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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to summarize the typical 

theor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welfar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 

welfare has a narrow and broad sense. Narrow welfare refers to the welfare program that is allowed 

by welfare payment policy of Chinese government. Broad welfare refers to various supplementary 

remuneration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employer. The broad welfare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which are health and medical security, post-employment security, job secur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ousing security, work and life balance, and human care.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ree 

typical theory of welfare which are human capital theory,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 and positive 

welfare theory which may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welfare from the aspects of setting, incentive and 

different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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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明确国有企业福利的内涵及范畴，总结梳理国有企业福利的典型

理论。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福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福利指政策允许通过福利费列支的

福利项目；广义福利指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除工资、奖金之外的各种补充性报酬及服务，其中，

广义福利可分为健康和医疗保障、离职后保障、工作保障、教育培训、住房保障、工作生活

平衡、人文关怀等七类。国有企业福利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组织支持理论和积极福利理

论，分别从福利设置、福利激励作用的发挥、福利差异化管理等方面对国有企业福利的作用

原理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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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有企业福利的内涵 

从企业管理实际出发，国有企业福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福利以政策规定的福利费

为视角，包含通过职工福利费列支的各类福利项目；广义福利将福利视为全面薪酬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除工资、奖金之外的各种补充性报酬及服务。 

1.1  狭义的国有企业福利 

狭义福利是从我国中央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角度来定义的，2009年财政部印发《财政部

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对企业福利费进行了明确

规定：企业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纳入工资总额管理

的补贴、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和补充养老保险费（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及住房公

积金以外的福利待遇支出。根据上述规定，将可以列入中央企业福利费的福利项目定义为狭

义福利。 

1.2  广义的国有企业福利 

广义福利是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定义的，是指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除工资、奖金之外的

各种补充性报酬及服务。福利能够保证和提高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它不仅是企业组织

保障的一部分，也是对工资、奖金等货币薪酬的补充和延续。 

从广义福利的强制性角度出发，可以划分为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法定福利和企业自主实

施的补充福利。法定福利是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必须提供的福利项目，如社会保

险（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住房公积金、带薪年休假、法定假期（如

法定节假日、产假等）、独生子女费、丧葬补助费、抚恤金等。企业补充福利是指除法定福

利外，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承受能力及管理诉求所自主提供的各类福利项目。 

从广义福利的功能作用角度出发，可以划分为健康和医疗保障类、离职后保障类、工作

保障类、教育培训类、住房保障类、工作生活平衡类、人关怀类类等七大类福利。 

表1 广义福利分类及典型项目 

福利类型 功能作用 典型项目 

健康和医疗保

障类 

为员工保持身心健康提供健康、医疗产

品及服务，以及非经济性支持。 

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健康体检、健身设施及相

关培训、预约挂号等辅助服务、基础健康服务（洁

牙/护眼/理疗等）、营养补助、EAP等。 

离职后保障类 

针对员工养老需求，或维持适当收入水

平以应对经济风险的需求提供经济性

保障。 

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员工储蓄计划、员工

持股计划等。 

工作保障类 

为员工工作生活提供后勤保障和经济

支持，以避免不必要的工作效率损失，

或为员工的额外贡献提供补偿。 

食堂、班车、职工澡堂、劳动保护费、工装、特

殊岗位津贴、交通补贴、通讯补贴、着装补贴、

误餐费、午餐补贴、免费晚餐和夜宵 

教育培训类 

为员工提供各类教育培训资源，有利于

员工成长发展，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能较

好地满足员工的高层次需求。 

内部短期在职或脱产培训、外部工费培训、报刊

订阅补贴、专业书刊购买补贴等。 

住房保障类 

为员工的住宿需求提供相关服务和经

济支持，在购房成本高涨的背景下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激励保障作用。 

补充住房公积金、职工安家费、物业费补助、员

工宿舍、租房补贴、购房协议价、企业内部提供

低息/无息贷款等。 

工作生活平衡

类 

为员工在时间精力上兼顾工作及个人

生活提供制度性保障及资源支持，在双

职工家庭越发普遍、高质量育儿等家庭

职责更加繁重的现代社会更具意义。 

奖励性休假、加班调休、探亲/哺乳/看护假、弹

性考勤、部分工作日在家工作、子女看护/夏令营、

老年人护理支持、哺乳室及哺乳支持、供家庭使

用的休闲场所、家庭搬迁协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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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类 

在文化建设、员工关系管理方面投入经

济、非经济性资源，为员工提供更丰富

的津贴、集体性福利等，对于提升员工

对企业的满意度、忠诚度能起到较好的

效果。 

补贴型：过节费及节日慰问品、结婚/生育/生日

礼金及慰问品、蛋糕卡/电影卡/洗衣卡/理发卡/

商城优惠券/公园年票等、旅游补贴等。 

文化建设型：开工红包、团建费、兴趣小组、文

体艺活动、春游秋游、公司文化纪念品、入职贺

礼、周年服务纪念/贺礼、集体婚礼等。 

职业环境型：茶水间、午休房、隐私保护、民主

化管理、反歧视、同事支持团体、宠物关怀等。 

其他：消费/理财协议价、应急贷款、大宗消费贷

款、困难员工救助、预支薪酬等。 

2．国有企业福利的理论研究 

2.1  人力资本理论——企业提供福利的理论依据 

人力资本理论是企业福利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从企业角度来看，现代企业福利管理的

价值、产出体现在对员工实现激励保障，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益、组织效益，人力

资本理论对企业提供员工福利的必要性、员工通过福利分享企业成长收益的合理性提供了依

据，同时为企业优化福利管理体系、提高福利费投入产出效率，提供了理论指导。 

人力资本是对人投资而形成的、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

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具有的能力；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者时

间价值的各项支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绩效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成为驱动经济增长、企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人力资本理念使得企业更为关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效率效益、投入产出；企业经营管理者

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提升企业人力资本运营效率——努力获取优质人力资本、高效利用人力资

本存量，重视人才开发、员工成长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值收益等。 

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者，也应享有类似于其他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权益。员工通

过人力资本获取企业剩余价值索取权，不管是通过薪酬福利、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计划等，

还是参与企业管理方方面面，都是员工在企业兑现权益、获得回报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

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也为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提供补充医疗计划、提供健康的工作环境等福

利形式提供了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还解释了，企业福利的目标不仅是提高员工满足感和提高

企业新吸引力，还应该重视福利在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效率效益方面的作用。 

2.2  组织支持理论——阐释福利发挥激励作用机理 

组织支持理论从社会交换的视角，对企业福利发挥激励作用的员工心理过程进行了解释，

从员工角度来看，经济性、非经济性福利都是企业体现对员工的支持保障、关心关怀的重要

媒介，福利作为企业传递对员工关怀的方式，能够激发员工回报企业的动机和意愿，利于提

高员工对工作及所在企业的承诺和投入，从而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组织绩效。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逐渐建立社会交换的行为规则，当给予方为

某人提供帮助时，接受方有责任回报所受恩惠。在雇佣关系中，这种社会交换的规则同样适

用，即员工会以努力工作和忠诚来换取可得的利益和社会奖赏。大量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

背景中，社会交换理论在组织中普遍适用。 

组织支持理论则是社会交换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典型应用。组织支持理论认为，企业不

应该片面强调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企业应该同样注重对员工的承诺，表现为企业是否重视员

工的贡献、是否关注员工的幸福感。组织支持理论强调，组织对于员工的关心和重视才是导

致员工愿意留在组织内部、并为组织做出贡献的重要原因，即先有组织对于员工的承诺，然

后才会有员工对于组织的承诺。组织支持理论表明，组织目标的完成依赖于雇主慷慨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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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例如受到更多支持的员工，对组织可能形成更多的情感承诺，他们的工作会超过职责

规定的要求，并且会为了帮助组织解决问题，而做出灵活创新的反应。 

员工福利可以分为经济性福利和非经济性福利，非经济性福利包括员工关怀、弹性工作

时间、工作环境、培训和教育机会等，组织支持理论为企业提供这些非物质福利的价值和必

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2.3  积极福利理论——福利实施差异化管理理论支撑 

积极福利理论为企业从普惠式、全面化福利转换到提供权责对等的差异化福利提供了理

论依据。企业提供福利不应该是“大锅饭”和全责包揽的形式，而应该在普惠福利的基础上

突出差异化，同时增大员工在企业福利管理中的作用。 

积极福利指的是福利本身不是单纯为了经济的目标，而是在满足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促进

个人的人格发展。传统的西方福利制度为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式的保障，但是自20世

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其弊端开始显现：国民对福利严重依赖，国家财政负担沉重。

在此背景下积极福利被提出，它主张： 

（1）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在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和制度社会中，终生就业可能难以实现，

接受高质量的终生教育或培训成为必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提供高质量的终生教

育和培训，使公民具备为个人负责、为国家负责的本领。 

（2）由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传统的福利国家倾向于把权力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要求，

这样的福利政策滋长公民对国家无限度的依赖，侵蚀人的社会责任感。而积极福利国家则认

为无责任即无权利，在福利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人责任和义务也应当不断延伸，每个公民都

应具备对社会及个人负责的手段和技能。 

（3）由机制型向补偿型转变。所谓机制型福利模式，其社会保障通过社会行政向公民提

供服务，享受服务被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补偿型福利模式“有选择地集中在一群残留

的、人数不断减少的少数需求者身上”，福利政策由原来的普遍型向选择型转变，干脆减少

或取消某些福利计划开支，用这种方法，有限的资源会使用得更加有效。 

（4）福利改革注重福利的多元化。改变福利责任完全由国家独立承担的局面，逐步建立

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将部分救助事业转交地方机构，而且更为关注个人能力培养和工

作机会创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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