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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重点
压⼒下的出租⻋司机

⻢路上的出租⻋来来去去，是⽇常出⾏的重要⼯具。谈到出租⻋司机，最常被提

起的可能是司机们的罢⼯、⽹约⻋与出租⻋的竞争关系、疫情下⽣意的变化，⽽

本期⼩报重点将尝试整理出租⻋司机所处的劳动关系和他们遭遇的主要问题。

出租⻋现在在政策⽂件中被定义为“巡游出租⻋”，来与⽹约⻋区分。与⼀般⾏业
不同的是，出租⻋是⼀种“政府特许经营制”的⾏业。按照《巡游出租汽⻋经营服
务管理规定》，出租⻋公司需向政府部⻔申请才能获得准许经营出租⻋业务，出

租⻋司机则与出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虽然法规中有提到劳动合

同，但实际上⼤部分司机与公司签订的都是经营合同，公司收取承包费（份⼦

钱），同时免除了雇主责任。

政府特许经营的模式制造了“⾏政垄断”和“公司化剥削”。⾏政垄断，顾名思义，指
的是出租⻋公司垄断了经营权（牌照），如果司机⾃⼰买⻋上路运营，就会被认

为是⿊⻋。公司化剥削则是垄断的延伸结果。出租⻋公司拍卖中标后会将经营转

包给⼩公司，⼩公司转包给主驾驶员，主驾驶员再分包给副驾驶员、顶班驾驶

员，每转包⼀次，就盘剥⼀次利润。⾏政垄断和公司化转包剥削导致实际开⻋的

司机没有话语权，不得不缴纳远超成本的⾼额份⼦钱。在北上⼴深，份⼦钱经常

会⾼⾄每⽉7-8000元（可参考：《开的好好的，出租⻋司机为啥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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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出租⻋司机停⼯抗议，要求减少收费

2020年以来，这个⽭盾更加剧烈。出租⻋司机们的⽣计受到了疫情的打击，但是
却极少有出租⻋公司愿意减免承包费或者即使减免，幅度也非常低。22年11⽉，
陕⻄宝鸡市众多出租⻋停⼯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和公司能减少收费。宝鸡市出租

⻋的份⼦钱，电⻋是4900/⽉、烧⽓出租⻋则是3050元/⽉，但很多司机⼀天⼯作
下来只有100多元的收入。类似的⾏动不少，例如22年12⽉底，四川省绵阳市数
百名出租⻋司机驾⻋到省会成都提出降低租⾦的诉求。

特许经营权下的垄断和公司化剥削是出租⻋司机数⼗年来⾯对的核⼼问题，但近

年来，出租⻋司机还⾯临许多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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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淘汰燃油⻋、推⾏电动化，政府政绩背后是出租⻋司机在承担代价。近⼏年为
了达到国家能源环保要求，多地政府要求出租⻋更换为电动汽⻋，但是过程中

却对⻋辆品牌和型号都做了不合理的规定。22年云南⽟溪市交通局管理处指定
更换的新能源电⻋只有2种⻋型（比亚迪和北汽），价格⾼达14万，比同省的
昆明约⾼5万元。为此，⽟溪市出租⻋司机们⼀年内多次上访，要求⾃由更换
新能源⻋。同样是去年，河南商洛市出租⻋司机们被政府强制将⻋辆更换为⼀

款特定品牌电动汽⻋。该⻋成本过⾼⽽且充电时间⻓，不适合属于多⼭地的商

洛市。这些事件背后，政府部⻔、汽⻋⼚商、出租⻋公司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利

益勾结。

2. ⽹约⻋平台挤压出租⻋的⽣存空间。这是我们⼏乎每个⼈都能在⽇常中察觉到
的，⽹约⻋越来越多，出租⻋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打。许多出租⻋司机也会抱

怨⽹约⻋抢了⾃⼰的⽣意。其实，⽹约⻋并不是⼀种新的发明，它本质上是互

联⽹产业绕过政府特许经营制进入出租⻋市场的尝试。⽽⽹约⻋与出租⻋的竞

争也并不是⽹约⻋司机与出租⻋司机的竞争，⽽是⽹约⻋平台公司和传统出租

⻋公司之间的竞争。我们应在意的是，这样的竞争有没有为司机们带来更多保

障或减少剥削。答案恐怕是没有，⽹约⻋平台以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后也迅速形

成少数平台独占的局⾯。⽹约⻋司机可能相较出租⻋司机少了些传统的罚款、

份⼦钱，但它们也并未消失，只是换个明⽬，以押⾦、平台管理费、培训费等

名义回到司机⾝上。

出租⻋司机遭遇的困难并不只是上⾯⼏项，引起司机们不满的还包括政府燃油/燃
⽓补贴发放不到位、起步价过低或过⾼、被强制油改⽓、强制规定⽇常耗材购买

等等。多⽅⾯的压迫之下，为了增加收入应对多⽅⾯的开销和克扣，司机们不得

不以⾃⼰的⾝体健康为代价⻓时间劳动，导致颈椎病、腰椎病、⼼⾎管疾病⻛险

增加等等。2022年7⽉28⽇⾄8⽉1⽇，短短不到⼀周内就有四名出租⻋司机在营
运时突发不适后抢救⽆效离世。

但正如前⾯提到的⼀些⾏动，出租⻋司机们也不是坐以待毙，他们可以算得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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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团结、最具有集体⾏动⼒的⼀群劳动者。根据中国劳动通讯CLB的“罢⼯地
图”统计，仅2020年⼀年全国就有268次出租⻋司机的集体⾏动。推荐有兴趣的读
者阅读出租⻋司机⾏动分析：《出租⾞司機集體⾏動觀察》。

02
⼯⼈动态

—— ⼯⼚ ——

抗议重庆中元汇吉药⼚裁员，上万员⼯上街游⾏

1⽉7⽇，重庆⼤渡⼝中元汇吉药⼚不经员⼯协商，直接裁员⼀万多⼈，员⼯上街
游⾏抗议。愤怒的⼯⼈开始销毁⼚内商品，砸掉机器。随后警察介入。据⼯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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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产抗原的，⼀共有⼀万⼈左右，3000左右的正式⼯，其余均为临时
招聘，市场饱和了公司就开始以各种理由辞退。阅读原⽂

近90位农⺠⼯被拖⽋⼯资五年近400万，记者调查被怼

⼴⻄环江和贵州遵义的近90位农⺠⼯，五年前在遵义现代物流园区打⼯，⾄今被
⽋薪近400万。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却遇到了⼀个奇怪的现象——⽆论是⽋⼯
程款的企业，还是拖⽋农⺠⼯⼯资的企业，不但认为⾃⼰⽋得有理，⽽且⽋得嚣

张。阅读原⽂

盘锦⼀化⼯⼚爆炸，已致5死8⼈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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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辽宁盘锦市盘⼭县浩业化⼯有限公司烷基化装置维修过程中发⽣爆炸
起火，截⾄⽬前造成5⼈死亡、8⼈失联。据报道，该公司曾因违建和环保问题被
多次⾏政处罚。去年10⽉辽宁省应急管理厅曾在实地检查中指出安全⽣产隐患问
题。阅读原⽂

—— 服务业 ——

餐饮回暖遇上⽤⼯荒：基层服务员缺⼝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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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第⼀波感染⾼峰过去，餐饮⾏业回暖，但却也迎来了最严重的⼀次⽤⼯

荒：部分员⼯由于疫情原因返乡，但复⼯后只有⼀⼩部分员⼯回来。服务⾏业动

辄10-12⼩时的⻓时间劳动和低⽔平的薪资，很难再吸引到年轻⼈来⼯作。中国
饭店协会数据显⽰，2021年餐饮⾏业员⼯年均流失率均值为19.3%。阅读原⽂

快递“不打烊”，补贴难落实

今年春节，多家快递物流企业推出了“不打烊”服务，旨在新年依旧不停⽌快递服
务。不少快递员为了新年的补贴加班加点⼯作。但是企业的补贴杯⽔⻋薪，还有

企业在承诺发放补贴后赖账不了了之。对于留守的快递员来说待遇不但没有多少

提⾼，甚⾄还会错过难得的和家⼈团聚的机会。阅读原⽂

—— 海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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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印尼镍冶炼⼚利⽤中国⼯⼈对抗罢⼯

1⽉14⽇，印度尼⻄亚的冶炼⼯业园区GNI的管理层使⽤中国⼯⼈来镇压印尼⼯⼈
的罢⼯，⾄少造成⼀名中国⼯⼈和⼀名印尼⼯⼈死亡，⼗⼏名⼯⼈受伤。1⽉11
⽇⾄14⽇，印尼全国⼯⼈⼯会（SPN）组织数百名印尼⼯⼈进⾏为期四天的罢
⼯，公司⽅将劳⼯诉求煽动为⺠族⽭盾组织中国⼯⼈对抗，最终酿成重⼤伤亡。

阅读原⽂

乌⼲达⼈抗议中国⼤使馆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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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约10名乌⼲达⼈在中国驻坎帕拉⼤使馆⻔外举⾏和平抗议。抗议者们
举着⽤中⽂书写的红布条幅，要求⼤使馆出⾯，强制让中国中建公司结清拖⽋了

三年的⼯资。抗议者在递交给⼤使馆的信件中表⽰，当地公司承包了中⽅的建筑

业务，但中⽅⼯程款已经拖了三年没有结清，导致20多名乌⼲达⼯⼈拿不到应有
的报酬。阅读原⽂

—— 疫情 ——

成都⼤学附属医院分配防疫补贴不平衡，区别对待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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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友发帖，称成都⼤学附属医院违背有关规定，在分配医护补贴时区

别对待同样⾝处⼀线的规培学员：临床⼯作的医护补贴⼈均10000元，⽽规培⽣
若⽆证为1680元，有证也只有1800元。去年年底，本报发表了医学⽣反抗不公
平的规培体系的特刊，多地医学⽣发出要求同⼯同酬的声⾳，进⾏了校内抗议活

动。阅读原⽂

03
深度与评论

I.中国劳⼯通讯：⼴东⼯⼚⼯⼈的抗争和起落

利德鞋⼚⼯潮结束后，番禺打⼯族⽂书处理服务部的曾⻜洋获⼯⼈送赠“⼯运之星”牌匾。

过往珠三⾓等地⼯⼈运动和劳⼯机构的活动其实累积了不少可供讨论的经验，但

可惜⼀直缺乏整理。在近年来⺠间劳⼯团体遭到打压的情况下，这些经验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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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被隐藏。中国劳⼯通讯的这篇⽂章回顾了2014年裕元鞋⼚和利得鞋⼚的⼤罢
⼯，两者都是珠三⾓地区重要的⼯⼈运动事件。⽂章从社会保障漏洞、官⽅⼯会

的消极背叛、劳⼯团体遭到打压、媒体的缺位等⾓度进⾏了分析，值得阅读。阅

读原⽂

II.虎嗅：桥洞、⼤神与⽇结⼯，⻢驹桥的魔幻折叠

在⻢驹桥找⽇结⼯作的⼈们

⻢驹桥位于北京通州，曾经是北⽅最⼤的劳务⼈⼒市场。此地和深圳三和、上海

⻋墩、昆⼭中华园⼀起被视为“⼤神基地”。这篇⽂章跟随⼯⼈李国华的视⾓详尽
记录了⻢驹桥的⽣活状态。李国华进过⿊⼚打⼯，也摆过地摊，做过销售，当他

35岁失业时再也找不到正式⼯作，最后选择了⻢驹桥。因为在这⾥他⾄少可以决
定“我不想做什么”。阅读原⽂

III.晚点：外卖骑⼿，均贫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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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被站点罚抄 “预约单只能提前 7 分钟点送达”

疫情期间，骑⼿担起城市⽣活保障的重任。近来也屡屡有媒体报道骑⼿获得⾼

薪、补贴，好像这是⼀份⾼⻛险⾼回报的⼯作。但三年来，外卖⾏业也在发⽣变

化：单价越来越低，新加入的骑⼿越来越多，平台的跑弹模式越来越复杂，来⾃

站点的管理规则、惩罚也变得越来越多。曾经⼀个通宵拼命⼯作能够赚400-500
元的骑⼿，如今却经常⾯对⽆订单的系统沉默。骑⼿的均贫富其实是趋向均贫。

阅读原⽂

IV.看客：蓝莓农场的采摘女⼯，⼀天⼯资不值⼀桶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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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七点半，采摘女⼯集合点名

蓝莓采摘需要从早上7:30⼀直⼯作到晚上9:30，没有午休没有休假，⼀天最多赚
200块钱。相较于同等劳动强度的⼯地⼯作，采蓝莓的⼯资仅有⼀半左右。不
过，虽然如此辛劳⼜收入微薄，在农村，这已经是50岁以上的女性还能找到的仅
有的⼯作。这篇⽂章采访了多位蓝莓女⼯的故事，记录了中⾼龄女性⼯⼈在当代

就业市场中的困境。阅读原⽂

V.HOPE学堂：疫情下的流⽔线

这是⼀位职校⽣在2022年的出外打⼯笔记，记录了许多⼯⼚劳动过程中的细节。
有⼯⼈提到“这个⼚好像是⼀座监狱，就算监狱也好⽍把⼈当⼈看，这个⼚却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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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公约》都不遵守”。⼚内，线⻓的辱骂攻击是常态，⽣病的⼯⼈从流⽔线
上⼀个个倒下，但流⽔线的速度不会因⼯⼈⽽变化。让作者松⼀⼝⽓、休息⼀下

的，竟是因为市场饱和要削减销量。这是哪⾥的⿊⼚吗？这可能是⼏乎所有⼯⼚

的常态。阅读原⽂

VI.财新：校招上半场已过，就业寒冬有多冷？

青年失业是今年国内最主要的劳动议题之⼀。财新⽹的这则分析指出，青年失业

率增⾼主要问题是需求侧的危机——约60%的头部企业缩减校招名额，⼤城市较
中⼩城市招聘需求萎缩更明显，互联⽹、房地产、教育培训等服务⾏业的崩塌。

⽂章中汇总的基于实际调查和采访的数据值得参考。阅读原⽂

VII.左望：呼吁释放因防疫被判刑四年的两辽宁卡⻋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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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放开政策前的⼀个⽉，两辽宁卡⻋司机因为在2022年初的未及时报备⾏
程，导致新冠传播，在11⽉下旬被重判4年。这篇⽂章指出疫情管控的成本不应
变成对卡⻋司机等普通⺠众的罪责，并分析了卡⻋司机在疫情三年中遭遇的困

境，包括各种惩罚、非⼈的防疫要求等等。此外，南⽅周末的这篇采访当事司机

的⽂章也值得阅读。两位司机提到⾃⼰并非有意瞒报，⽽是⼯作特殊路过地⽅

多，以及对于当地疫情规则不够了解。此外，他们在⼀审后未上诉也是来⾃于对

法律体系的不熟悉，以为上诉会多判。⽬前两位司机已经申请再审，尚⽆结果。

VII.打⼯谈：从审核员到话务员，我经历了⼗⼏份“狗屁⼯作”

这期打⼯谈播客的嘉宾做过话务员、审核员、书店店员、销售等，这些⼯作经历

令他清晰地看到劳动⼒市场的各种荒谬。许多⼯作本⾝没有意义，对社会帮助不

⼤，被称为“狗屁⼯作”。但是⾝在其中的⼈⽆法选择、⽆法改变，这被认为是真
正要命的地⽅。收听播客

VIII.五年四班劳动委员：炼钢炉下，焚烧的是劳动者的⽣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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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安全员的⾃述，记录了钢⼚内的安全事故。这些事故包括最常⻅的⼀氧化碳

中毒、⼤型部件松脱导致的伤亡以及可能发⽣爆炸的严重火灾。在⻅证了⼀连串

安全事故后，这位安全员选择了离职，因为性命⽆保障。虽然⽂中没有详细讨论

这些事故的原因，但从“年久失修”、“怕⿇烦”、“背着⽓瓶也确实没法通过”等语
句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事故背后许多⼯⼚的结构性因素和责任是未被检讨的。阅

读原⽂

04
调查与报告

1.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

2. 乐⾏社⼯：看⻅⼯伤——⼯伤⼯友⼼理状况调查问卷报告

3. 中央财经⼤学：中国⼈⼒资本报告2022

4. 智联招聘：2022年⽩领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

5. 前程⽆忧：后防疫时代职场⼈状态调查报告

6. 脉脉：抢滩数字时代·⼈才迁徙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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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资源推荐

书籍：《嵌套劳动：B市加油⼯的⼯作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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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辆、拿起油枪、结算费⽤… ⼯作内容简单、重复且程式化，这是多数⼈对
加油⼯⼈的印象。然⽽，随着中国机动⻋保有量和加油服务需求的增⻓，企业及

管理者对加油⼯“简单劳动”的剥削，却在加码：在⾼强度、低⼯资的剥削基础
上，雇主将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加油服务与商品推销——“嵌套”在了同⼀劳
动过程；“做服务”的意识形态，亦强化了劳动过程的不平等关系，如不断升级的
规训、监督和家⻓式管理。这本书以调查报告形式出版，也是中国卡⻋司机调查

报告系列的延伸内容。⾖瓣链接

06
法律与维权

判决1：女职⼯回家喂奶途中出⻋祸，获⼯伤赔偿

南京的⼀名女⼯周某在⼯作时间未请假回家哺乳时遇到交通事故，向南京⼈社部

提交申请后获得了⼯伤认定，公司上诉后被驳回。根据《女职⼯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单位应每天在劳动时间内为处在哺乳期的女职⼯安排⼀⼩时的哺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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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法院的判决说明，⽤⼈⽅欧帛公司并未与周某安排哺乳时间，⽽周某根据⼯

作时间⾃⾏回家哺乳，属于《⼯伤保险条例》的“上下班途中”，于是在发⽣非周
某本⼈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时，应认定其为⼯伤。原⽂链接

判决2：员⼯团建时摔伤未获⼯伤认定，上诉法院后得到纠正

员⼯朱先⽣在参加公司组织的景区团建活动时不慎摔伤，导致右脚骨折。⼈保局

认为其受伤不在⼯作期间且不在⼯作岗位上，于是不予认定为⼯伤。法院经过审

理后判定，该团建活动由公司组织，并不脱离职⼯⾝份单独存在，朱先⽣参加该

活动属于正常的⼯作外出，⽽在⼯作外出期间受伤，属于《⼯伤保险条例》的保

护范围。于是，⼈保局被要求重新处理朱先⽣的⼯伤认定。

以上两个判决的纠纷主题相似，都是员⼯看似不在⼯作岗位时受伤的⼯伤认定问

题。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员⼯并非在⼀般的⼯作情形中受伤，也仍然处在法律的

保护范围内，获得赔偿是属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原⽂链接

指南：不了解劳动法？参阅《劳动法学习实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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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维权与咨询机构“五年四班劳动委员”免费发布了⼀本电⼦版的《劳动法学
习实操指南》。劳动法并不难学，多了解相关的知识，就能更有效地帮助⾃⼰和

⾝边的朋友维护合法权利。“五四”的这⼀本免费、简洁的⼿册就是⼀个很好的学
习窗⼝，非常值得⼀看。原⽂链接

07
图片故事

⽹传图片，据说某公司不愿意依照劳动法给员⼯⽆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是要求

员⼯⾃愿放弃。“因个⼈原因”中间应该加个老板，改为“因老板个⼈原因”。

说明

因个⼈原因，本⼈不同意与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合同，要求与
公司签订了年固定期限合同。

说明⼈签字：

⽇期：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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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和新年初是劳动光荣、表彰劳动⼈物的热⻔时段。劳动为啥光荣呢？就是因

为⼲的多、赚的少，⼜毫⽆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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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劳动碎语

来⾃《留沪骑⼿的新年》

来⾃《⽹⽂码字女⼯：⽤键盘造梦，再狼狈退场》

在媒体报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给骑⼿年夜饭等春节福利，但是王哥
和侯哥都表⽰没有⼈组织他们参加年夜饭。王哥表⽰往年站⻓组织
过10多个⼈的年夜饭，他有幸参加。今年虽然没有年夜饭，但⾄少
他获得了10个N95⼝罩和消毒凝胶，这也是他第⼀次收到这样的礼
包。侯哥说：“团队和优选的有年夜饭，众包都是⾃⼰顾⾃⼰。”

对于全职写⼿⽽⾔，⾄少每⽇更新三千字，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
万字甚⾄是两万字，如果⼿速跟不上，通常会使⽤语⾳输入。在这
个过程⾥，除去卡⽂梳理情节的时间，⼏乎是要不间断输入内容，
对于更新量⼤的写⼿来说，“⼀天下来嗓⼦都要冒烟了。”

⼩婷休假⼤概第四天，说⽗亲情况不是很乐观，希望再请假5天。
因为再加5天假，⼩婷综合请假时间已经比较⻓了，需要向老板报
告。老板了解情况后，告诉我不准假。我听到愣了⼀下，随即反应
过来，老板是想不批假，到时⼩婷要是不回来⼯作，就以旷⼯为由
⽆偿辞退他。当时我就想怼老板：“绝绝⼦，犯法都犯得这么理直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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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凌晨1点，⼀位失眠的HR向老板表⽩》

来⾃《两代农⺠⼯告别沿海⼯⼚》

本期⼩报周期（2022/12/21- 2023/01/31）

海报：Olia

撰稿：星星⼉、Y、⼀是、非洲⼤蜗⽜、森林兔

编辑：三不沾、非洲⼤蜗⽜

校对：森林兔

在最后
以上是第14期⼯劳⼩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正在探索将⽇常的⼯⼈资讯定期整理为
Newsletter，希望你可以来信（editor@mail.laborinfocn.com）提出建议或加入
成为志愿者，同时也请你多多分享给墙内的朋友们。点击下⽅按钮可以订阅和阅

读往期内容。

往期 | 订阅

陈林也是这样想的。⼀开始，逃离学校“朝7晚9”的⽣活、赚钱⾃⼰
花让他对打⼯⽣活反⽽多了⼏分期待。随着⽇复⼀⽇、年复⼀年的
⼯⼚单线条⽣活，打⼯从赚钱的兴奋，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厌倦、频
繁跳槽，甚⾄超额消费买⼿机、借⽹贷等。他说，⼀开始很不理解
为什么⽗⺟可以做到⼀年有340多天都在⼯⼚⾥⼯作。但最直观的
体现是，⽗⺟⼗余年的打⼯⽣活换来了老家农村两套三层楼房。他
⾃⼰则只能勉强不需要再向⽗⺟额外要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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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中国基层劳动者的处境与权益。欢迎透过Telegram机器⼈投稿或推荐
内容。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Twitter账号和TG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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