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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撤资：跨国公司离开后将会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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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关闭其外国子公司的行为通常都会吸引媒体的广泛关注，甚至还会引起

东道国的公众抗议，德国物流公司 DHL 在关闭其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物流中心时便遭遇

了这一情况。尽管各方预测不尽相同，但目前已有 1/5的外国子公司在成立后的 5年

之内不复存在1，而随着跨国公司的愈发“自由流动”，子公司关闭的频率呈现加快

的趋势。这便给东道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需要应对跨国公司撤出后

所遗留的后续事宜。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的关闭为其所属员工带来了不确定性，不仅

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工作机会，也影响了被关闭子公司所在整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这类

特殊的求职群体可称作“被迫免职者”，因为其劳动合同的终止并非源于个人的不当

行为。笔者利用社会保障数据对葡萄牙 2005-2009 年的 110133 名被免职员工进行了研

究，其中被外国子公司免职的员工达到 8139 名。2该数据集能够为我们识别出尤其容

易受到公司关闭事件影响同时也将最大受益于政策支持的员工群体。 

 

被免职员工在新职位中的工资水平是反映其在跨国公司关闭后，原有工作经验回

报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处的工作经验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跨国公司为员工提供

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规程和方法的机会，除此之外，员工也可以培养自身的核心技

能，例如管理国际化团队和创建连接客户或供应商的专业化网络。这些技能都可以转

移至新的工作职位加以应用。另一方面，此类人力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国际化

的技能、知识和网络）都高度针对于其所在的跨国公司。新的企业雇主可能会对这些

被外国子公司免职的员工是否适合本公司的工作环境产生怀疑。因此，新雇主会根据

多方面信息进行判断，当外国子公司所培养的人力资本对本公司具有利用价值时，他

们会为此类员工开出更高的薪金待遇；反之，当这些人力资本仅适用于跨国公司时，

他们便会提供较低的待遇。 

 

上述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两面性主要蕴含了以下三个论点。首先，外国子公司免

职员工的境遇要好于国内倒闭公司的相应员工。即使在公司关闭之后，员工在外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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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工作经验也会为其带来一定程度的工资溢价。然而有趣的是，对于母公司拥有

多数股权的外国子公司来说，其免职员工的薪资溢价水平正逐渐降低，甚至沦为负值

；新雇主对于那些外资拥有多数股权或全部股权的子公司所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本的可

用性提出了质疑。 

 

第二，被关闭的外国子公司凭借高于东道国标准的生产率水平为其免职员工的未

来薪资创造了正面效应。这一观点似乎有违常理，因为这些子公司都已被停业关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的关闭或许只是由于其成本控制或业绩水平不及位于其

他国家的子公司，但仍旧优于东道国地区的同类竞争者——此处的后者才是东道国未

来雇主所参考的基准。因此，被高生产率的外国子公司所免职的员工，可以在其新的

工作职位中期求一定程度的工资溢价。 

 

第三，新雇主会对来自外国子公司的某类被免职员工给予报酬奖励，这类员工需

在原外国子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并且具有相对较短的任职期。前一要求表明，被免职

的管理人员在原有跨国公司的工作中积累了极具价值的隐性人力资本。由于这一类型

的知识资本只能通过经验获得，因此格外地稀缺、宝贵。与此同时，较短的任职期间

也表明员工尚未完全受到跨国公司规程和文化理念的同化，因此不会妨碍其适应和融

入其他公司。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便可以为那些亟待处理员工免职后续问题的国家和市级政

府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笔者建议采取三层的应对政策，以体现被免职员工所面临

的不同程度个体风险。在基础层次中，被本国企业免职的员工因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后

果而需要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如积极主动的咨询服务和就业安置服务。因此，国家

政府应将结构性的应对政策落实到位，并为地方政府配置附加资源以提供就业安置服

务。而对于外国子公司免职员工中的高度脆弱型群体（例如那些从事手工劳动且在由

外资大比例所有和控制的子公司中长期任职的员工），政府则应施以高强度、集中性

的就业支持。对于此处的就业安置服务，其全面性的定义中还须包括教育本地雇主并

使他们了解这些免职员工可为其公司带来的特定国际化技能和经验。最后，对于外国

子公司免职员工中的低风险群体（在外国子公司任职时间较短且具有地方关系的管理

层员工），由于其面临重大收入损失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政府只需提供有限的政策

支持便已足够（例如安排更为标准化的课程讲座）。 

 

（南开大学国经所康青青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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