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0日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非正
规工人的影响
摘要


COVID-19 大流行给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对非正规工人的失业和
未充分就业造成重大影响。



在农村地区，个体经营者和打工者的生计尤其面临风险，因为农产品供应链
和市场因封锁和移动限制而中断。家庭可能会采取消极应对策略，如廉价出
售资产、从非正规放贷机构贷款或利用童工。



在非正规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的特定工人群体，包括妇女、青年、儿童、土
著人和移徙工人的脆弱性将进一步加剧。



应对措施应促进将社会保护覆盖面扩大，涵盖农业和农村部门的非正规工人，
包括及时的现金补助、粮食或实物分配。具体措施应针对在家中负有照料责
任的女性工人、可能以童工为应对策略的家庭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应努力维
持农业供应链，加强当地生产者的市场联系，同时促进体面工作。

政策问题
非正规工人，无论是打工人员还是自营职业者，都是最有可能失去工作和收
入的群体。根据定义，这些人没有稳定的就业合同，因此通常不享有劳工福利、
社会保护或工人代表权。非正规就业在农业和农村尤其普遍，80%以上的自营职
业者是非正规工人，多数打工者和所有做贡献的家庭成员（其中妇女比例过高）
也都是非正规工人。在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农业工人是非正规工人（劳工组
织，2018）。农业部门中的打工人员处境尤其艰难，他们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近
一半，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所忽视。他们是最贫困的工人，
通常从事季节性、零散性或临时性工作。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 COVID-19 疫情所带
来经济冲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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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关键政策问题包括：


COVID-19 疫情预计将对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尤其是非正规工人）产生重
大影响。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当前危机将造成失业人数从 2019 年 1.88 亿的基
线水平增加 530 万（“低”情景）至 2470 万（“高”情景）（劳工组织，
2020）。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封锁，以及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导致非必要企业关
闭，对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非正规部门，造成负面影响。随着
COVID-19 在拥有大规模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
亚以及拉丁美洲）蔓延，预计将有更多非正规工人失业并面临极端贫困和粮食
不安全。



由于 COVID-19 疫情，农业和粮食供应部门的非正规工人面临失业风险，尽
管相关部门被视为应保持运行的重要系统。由于封锁和移动限制，农产品供
应链和市场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严格的隔离和道路封闭措施扰乱了物流，
这可能会伤害从事集货和配送业务的小微中间商。市场和学校的关闭导致销
售和购买机会减少，降低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进而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
求。在学校供餐计划直接从当地生产商采购的情况下，农村地区非正规工人
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打工机会减少，可能限制小规模生产者实现收入多样化的能力。季节性是影
响农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因素之一。由于种植和收获时节的劳动强度更大，
如封锁和限制与种植和收获时节重叠，最贫困农民通过打临时工补充家庭收
入的巨大机会将会丧失。除农业外，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城市的移动限制将
阻碍农村人口前往城市中心寻求其他工作机会。这将对农民生计产生负面影
响，限制其赚取薪水、雇用临时工以及购买/出售投入品/产品的能力，造成更
大的粮食不安全风险。



农业和农村部门的许多非正规工人自身和家人可能会面临更大风险和脆弱性。
在没有替代生计策略的情况下，非正规工人可能在不采取充分预防措施或适
当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从而使自己及其家人面临健康和安全风险。 1农业
部门的季节性移徙工人也受到封锁影响，无证工人的工作条件恶化，且在减
轻健康和安全风险方面面临更多困难。无法充分获得相关信息和医疗服务的
农村人口将面临生活和生计方面的灾难性后果。此外，当遭遇收入损失时，
他们可能会采取消极应对策略，如廉价出售资产、从非正规放贷机构获得掠

1

至少有半数世界人口仍然没有获得基本保健服务全覆盖（世卫组织，2020）。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在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尤其是为非正规工人）方面面临挑战（Vilcu 等，2016）。请访问世卫组织 2019
冠状病毒网页获取指导：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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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性贷款2或利用童工。由于学校关闭，一些儿童可能被要求在家庭农场或作
为打工人员从事农场相关工作，以贴补家用，他们可能因此从事有害或与年
龄不相符的工作。已经从事童工劳动的儿童很可能为了满足家庭粮食需求而
承担更困难的任务和更多责任。


农村妇女将受到危机所造成社会经济影响的更大打击。农村妇女占世界农业
劳动力的 41%。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超过 60%的妇女在农业
部门工作（劳工组织，2019）。在低收入国家，妇女的非正规就业率高于男
性，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妇女更有可能失去收入。此外，由于妇女在家庭和
农村社区承担主要照料责任，当更多人在隔离期间呆在家里时，她们更有可
能承担更多家务。这可能导致妇女在农村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边缘化，当她们
不得不与男性竞争少有的赚钱工作时尤其如此。此外，现有趋势表明，危机
期间，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更不易保障，家庭暴力增加（联合国妇女署，
2020）。



其他工人群体，如青年、土著人民和移徙工人，也有可能受到极大影响。年
轻人从事临时工作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两倍，将近 80%的在职青年从事非正规
工作，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高达 95%以上（劳工组织，2017）。尤其是在农
村地区，年轻人可能从事无合同临时工的比例超过 40%（劳工组织，2017）。
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在非正规工人中所占比例更高，尤其是在农业部门，他
们尤其被边缘化。许多移徙工人也处于非正规或不正常的安排之下，无法获
得政府制定的恢复措施（粮农组织，2020a，2020b）3。

支持非正规工人的措施实例
截至 5 月 15 日，共有 181 个国家已经推出或实施了社会保护计划。在 181
个国家中，有 26 个国家（占 14％）制定了专门针对非正式工人的计划，其中包
括非洲的 9 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9 个国家，亚太地区的 5 个国家，
欧洲的 2 个国家和中东的 1 个国家4。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以
上（截至 3 月 27 日，仅 11 个主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采取了针对非

2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贫困或接近

贫困的人们应对 健康 冲击 的措 施通 常包 括： 廉价 出售 资产 和从 非正 规贷 款机 构贷 款， 有时 接受 剥削
性利率（长期贫困咨询网络，2019）。
3

请参阅有关 COVID-19 和性别，和移民工人和 COVID-19 大流行的政策简介。

4

这 26 个国家/地区分别是非洲的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埃及，摩洛哥，纳米比亚，卢旺达，苏丹，多哥和突尼斯。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牙买加，墨西哥和圣卢西亚，亚太
地区的澳大利亚，斐济，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菲律宾，欧洲的佐治亚州和北马其顿以及中东的约旦。
亚太地区的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澳大利亚，斐济，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菲律宾，欧洲的格鲁吉亚和北马其顿以及中东
的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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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工人的措施），表明 COVID-19 以迅猛的速度在有大量非正规经济的国家中传
播。
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计划是 26 个国家中的 19 个国家采用的主要援助形式。
金额因地区和国家而异，从多哥和突尼斯的 17 美元到萨尔瓦多的 300 美元不
等。第二项主要干预措施是四个国家采用的粮食援助。除了食品包装，在卢旺达
和苏丹，其他基本物品，例如肥皂也得到了分发。菲律宾为非正式工人提供了消
毒和卫生服务的公共工作机会。在印度尼西亚，补贴券分发给了失业的非正式工
人，以进行技能和再技能培训。墨西哥向非正式家族企业中的微型企业提供了
25,000 墨西哥比索（1,000 美元）的优惠贷款。
为确定并送达目标受众，各国利用现有涵盖非正规工人综合信息的平台，或
引入新的登记机制，如专门网站5。其他国家则采用更多本地化方式或使用公用数
据来确定目标受益人。在卢旺达，政府使用最低的行政实体“ isibo”，涵盖 15
至 20 户家庭。住户可以通过直接呼叫或拨打专用的免费电话，向地方行政部门
的任何委员会成员进行自我报告，以表达对食物的需求。在萨尔瓦多，政府的目
标是使用电力的家庭，任何每月耗电量为 0-250 千瓦/小时的家庭都将获得电力现
金转移。
除社会保护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维持农产品供应链，这也有望间接惠及
非正规工人。各地采取各种举措，以使小规模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对接。中国建
立了支持系统，在大中型城市周围建立了许多“菜篮子”产品供应基地，这也为附
近的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大韩民国，农业部开发了一个在线交易平台，
实现小农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以确保农民获得市场，城市消费者获得新鲜农产
品。奥地利和德国开发了平台，实现农业部门劳动力供求匹配。农民可以表明其
对劳动力/季节工人的用工需求，而受暂时或永久失业或未充分就业影响的工人可
以表明其工作意愿。

政策建议
建议需要考虑到现有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先前存在的
性别和年龄差异。不同的干预措施可以协同实施。


为无法工作的非正规工人提供以实物食品/票券或定向现金补助形式的临时性
补偿，或一次性普惠现金支付。除使用包含非正规工人信息的现有系统和数
据库或建立简化的紧急援助在线申请机制外，还与非正规工人组织和其他社

5

在突尼斯，具有低成本/免费医疗卡的非正式工人家庭可在社会保障系统中注册。在埃及，他们已在各省的劳动力数据库
中注册。 在哥伦比亚，他们可被现有的国家受益人社会项目选择系统（SISBEN）和税收数据库识别出来。美国建立了一
个简单的网站，无证件工人可以在该网站上提交其社会保险号和地址，以支票形式获得现金补助。 阿根廷和摩洛哥也使
用在线自我注册和交叉核对系统来增加非正规工人作为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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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层组织合作，提高针对性。
- 确保社会保护措施成为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包括健康和卫生支持，为贫
困劳动者免除贷款、房租和水电费。
- 将上述措施与可持续金融措施（小额贷款、小额保险、团体贷款等）结合
起来，帮助非正规工人恢复经济元气，同时保护其不至坠入危机后的贷款
债务陷阱。
- 制定旨在维持就业和经济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包括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计划。


向在家中负有照料责任的女性劳动者、可能诉诸童工作为应对策略的家庭以
及其他弱势非正规工人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支持可包括定向现金、食
品或实物分发，以及远程支持（如电台宣传），以提高认识并倾听需求。
- 让妇女和青年参与应对和恢复决策，如利用其组织或领导人的能力。
- 确保学生获得替代的教育和学习手段，考虑到农村地区和弱势家庭可能经
历的数字鸿沟（如在没有互联网的地方使用无线电）。危机后，为无法从
远程学习解决方案中受益的学生推出补充培训课程。
- 确保持续传播关于让儿童留在学校并保护其不从事有害童工的重要信息。
在封锁期间，需要特别注意预防少女怀孕。6
- 与社区组织联络，传播最新的健康信息，以减少 COVID-19 传播，同时牢记
弱势群体获得信息的机会较少。



维持农业供应链，加强当地生产者的市场联系，同时促进体面就业，并为非
正规工人引入用工匹配机制，使其获得农产品价值链中的就业机会。
- 与地方政府联络，促进微观层面的市场联系（如引入来自当地生产商的蔬
菜配送）。考虑提供通行证，以缓解移动限制下的物流问题。
- 促进农产品系统中劳动力供求匹配平台。在可能情况下，提供在线和电话
求职咨询和中介服务。
- 邀请、支持和监督雇佣零工的雇主，以保证为农场工人提供更多病假工资、
保护和信息。

粮农组织的作用

6

粮农组织将与各部委合作，支持制定政策措施，作为 COVID-19 应对措施的一
在埃博拉危机期间，观察到怀孕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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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解决农村经济中非正规工人的需要。


在短期内，粮农组织将监测和梳理政策和计划响应，以支持非正规工人，尤
其是农业和农村部门的非正规工人，并传播有关经验教训的信息。



在短期内，粮农组织将征求农村青年等非正规工人弱势群体的意见，表达其
关切和支持诉求，并告知其组织为应对紧急情况正在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中长期，粮农组织将支持其成员国将体面农村就业促进措施纳入即将实施
的恢复战略和计划，同时适当关注非正规工人以及农业和农村部门中性别不
平等问题。



在中长期，粮农组织将进一步与国际劳工组织等其他组织合作，支持非正规
农村经济向正规经济过渡，包括投资包容性农产品价值链，在农村地区创造
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支持农村非正规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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