滿，故不能申請地方工會調劑金，應由五家企業自

行設法解決gn。

但勞保基金缺口若完全由企業承擔，將會給企業的經濟核算和職工整體

福利帶來不利的影響。經過市政工會與上海總工會的協商，上海總工會於

1954年3月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一項折衷方案：第一，由市政工會向上級申請，

將五家企業上繳全國總工會的勞保基金（企業勞保基金的30%）暫時留在企業， 

填補各企業勞保基金缺口；第二，暫留上繳基金後依然存在的基金缺口，由

各企業按月在工資總額中提出一定比例來填補go（表2）。

這一方案在不動用地方工會調劑金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了各企業的負

擔。5月，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原則上同意了上海總工會的方案，並提出

了三點補充意見：第一，需要向職工說明六大企業既實施勞保又付給退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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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權宜的辦法，是黨和政府對職工的照顧；第二，退休職工養老金的支

付，需要以工資改革後的標準工資發給，不包括「保留工資」在內（下詳）；第

三，同意暫留上繳全國總工會的勞保基金作為調劑金，不足之處由企業在年

終營業值損益項目或其他經費項目內設法調劑。1953年7月，上海市委正式批

准了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提出的三點意見，並隨後在五家企業中開始實

行gp。不過從長期來看，暫留上繳勞保基金並不能徹底解決各公用企業勞保

基金的不足。隨着各企業老工人退休、新工人增加、新工人工資比老工人低， 

工資總額將逐步減少，暫留作調劑金的勞保基金也會相應減少，各企業勞保

基金缺口可能會隨之擴大gq。因此，要徹底解決五家企業勞保基金不足的問

題，還要從壓縮各企業勞保支出的方面入手。

在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提出的第二點意見中，專門提到退休職工養

老金（實際也包括退職金）按標準工資結算的問題。自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

革後，許多企業職工在標準工資之外還存留着金額不小的保留工資。標準工

資即1952年上海推行「八級工資制」改革後按工人技術等級或職員職務等級評

定的工資；保留工資是上海各企業對因工資等級評定而減少工資的職工採取

的一種補償辦法，即在實際發放的工資數額上保留一至三級的工資，以彌補

其因工資改革評級所導致的工資收益損失gr。根據上海電業管理局（以下簡稱

「電管局」，1953年由上電改組而成）1954年2月調查顯示，該局有84.7%的職

工擁有保留工資，保留工資金額佔該局工資總額的45.5%gs。1954年5月24日

至29日，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召開勞動工資問題專項會議，會議上批判

了部分幹部「片面福利觀點和強調上海特殊的錯誤思想」，提出上海地區工資

水平應逐步與全國取得平衡，會後上海各國營、公營、公私合營企業開始大

規模削減「變相工資」，並取消了部分津貼、獎金gt。此次調整一直持續到

1955年，調整後的職工平均工資由1953年的73.9元下降至1955年的68.43元， 

表2　五家企業勞保基金收支情況表（單位：萬元）

掌握的勞保
基金金額

勞保基金支
付金額

勞保基金收
支差額

暫留上繳基
金後勞保基
金收支金額

填補差額的
工資比例

上電 12,260 17,351 -5,091 163

上話 4,952 7,583 -2,631 -408 1.96%

上煤 2,362 6,255 -3,893 -2,881 2.56%

上水 3,733 8,820 -5,087 -3,488 0.173%

滬南（法電） 8,234 11,849 -3,615 -86 0.022%

合計 31,541 51,858 -20,317 -6,700

資料來源：上海市政工會：〈關於1951-1955年六大公用事業退職金問題處理的情況和意見〉

（1954年1月27日），上海市檔案館，C1-2-1766-1，頁142；上海總工會黨組：〈關於六公用企業	

實行勞動保險後經費差額補貼的幾個意見〉（1954年3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C1-2-861-42，

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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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的博弈	 75下降比例為7.99%hk。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之所以在1954年5月提出結算

標準的問題，一方面是為了配合上海對企業「保留工資」的削減，縮小上海與

全國工資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藉此降低職工退休待遇，削減企業

的勞保支出。

但這一要求給企業的實際執行帶來巨大困難。市政工會曾在「保留10年工

齡」方案中向職工明確宣布：「結算退職金，一律以1951年12月之工資基數為

準，今後除因受行政處分而降低工資之外，無論工資增減，不再變更。」hl電

管局是五家企業中最先完成工資改革的企業，在1954年7月市委將市委工業

生產委員會的三點意見正式下達以前，電管局已經有八十一名老年職工按照

實得工資（包括保留工資）結算養老金退休，市委指示下達後電管局的退休計

劃被迫擱置。電管局黨委於8月反映，在結算標準方面應堅決執行市委指示，

「但目前群眾未經充分動員和教育，這樣做會行不通」，並以該企業「當前生產

任務緊張，在時間、力量上均較困難」為由，請求給予一定的時間做好準備工

作，「最好等待其他五個公用事業的公司進行調整後，同時實行市委所批示之

新標準」hm。受到結算標準問題的影響，電管局一直拖到1955年底仍未能實行

《勞保條例》，其他四家企業（上話、上煤、上水、滬南）則在工資改革之前就

以實得工資為標準實行了《勞保條例》。但隨着各企業工資改革於1955年相繼

完成，結算標準也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然而，1953年對「經濟主義」的批判後工會及企業行政方對職工正當福利

要求的漠視，以及1954年以來職工工資水平的下降，使中共高層開始注意職

工的經濟訴求，並嘗試平衡國家的長遠利益與職工的個人利益。1956年9月，

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強調：工會「必

須認真地關懷和保護工人群眾的利益」hn。同時，在1956年的工資改革中，中

央政府也對全國職工的工資水平進行了適當的提高ho。

國家工資福利政策的轉向促使六大企業退休結算標準問題得到解決。

1956年5月上海市委對勞保工作問題的報告中承認：「在支付待遇時的工資計

算問題上，片面地認為上海工資水平比全國高，今後必然要降低一些，如果

把保留工資和供膳的私營企業中的伙食費計算在內，工資改革時就要增加麻

煩，就不問職工的生活會受到怎樣的影響，規定在計算待遇時一律不把這兩

個項目計算在內。」hp上海市勞動局於6月宣布：企業職工因工負傷殘廢、疾

病、補助費、救濟費以及發給養老補助費等，均應包括保留工資在內計算hq。 

電管局及各公用企業的退休待遇問題才就此解決，1956年初電管局也實行了

《勞保條例》，成為六大企業中最後一個實行該條例的企業。

除了降低退休待遇結算標準外，相關部門還對六大企業職工退職金設定

限額，以限制職工領取金額過高的退職金。從現有相關資料來看，全國總工

會最早提出了退職金限額問題。在1951年4月對上海總工會關於退職金問題

的覆信中，全國總工會指示：退職金能算到1億元以上的人，應該和老工人的

血汗錢區別對待，「是否可以考慮對拿錢太多者，給一個適當的最高限額，這

個限額甚至可以降低到3,000萬元左右，鼓勵職工所得超過3,000萬元者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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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一部分（30%到60%）作為上海工人的福利事業基金」。全國總工會同時建議，

捐獻退職金應徵得職工同意，不應採用強制辦法hr。

全國總工會提出退職金限額的問題，主要是出於縮小職工收入差距的考

慮，但自六大企業實行「保留10年工齡」方案後，企業中領取高額退職金的人

數實際已大幅減少。據上海市建設工作委員會1953年統計顯示，若按各企業

原有辦法結算，五家企業退職金可得5,000萬至1億元者有325人，可得1億元

以上者有349人。另據市政工會同年7月的統計顯示，按「保留10年工齡」方

案結算後六大企業退職金可得5,000萬至1億元者減少為158人，可得1億元以

上者減少為60人。由於按原有辦法結算的人數未統計英電，因此實際的減少

人數還會略多一些（圖2）。

圖2　1953年五家企業領取退職金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上海市政工會：〈關於1951-1955年六大公用事業退職金問題處理的情況和意見〉

（1953年7月29日），上海市檔案館，C1-2-1766-1，頁60；上海市建設工作委員會：〈關於上海

各外商企業大部分取消退職金制度的處理意見〉（1953年），上海市檔案館，B8-2-38-68，頁3。

說明：按原有辦法領取退職金人數未統計英電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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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325

2,100

7,086

拿取1億元以上退職金的老年職工，大部分是工齡很長、具有一定專門技

術或專門業務知識的技術人員或高級職員。考慮到這一情況，上海總工會於

1953年10月決定：在五家企業推行「保留10年工齡」方案過程中，不對退職金

設具體限額，而對少數「群眾一貫不滿者」採取個別說服教育的辦法，令其自

動提出申請減少退職金hs。

儘管「保留10年工齡」方案已大幅度減少了六大企業中領取高額退職金的

人數，但對上海其他企業職工而言，還是會對六大企業職工享受的「特殊待

遇」感到不滿。1954年3月，上話工會由市政工會劃歸中國郵電工會上海市委

員會。郵電工會所屬的上海郵局原來也有類似退職金的待遇，該局的退職金

早在1950年8月即全部取消，但新加入的上話職工卻保留了退職金，這引起

了郵局職工的不滿。郵電工會於1954年7月提出，既然「保留10年工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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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的博弈	 77是1951年擬定的，享受退職金的職工就應該按照當時養老金的最低標準（本人

每月工資35%）領取養老金，否則就應放棄退職金，才能按現行標準（本人每

月工資50%至70%）領取養老金ht。

上話退職金解決方案在1953年就已有定案，不能輕易改變。考慮到六大

企業保留退職金的既成事實，又為了照顧郵電職工的情緒，中共上海市財經

工作部於1954年11月就上話退職金限額問題指示：「退職金結算以不超過

5,000萬元為限一點，可以作為領導上掌握的限額，需處理時，則應個別對象

有所不同，不宜限制太死」，對生產作用不大的職員可將退職金限制在5,000萬 

元以內，對一般老工人或技術人員則允許稍微超過5,000萬元的限額ik。

這一辦法隨後在六大企業中一致執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各企業均將

5,000萬元作為退職金的硬性限額。如上話黨委規定：「在結算職工退職金時，

以5,000萬元為原則，5,000萬元以上者，一律按5,000萬元計算，5,000萬元以

下者，按實際工齡全部結算。」il儘管這種做法實際上違背了「保留10年工齡」

的原則，但由於涉及的人數較少，執行過程相對順利。不過還是有個別老工

人對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表示不滿，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運動中，就有一

位老工人在給電管局的信中稱im：

在我去年退休時營業所沒有按照這個規定〔即「保留10年工齡」〕辦，而是

幾次談話時，我無可奈何地接受了5,000元〔新人民幣〕的退職金，在最後

一次談話的，那天我記得人事處李同志對我說「你如果不滿意可以替我」， 

當時我處於這種壓力之下，雖感到不滿意，但也不敢再提出甚麼意見。

我認為既有規定在前，應照規定辦事，況且在老年工人座談會時又經反

覆說明，因此言猶在耳，絕不應當有甚麼突然的變動，今天我鼓足勇氣

提出意見，敢請營業所領導上維持諾言，對我的退職金作出重新處理。

最終，六大企業的退職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經過1954年以後的

壓縮與限制，儘管有一小部分老工人的利益被犧牲，但大部分職工還是領到

了相應數額的退職金。1957年上海市工會聯合會在一份文件中總結稱：「我們

解決外商企業的勞動保險問題，就是經過相當長期的說服教育工作，並提出

了群眾所接受的辦法，逐步改變了外商企業原有那些不合理的制度。」in實際

上正是由於雙方共同的妥協，才實現了六大企業實行《勞保條例》問題的最終

解決。

五　結語

六大企業實行《勞保條例》的過程以及問題的解決之所以如此曲折，主要

是由於這些企業本身的特殊性。首先，建國以前六大企業就是中共領導工人

運動的重要堡壘，上海公用事業工會曾是中共掌握最主要的上海產業工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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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一，而六大企業的退職金待遇則是職工在中共的領導下爭取而來，貿然處 

理退職金問題會給剛入主上海的中共帶來不利的政治影響。其次，六大企業

作為外商企業，新政權需要獲得職工的支援從而掌控這些企業，同時在接管

以前，退職金實際由外國資方承擔，這也使工會在最初制訂了較為有利於勞

方的退職金方案，但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六大企業相繼被新政權接管，之

前相對寬鬆的解決方案將會給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這也是1954年以後六大

企業退休待遇被進一步壓縮的原因之一。最後，六大企業對上海城市運轉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是職工工作情緒的不穩定都會給城市工業生產、

市民生活帶來不小的影響，因此在六大企業福利待遇問題上，有關部門並沒

有採取強制執行的措施，六大企業實行《勞保條例》問題也因此遷延長達五年

之久。

另一方面，六大企業實行《勞保條例》的過程亦受到1950年代初期上海及

全國工資福利政策變化的影響。1953年以前，考慮到上海地區的現實情況，

上海的工資福利政策相對寬鬆，「保留10年工齡」方案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出台的。1953年以後隨着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中央政府採取「高積累，

低消費」的政策，上海的工資福利政策也轉而收緊，「保留10年工齡」方案一

度被推遲執行。到1954年以後，上海為了實現「減控」工資的目標，又大力削

減「變相工資」及相關津貼、獎金，從而引發五家企業退休待遇支付標準問

題。儘管六大企業實行《勞保條例》問題最終較為圓滿地解決，但並非所有 

企業都能享受這樣的「特殊待遇」。總體而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上海

工人階級的經濟訴求向國家經濟建設需要作出巨大的讓步，上海職工的工 

資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都出現明顯的下降io。儘管1956年後中央政府又對 

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並嘗試探索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到的「國家、

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ip，但這一努力很快因1958年興起的大躍進運

動戛然而止，在此後的1960、70年代，全國職工的工資福利長期維持在較低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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