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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史·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的

思想传承和实践经验

钟仁耀

［摘 要］ 劳动保险作为充分体现劳动者权益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中

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并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共

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劳动保险思想体系，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实施的劳动保

险实践，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

劳动保险制度提供了丰富实践经验。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前；劳动保险；思想传承；实践经验

a

以社会救助的建立为开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从社会保险到社会福利两大发

展阶段。其中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劳动保险为起源，并通过对劳动保险制度的不断实

践和完善而逐步成型。与其他社会保障同样，劳动保险制度也经历了实施范围的不断扩展和保

障水平逐步提升的发展逻辑，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劳动保险逐步演变成社会保险。和其

它国家类似，社会保险制度在我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基于传统的劳动保险制度，通过

不断的发展和创新，逐渐发展和形成今天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摸索

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在根本上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劳

动保险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故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思想和实践，

对今天的社会保险制度脉络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自 1921 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关注民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回顾和总结建党至

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必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劳动保险

或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这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劳动保险事业发

展的要求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前积累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保险或社会

保险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为 1951 年和 1953 年两个劳动保险条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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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益的基本思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劳动保险制度框架基本上参照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

国共产党对劳动保险的主张和东北解放区的劳动保险制度实践。

任何一个制度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在特定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环境中建立某一个特定

的制度，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大多数制度的产生都有其思想基础，特定历史背

景下产生的思想成为制度建立的基石，并指导和规定了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框架。因此，

本文按照历史背景、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主线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劳动保

险思想和实践。a

一、劳动保险思想的形成与成熟（1921—1931 年）

（一）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的影响

列宁非常重视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提出“国家保险”思想，以后不

断完善，在 1912 年基本定型和成熟。列宁在 1912 年第 6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国家保险”

思想，首次系统性地进行了阐述和总结：“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

下列原则建立的：（1）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包括伤残、疾病、年老、残疾；女工还有怀

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

都给工人以保障；（2）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及其家属；（3）对一切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

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有企业和国家负担；（4）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

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或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b

同时我们不得不关注列宁提出“国家保险”的时代背景和主要目的。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

立社会保险的国家，1883 年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1884 年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1889 年

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仿效德国建立了本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其

中包括当时的沙俄。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都规定劳动者个人需要缴费，同

时其管理职责由政府来承担。为了鼓励工人运动，把广大工人团结起来，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

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列宁阐述了“国家保险”思想。而事实上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主要针

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当然，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贯彻和执行，

最终在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得到了实现。列宁的“国家

保险”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险模式的扬弃，它一方面更注重国家的费用主体责任定位，

另一方面更加强化劳动者个体的参与管理职能。c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后，对中国共产党的

a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某些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文件里使用了“社会保险”一词，但从内容和理念来看，
其本质还是一种劳动保险，因其实施对象为单位劳动者。因此，为了用词上的统一和规范，本文都采用了“劳
动保险”的用法。

b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449 页。

c 梅哲：《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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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都影响很大，其中包括社会保险思想及其制度建设。因此，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

的劳动保险思想主要吸收了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其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劳动保险思想

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其实践采用了当时苏联的社会保险模式。这也很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个时期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模式及其特征，为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

险模式有着很大区别。

（二）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思想的提出

当时的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革命斗争蓬勃高涨。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大批革命工会纷纷

成立，工人运动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同时，为能联合大多数工人阶级开展广泛的共同性运动，

建立全国性组织，召开全国性大会的组织工作迫在眉睫。但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在北洋政府的

授意下，经常对零散的工人运动进行武力镇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急需把广大工人团结起来，

加强工人组织建设，与封建军阀进行斗争。经过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积极努力，1922 年 5 月，中

国共产党于广州发动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具备全国性质的劳动大会，大会要求北洋政府立即

颁发相关劳动法规，实施劳动保险条例，并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积极参与斗争，争取劳动立法权益。

大会提出，国家或雇主应该为所有劳动者支付相应费用，让劳动者有能力参加和享受各类劳动

保险。1922 年 8 月，为树立相关原则，落实相关细节，劳动组合书记部特别拟定了两个立法纲

要，即《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劳动立法原则》中指

出“失业救济及疾病保险等为吾人梦想所不及。……我等应参照西欧诸国之劳动法规，实现我

劳动阶级之利益”。a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在该立法原则中，针对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虽然

首次明确提出了立法要求，并涉及了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内容，但对于劳动保险

仅仅提出了制度性框架，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实施措施。

但在《劳动法案大纲》中则把《劳动立法原则》的思想具体化了，提出了实行劳动保险的

基本主张和具体要求。“对于需要体力之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均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

应予以五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为保障劳动者之最低工资计。国家应制定保障法

制定此项法律时，应许可全国劳动总工会代表出席。公私企业或机关之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一切保障事业之订立，均应使劳动者参加之，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或机关中劳动

者所受之损失，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负担之，不得使被保险者担负”；“国家对于全国

公私各企业，应设立劳动检査局”；等等。b

作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区域，河北唐山率先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劳动法大纲》，

唐山的纱厂、矿厂、铁路工人等共同成立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并在唐山市开展以要求

实现劳动保险为主题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电告全中国，呼吁制定劳动保险法规，实施劳动保

险制度。一时间，由南向北，又由北向南，郑州铁路工会、长沙工人联盟等全国各地各区的工

a  参见王清彬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一九二二年八月）》，《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
1928 年。

b 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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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织，积极响应劳动立法诉求，纷纷要求实施劳动保险制度。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失业保险、

劳动保险等立法理念，首次明确地为工人阶级表达了劳动保险诉求。

（三）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思想的升华

到了 1925 年，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破坏和镇压工

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取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运动被迫转入低潮，工会活动由公开转入

秘密。另一方面，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运动从恢复走向复兴。在这种背景下，1925 年 5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市组织召开了第 2 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并通过了《经济斗争的决

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了工人在工作伤亡时，必须得到赔偿；在疾病失业老年时，必须

得到救济；妇女在产前和产后有 8 个星期的休息并照领工资等内容。a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

党首次明确了维护职工权益的一些具体内容，把原来的主张和要求变为可操作的具体条款，具

有更强的可行性。

（四）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思想的完善

到了 1926 年，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联合进攻革命力量 , 全国革命形势突变严峻。国民

革命正迅猛发展，但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与冲突日趋激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于 1926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了第 3 次全国劳动大会，并通过了《劳动法大纲决

议案》等一系列文件。

第一，在大会上通过了《失业问题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了“失业的保险，是

工人应有的权利，应向资本家提出这种要求。在劳动雇用契约时，更必须要提出关于失业保险

的规定。工人既受雇佣，对于生产情形的好坏，只应由资本家自负责任。若有失业发生，资本

家应赔偿工人的损失”b 等内容。

第二，在大会上通过了《工会运动中之女工及童工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了“女

工每月应有三天的连续休假；产前产后应有连续八星期之休假；均照旧领取工资。”c

第三，在大会上还通过了《劳动法大纲决议案》。在该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应由政府出面

设立国家层面的劳动局，劳动局必须邀请工会代表参加，由工会代表和政府成员共同研究劳动

规范，并设立劳动保险制度，费用从国库列支或由雇主支付。中国共产党在针对北洋政府提出

的《劳动法大纲决议案》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发展劳动保险的根本要求，和具体

如何解决失业等问题的基本思路。

（五）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 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 , 同年 4 月 , 中国共产党在武

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 确定了紧急时期的任务。为了组织动员工人阶级 , 团结各阶层人民 ,

a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15-17 页。

b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110-
114 页。

c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220-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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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 , 挽救革命 , 中国共产党于 1927 年 6 月在汉

口举行了第 4 次全国劳动大会，并通过了《经济斗争决议案》等文件。

第一，《经济斗争决议案》要求“政府设立劳动保险局，由资本家每月缴纳工资总额百分

之三为基金，此外政府从预算中拨出若干，以充作工人失业救济及养老金。工人病亡时，按照

其工资的三倍发给家属作为抚恤金。年老残废者，由劳动保险金中发给终身养老金。”a《经

济斗争决议案》中已明确提出，将针对工人具体生活条件的保障内容，如疾病、衰老、失业、

死伤等纳入劳动保险。

第二，在《产业工人经济斗争决议案》中，更是对劳动保险和医疗保障方面的若干细节，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针对较大型工厂，要求设立医务机构，确保工人能实现实时治疗；要求保

障工人的长期工作和收入权利，因病三个月内不能工作或受工伤期间不能工作的，要求正常发

放薪水；因工残疾的，要求终身发放薪水，以确保残疾工人能维持正常生活开支；因公死亡的，

由资本家向其家属和子女发放抚恤金，并参照原有工资标准发放至子女成年、妻子亡故；并要

求政府设立劳动保险局，通过政府预算拨付、向资本家收取保险费等方式，设立劳动保障基金，

对年老残疾者等发放养老金。b

第三，在《手工业工人经济斗争决议案》中，针对学徒工的权益问题，更是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如要求店主对学徒的疾病和死亡承担完全责任，即在学徒养病期间要正常发放薪水，非

因私死亡要发放治丧费。另外对抚恤金发放方式，也提出明确的标准。以工作时间为准，一年

以内者为一个月的工资，二年以内者为两个月的工资，三年以内者为四个月工资，四年以内者

为六个月的工资，五年以内者为八个月的工资，十年以上者为一年的工资。此外，还提出了手

工业工人应该享受劳动保险的利益。c

第四，在《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中，要求为充分保护妇女身体健康，每周、每月、每年

都必须给予女工连续不间断的休息时间。在休息期间，应当照常发放薪水。并要求保障同工同权，

女工和童工应该平等享受成年男工的相应待遇。在女工产前产后给八周的休假，照发工资；因

生理关系，每月除星期日以外给女工三天的休假，照发工资。d

第五，《宣传大纲》要求救济失业，实行劳动保护法、工厂法、国家劳动保险。e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思想在革命斗争中日趋完善和细化，

这些思想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实践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a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205、
211-212 页。

b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213-
214 页。

c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213-
215、217 页。

d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 年，第 220-
221 页。

e 参见中央局宣传部编：《宣传大纲》，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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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共产党劳动保险思想的定型和成熟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各地工会都转入地下活动，革命斗争形势变得更加残酷。1929 年 6 月，

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环境下，于上海主持召开了第 5 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通过了《中华

全国工人斗争纲领》等文件。《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强调，“工人或工人家属发生疾病伤害，

资本家应当给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必要的医药费；在工人病假期间，应正常发放工资；因工残疾

之工人，应给以终身恤金，并由其子弟代工；立即举办工人社会保险（失业、养老、疾病等保

险）；所有费用应由资方与政府负担”。a

另外，在《铁路工作决议案》中提出，工人在病期间，医药费由公司发给，工资照发至病

愈为止，不得限制日期；工人因工残疾时，铁路局不得停止供给工资，并与其他工人一样按期

加薪；工人因工死亡时，由铁路局发给一千元的抚恤金，其子弟可替代死亡者在原单位工作；

工人年老不能工作时，由铁路局发给一千元的养老金，或者照常发给工资至死亡为止。在该

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思想是对以前的补充和进一步完善，进入了定型和成熟时期。

二、劳动保险思想演变成实践的阶段及其特征

（一）劳动保险思想演变成实践的尝试（1931—1945 年）

随着不断努力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1931 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了革

命根据地。同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审议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法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

思想变成了现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b 关于劳动保险的具体规定非常详实，是一部

操作性较强、规范性较高的法律。

首先，在被保险人方面，强调了一切劳动者都属于劳动法保护的对象。无论是国家劳动者，

还是协作社或企业雇员，无论其工作时间长短，只要是通过劳动获取报酬，都属于劳动法所保

护的对象。

其次，在资金来源方面，由雇主于应付工资之外，支付工资总额的 10%—15% 作为劳动保

险费，并形成劳动保险基金。并强调以中央劳动部的名义，通过特别命令的形式予以正式发布，

以兹重视。并特别强调不得向劳动者以任何形式征收任何费用，同时要求保险基金专款专用，

不得挪用。

另外，在劳动保险的支付类别方面，也作出了许多细节性规定。劳动者及其家属遇到的职

业病或非职业病等，都可以享受免费治疗。工作超过一定期限的员工，可以申请失业补贴。对

暂时性失能的工人，在其失能期间正常发放工资，以帮助其度过难关。针对老弱病残者，提供

a 参见曾坚等：《权利体系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年。

b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出版社，1979 年，
第 6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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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资金，帮助其安度余生。如果家庭增添幼儿，提供至少十个月以上的生活物品补贴，以资

助新生儿培养。对工伤、死亡等问题，提供工伤补贴、丧葬费资助，并根据家属的贫困情况，

提供相应的救助资金。

为客观公正地提供相应保障，劳动法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劳动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

督，以便相应条款能得以切实实施。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比如提出优抚金从患病起始日计算，

并设定了相应的上限，以便能够得以真正实施。针对未成年人，也提出了失业津贴的补助方

法等。

在劳动保险基金的用途和管理方面，规定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资本家和雇主等虽然具有缴

纳相关保险费用的义务，但并不具备管理和使用保险费的权力。经由政府批准成立的劳动者工

会或劳动部，负责总体的基金征收管理，最终由职工工会选举产生的劳动保险管理委员会负责

具体的使用和支出。同时明确在劳动保险管理部门未成立以前，上述的各项津贴费，都应该由

雇主负担。

1931 年 11 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首个

以国家基本法形式颁布的法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 是为了维护广大工人阶级

和农民阶级利益，其属于工农联合民主政权。该政权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为能积极调动

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制定了

一些早期劳动立法。其中，就女工、青工及童工保护等劳动保险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实施意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的同时，就设立了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简称劳动部。在劳动部内，

为更好地开展相应工作，又设立了劳动保护局、劳动保险局等机构。

劳动法的颁布与实施，有一个发展和探索的过程。法律颁布初期，要求雇主承担全部的保

险费用及支出，增加了雇主和资本家的经营负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效果并非特别理想。因此，

中华苏维埃政府于 1933 年对劳动法作了部分修订，以使法律条文得以更加充实和完善，并通

过若干细节的补充，使劳动保险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更具有灵活性。第一，在实施范围层面，其

包含所有劳动者。无论国企、私企或其它任何组织形式，不论劳动时间长短或工作性质异同，

无论收入高低，都属于劳动保险的实施对象。第二，在基金来源层面，仍规定由雇主单位缴纳，

不得向劳动者征收任何费用。但在缴纳金额及比例方面，调整为下限 5%，上限 20%，以使得

雇主可以根据单位效益，作出相对灵活的调整。第三，在实施内容层面，出台新的细节性规定。

这包括，免费给予医药帮助；在劳动者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及失业时都付给相应津贴；残疾及衰

老时付给优抚金；生育、死亡、失踪时则付给其家属补助金。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劳动法律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处处体现以维

护工人阶级利益为核心的立法原则。其中有关劳动保险的规定解除了劳动者后顾之忧，这和国

民党统治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及工人在丧失劳动后物质生活无从保障的局面形成鲜明对

比，因而极大地鼓励了根据地职工对党的热爱，也激发了他们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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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但因劳动保险的某些项目规定标准过高，片面强调了劳动者福利待遇，与革命根据地的

实际情况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了执行困难，某些规定无法执行，给劳动工

作造成了一定损失。随后经过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重新颁布，这是纠正脱离实际、

过于理想化做法的一种重要表现。修改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将保险费缴纳比例下

限调低了 50%，上限调增了 33%，兼顾了城乡差距，正视了实际情况，使得其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更加灵活和方便实施。

从 1937 年开始到 1945 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这个时期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保护工

人阶级权益的同时，兼顾到了农村雇工的利益。作为工人阶级领导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

在保护工人权益上，尤其是在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方面的确进行了探索，但尚属于起步阶段。

中华苏维埃政权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在抗日根据地，各边区政府针对当地实际情况，也作出了一些灵活性的调整，这些调整并

非是对统一制定的劳动法的违背，反而是为了能更好地执行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因为要与战争

环境和抗日根据地经济状况相适应，只能以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为准则，待遇标准不能规定过

高。劳动保险规定虽然项目较少，标准水平也较低，但是，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

战争年代对广大劳动者的关怀，尽力解决劳动者的生活困难，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保障劳动者

的劳动权益。

（二）实践的扩大与经验积累（1946—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在该阶段，随着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的爆发和顺利推进，以及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和积极巩

固，国民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各解放区开始建立项目较为齐全、标准水平

较高的劳动保险。

从 1948 年冬天到 1949 年春，中国共产党东北行政委员会先后公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

暂行劳动保险条例》a以及《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施行细则》b两部规范性条例。

在这两个条例中对养老金、医疗、生育和工伤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一，在实施劳动保险时，各个公营企业的经营者缴纳给政府指定银行 2 个月的工资总额，

之后每月缴纳工资总额 3% 的劳动保险费；其中 30% 的保险费作为劳动保险总基金进入东北行

政委员会的指定银行，剩余的 70% 进入各个企业独立核算的劳动保险基金，从该基金中支付

企业的各种劳动保险待遇。

第二，关于养老保险。（1）养老金领取条件，一般劳动者的连续工龄必须达到 25 年，退

休年龄 60 岁；针对矿业或有害性行业，则规定了连续工作的时间上限为 20 年，超过 20 年的

55 周岁以上男性，50 周岁以上女性，可提前退休。（2）养老金待遇，根据连续工龄的长短从

劳动保险基金中终身支付本人工资的 30%—60%。如果达到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话，继续工作

a  参见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 4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b 上海总工会劳保部编：《东北劳保经验介绍》，劳动出版社，1950 年，第 1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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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从劳动保险基金中支付本人工资的 10%—20%。

第三，在生育保险方面，则规定女性职工可享受 45 天带薪产假等。

第四，关于医疗保险。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免费在本企业医疗所享受医疗治疗；病假

在 3 个月以内的，按工龄长短发给本人工资 50%—100% 的补助金；病假在 3 个月以上的发给

本人工资 10%—30% 的救济金。另外在家属医疗待遇方面，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生病时，可以

免费在本企业医疗所治疗，药费可以酌情减免。

第五，关于工伤保险。职工因工负伤，企业负担全部医疗费，工资照发。因工残疾，按残

疾程度和致残原因，发给本人工资 5%—60% 的抚恤金；非因工残疾发给救济金，数额为因工

残疾抚恤金的一半。对于死亡保险，职工因工死亡，发给丧葬费，金额最多不超过死者本人 2

个月的工资。并按致死原因，根据工龄长短发给相当死者本人工资 15%—50% 的遗嘱抚恤金；

非因工死亡的丧葬费为死者本人 1 个月的工资，并按死者工龄长短发给 3 个月至 12 个月的死

者本人工资作为救济金。对于家属死亡待遇，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时，发给丧葬补助金，

数额为职工本人工资的 1/3（不满 10 岁的减半发给）。

第六，由企业经营者和工会共同组成劳动保险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决定劳动保险基金的管

理办法，并由工会的劳动保护部开展劳动保险的具体业务。劳动保险基金审查委员会由 3—5

位工会会员组成，每月审查劳动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并公布审查结果。企业的劳动保险委员会

每 3 月制定 2 部劳动保险基金的收支报告，其中 1 部交给本产业工会委员会、另 1 部交给东北

总工会委员会，并接受审查。同时，由指定银行保管劳动保险基金和支付各种劳动保险待遇。

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总工会委员会每月审查由指定银行提交的业务报告。

除此以外，《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还规定，各单位可以举

办疗养院、休养院、养老院、残疾院等集体保险事业。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在一些新解放的区域纷纷以《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

条例》为模板，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状况，制定适合本地的劳动保险条例。a 如太原市军管会于

1949 年 7 月颁布了《太原市国营企业劳动保险暂行办法》；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于 1949 年 11 月

颁布了《石家庄国营工业企业劳动保险暂行办法》；铁道部于 1949 年 8 月颁布了《铁道部职

工抚恤暂行办法》；还有些单位，如石景山钢铁公司、招商局汉口分公司等厂矿企业，也都制

定了本单位的劳动保险规定。以上地区、部门以及单位的劳动保险办法和规定，与《东北公营

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相比较，保险项目和待遇标准大体相同，但略有差别。与抗日战

争时期根据地的劳动保险规定相比较，劳动保险项目和待遇水平都有较大增多和提高，这些劳

动保险规定的贯彻和实行，对解放区的工商业发展发挥了很大促进作用，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

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和精神支持。

东北解放区等地区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使全东北地区的 420 个厂矿企业职工在

a 朱华雄、阳甜：《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社会保障思想探析（1921—1949）》，《贵州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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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残等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都可以得到物质帮助，从而解除了 80

万职工的后顾之优，使得劳动权利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保护。《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

险条例》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的，也是较为完备的一部劳动保险法规。

它的建立和实行，对于调动职工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激发职工的政治热情，密

切党群关系，积极支援解放战争，都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

宝贵的实践经验。

《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颁

布和实施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和专门性的劳动保险法规。作为全国解放前夕向广大工人阶级的

献礼，中国共产党以法律的形式，解决了劳动者的生、死、老、病和残等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

问题。上述两个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最为完善的劳动保险规定，劳动保险是从东北解放区的

产业部门开始实施。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胜利，其他解放区根据上述两个条例也实施了劳动

保险制度。当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保险待遇支付水平也低、实施范围较窄；同时，各

个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以及各个企业的经营水平都差异较大，劳动保险政策差异也较大。

三、劳动保险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与贡献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一大批全国性法律法规亟需建立。1951 年春，

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劳动保险制度的思想基础，并吸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劳动保险方面

的长期实践经验，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宣

告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思想和实践无疑

对新中国成立后 70 多年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影响巨大，并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一）推动了社会主义劳动保险思想和实践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一股强有力推动世界

和平发展的源泉，其中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促进了社会主

义世界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劳动保险的理论基石，大大

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

继承和发扬了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

纷纷实践了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践行这一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 20 年的劳动保险制度建设，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而且将其进一

步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世界劳动

保险制度的发展，在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独特的劳动保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保险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从而在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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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险与资本主义社会保险两大制度框架，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是社会主义阵营劳动保险中的

杰出代表。

（二）形成了世界上独特无二的劳动保险制度

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独特并具有巨大的创造性，从而在它基础上构建的社会主义劳动

保险制度同样具有独特性、鲜明性和创造性。

第一，劳动保险制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根据地、解放

区实践的劳动保险制度，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劳动保险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的一个共

同特征就是劳动保险制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初的劳动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和

生育，只有一个缴费种类即劳动保险费，不分险种缴费；缴费形成一个基金即劳动保险基金，

也不分险种；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等相关待遇都从劳动保险基金中支付；对劳动保险制度

的管理主体只有一个即工会。这样一个有机整体的制度鲜明特征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

又有别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保险。

第二，劳动保险基金具有独特性与统筹性。劳动保险基金来源于单位缴费，即 3% 的劳动

保险费率。当时只有单位缴费既充分体现了列宁的“国家保险”思想，又很好地反映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单位缴费中的 70% 金额形成本单位的劳动保险基金，其余 30% 则构成上级

部门的劳动保险基金，包括地区劳动保险基金、行业劳动保险基金和全国劳动保险基金。其中

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等待遇从本单位劳动保险基金中支付；地区劳动保险基金和行

业劳动保险基金对单位劳动保险基金发挥着补充和调剂的作用，当单位劳动保险基金不足时，

由它们来补足；全国劳动保险基金对地区劳动保险基金、行业劳动保险基金发挥一个补充和调

剂的功能。所以在当时建构了一个分门别类的劳动保险基金，各自承担职责，充分发挥了基金

的统筹性，具有较强的互帮共济的分配功能。

第三，劳动保险管理体制具有创造性。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后，其管理主体一

直是政府，形成了政府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列宁提出了劳动保险应该自身管理的思想，这充分体

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20 年的劳动保险管理体制

基本上发扬和光大了这一创造性的思想，从单位到全国形成了由工会主管的劳动保险管理体制，

当初的政府劳动部门扮演着监督劳动保险的角色。在这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保险管理体制中，工会

代表广大劳动者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三）为新中国成立后 70 多年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1949 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 70 多年的光辉历程。在这 70 多年中，当初的劳

动保险制度演变成了社会保险制度并取得了伟大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

思想和实践在其中无疑打上了深深烙印，极大推动了新中国 70 多年劳动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

制度的全面发展。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保险制度走向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据地、解放区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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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劳动保险制度实施对象仅仅是企业职工尤其是公营企业职工，并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

干部实行配给制（或供给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保障制度继承了这种“双轨制”，1951

年和 1953 年的两个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对象局限于企业职工，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则不在实

施范围，每年另外制定政策给予他们保障。这种“双轨制”既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劳动

者在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流动，因此我国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件，

这些文件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参照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来参保，实现了全国城镇职工劳

动保险制度的统一。

第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演变成全民社会保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

劳动保险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城镇职工，劳动保险制度也主要局限在养老、医疗、工伤和生

育四个方面，没有覆盖到无工作单位的城乡居民。但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保险制度逐步演变成

全民社会保险，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充分体现，也是列宁“国家保险”思想在中国的继承

和发扬光大。先后建立了失业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长期

护理保险等，这些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我国已经建成了全民社会保险，而且进一步完善了

社会保险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和完备。

第三，社会保险制度日趋成熟和定型。1966 年之后，我国劳动保险制度原来由工会管理的

体制被打破，变成了所属单位管理，失去了原来社会统筹的互助共济功能；同时劳动保险费征

收被停止，改成所属单位营业外列支，劳动保险制度失去了稳定的基金来源。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两大首要措施就是引进社会统筹和缴费。社会统筹层次从县级统筹逐步走

向地市级统筹，并正在走向更高层次的统筹；同时首先重新恢复了单位缴费，随后又引进了个

人缴费。这些举措无疑是继承和发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保险的思想和实践。当前在基本养

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面向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两大制度，这

两个制度的主要区分度在于有无工作单位，有工作单位的劳动者参加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

和基本医疗保险，没有工作单位的城乡居民则参加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形成各司其职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同时正在大力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与基本社会保险

形成相互补充、互相支撑的基本格局。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正在走向成熟和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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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heritance of 

Though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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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ocial security scheme that fully embodi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labor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both thoughts an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labor insura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PC,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system of labor insurance was form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insurance i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liberated are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of thou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nd provided rich experi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labor 

insurance syste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bor insurance; inheritance of 

thoughts; pract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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