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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的外籍移民问题与劳工
本土化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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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海湾国家①的石油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匮

乏导致各国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剧增ꎮ 外籍移民大体经历了从 “阿拉伯化” 到

“南亚化” 的演变ꎮ 外籍劳工蜂拥而入衍生的连锁效应使海湾国家失业率不断

攀升ꎬ 本土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和挑战ꎮ ８０ 年代至今ꎬ 海湾各国试

图通过在企业中强制推行本土劳工配额制和增加薪金补贴ꎬ 以及限制外籍劳

工比例和加大用工成本等举措ꎬ 竭力实现劳动力的本土化ꎬ 以便缓解就业压

力ꎬ 推动经济增长ꎬ 维持社会稳定ꎮ 但劳工雇佣规律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

制约ꎬ 同时劳工素质及其诉求也在发生作用ꎮ 故此ꎬ 海湾国家劳工本土化的

探索成效有限ꎬ 并未真正触及这一问题的症结ꎮ 事实上ꎬ 对于海湾国家来说ꎬ
移民和劳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及多元变革的系统工程ꎬ 特别是在石

油价格走低、 海湾人口膨胀的态势下ꎬ 将长期考验海湾各国政府对移民与劳

工问题的管控智慧和治理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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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 海湾地区石油经济的发展ꎬ 催生了当代历史上一场蔚为

壮观的移民浪潮ꎮ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数以千万计的阿拉伯人、 南亚人、 非洲

人等跋山涉水、 远渡重洋ꎬ 移民海湾地区ꎬ 支撑着海湾各国的大规模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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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ꎮ 然而ꎬ 大规模外籍移民①极大地改变了海湾国家的社会与人口

构成ꎮ 从整体上看ꎬ 外籍人口逐渐超过海湾地区本国居民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ꎬ 海湾国家严重依赖廉价的外籍劳工ꎮ 这客观上降低了海湾本国居民

的就业竞争力ꎬ 威胁海湾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社会稳定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末ꎬ 国际油价低迷ꎬ 海湾国家出现高出生率和失业率ꎬ 进一步放大了外籍

劳工的负面效应ꎬ 产生了所谓的 “外籍移民问题”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海湾国

家开始推进劳工的本土化战略ꎬ 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以本国劳动力替代外籍

劳工ꎮ 这一政策持续至今ꎬ 乃至成为当代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关键ꎬ
几乎近年来所有海湾国家公布的发展愿景都涉及劳动力本土化的内容ꎮ 可

以说ꎬ 本土化改革的成功与否ꎬ 不仅是探究海湾国家就业问题ꎬ 也是观察

未来海湾国家转型的重要维度ꎮ
国外学界对海湾国家的外籍移民已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ꎬ 主要涉及海

湾国家的移民构成、 年龄和薪资结构以及社会地位等问题ꎬ 侧重于对南亚移

民的个案研究ꎬ 而对于海湾国家移民的整体变迁ꎬ 尤其是本土化改革言之不

详ꎮ② 近年来ꎬ 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该问题ꎬ 但侧重于沙特一国的本土化以及

海湾移民的发展与影响ꎬ 全面和深入的剖析较为鲜见ꎮ③ 本文在梳理海湾国家

移民演变的基础上ꎬ 旨在重点分析海湾国家本土化改革的动因、 举措及其效

果ꎬ 以期为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当代海湾国家的转型提供新思路ꎮ

４７

①

②

③

联合国移民署 (Ｕ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将 “移民”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定义为: 由一国迁徙往其他国

家ꎬ 与是否永久迁徙ꎬ 以及迁徙的具体原因并不关联ꎮ 从这一层面看ꎬ 尽管海湾国家的外籍劳工大都

并非永久移民海湾国家ꎬ 但仍然属于移民范畴ꎮ 但是ꎬ 外籍移民除了外籍劳工外ꎬ 还包括一些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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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８

刘军: «当代海湾国家的外来劳工移民及其影响»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８ 年第６ 期ꎬ 第７０ ~ ７７
页ꎻ 刘军: «中东国家劳工移民概述»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５ 页ꎻ 王京烈: «论海

湾六国移民与人口结构安全»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４ ~ ２１ 页ꎻ 时宏远: «海湾地区的

印度劳工及其对印度的影响»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４ ~ ７１ 页ꎻ 韩晓婷: «沙特阿拉伯

私营经济劳工 “沙特化” 政策探析»ꎬ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２９ ~ １４５ 页ꎻ 黄民兴: «沙特

阿拉伯: 一个产油国的人力资源的发展»ꎬ 西北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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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拉伯化到南亚化: 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流变

历史上ꎬ 海湾地区一直是周边其他民族尤其是南亚人的重要移民地ꎮ 海

湾地区和南亚以印度洋贸易为纽带存在密切交往ꎮ 公元前 ２５００ 年左右ꎬ 印度

的哈拉帕文明就与海湾地区的苏美尔文明有着交流与互动ꎬ 两大地区人们存

在贸易往来ꎮ① 此后ꎬ 印度商人长期游弋于印度洋之上ꎬ 并在波斯湾和红海

沿岸定居ꎮ 这是南亚人向波斯湾移民的肇始ꎮ 事实上ꎬ 在长期的印度洋贸

易中ꎬ 印度人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甚至一度垄断印度洋贸易ꎮ 公元 ９ 世纪ꎬ
古吉拉特商人分布于波斯湾沿岸港口ꎮ② １５ 世纪之后ꎬ 印度商人更是遍布

于波斯湾沿岸的各个地区ꎮ 如今ꎬ 这些地区发现了许多古代印度教寺庙的

遗迹ꎮ
近代以来ꎬ 伴随西方对亚非国家的殖民渗透ꎬ 人口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

前所未有地流动ꎮ １８ 世纪后ꎬ 海湾地区和印度次大陆逐渐被纳入英国的殖民

统治ꎬ③ 这客观上推动了双方进一步交往ꎮ 长期以来ꎬ 印度人除了具有商业天

赋外ꎬ 还擅长手工业和处理行政文书ꎮ 印度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ꎮ 当英国人

将海湾地区纳入殖民体系后ꎬ 印度人成为英国的 “低廉和便于控制的劳动

力”ꎮ 英国开始在海湾地区大量招募印度人ꎬ 降低殖民统治的成本ꎬ 维系殖民

统治ꎮ 这些印度人有些是被强制征募而来的罪犯和农奴ꎬ 也有一些人自愿到

达海湾地区谋生ꎮ 他们供职于政府、 军队、 警察局、 邮局、 医院和学校等公

共部门ꎮ 此外ꎬ 也有一些印度人从事商业、 捕鱼、 手工业和苦力ꎮ １８５６ 年ꎬ
仅亚丁就有 ８ ２２９ 名印度人ꎬ 当时亚丁全部人口仅为 ２０ ７３８ 人ꎮ④

(一) 石油经济与海湾移民的 “阿拉伯化”
１９０８ 年ꎬ 英国率先在波斯湾发现油田ꎬ 并开始主导石油开采ꎮ 由于海湾

当地劳动力供应不足ꎬ 缺乏相应的技能ꎮ 而当地人热衷于农牧业ꎬ 对石油部

门缺乏热情ꎮ 因此ꎬ 英国的石油公司需要大量外籍熟练工人ꎮ 英国殖民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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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Ｐ Ｋｈｏｓｌａ ｅｄ 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Ｋｏｎａｒ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９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Ｃ Ｊａｉｎꎬ Ｇｉｎｕ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 Ｏｏｍｍｅｎ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从 １８２０ ~ １９１６ 年ꎬ 除沙特外ꎬ 英国与海湾地区统治者建立了保护关系ꎬ 控制了海湾地区的外

交ꎮ 该地区发现石油后ꎬ 英国又获得了石油开采的特许权ꎮ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Ｃ Ｊａｉｎꎬ Ｇｉｎｕ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 Ｏｏｍｍｅｎ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７３ꎻ Ｆ Ｍ Ｈｕｎｔｅｒꎬ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ｅｎ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ｒüｂｎｅｒꎬ １８７７ꎬ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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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控制ꎬ 防止其他国家通过移民向海湾国家渗透ꎬ 因而支持英国石油公

司从英属殖民地招募劳工ꎮ 另一方面ꎬ 海湾地区石油公司的高收入也吸引着

印度劳工ꎮ １９４８ 年ꎬ 印度劳工在巴林石油公司的月薪是在孟买的 ２ 倍ꎬ 甚至

高于巴林本地人的收入ꎮ① １９０８ 年ꎬ 波斯湾西南部发现石油后ꎬ 大量印度劳

工开始移民海湾国家ꎮ １９１０ 年ꎬ 英国波斯石油公司 (ＡＰＯＣ) 有印度劳工 １５８
名ꎬ １９２１ 年激增至 ４ ７０９ 人ꎮ② １９２２ 年ꎬ 英属印度政府颁布了 «印度移民法

案» (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加强对印度移民尤其是劳工移民的控制ꎮ 印

度由此成为海湾地区能源部门主要的劳工来源ꎮ 这也导致印度在海湾地区

的移民具有了新特点ꎬ 即由之前相对多元化和自发的移民活动转变为以能

源工业为主的劳工移民ꎬ 掀起了印度向海湾地区移民的浪潮ꎮ

表 １　 １９４０ ~ １９５０ 年海湾石油公司中的印度劳工人数 (单位: 人)

时间
巴林石油公司

(ＢＡＰＣＯ)
科威特石油公司

(ＫＯＣ)
卡塔尔石油开发
公司 (ＰＤＱ)

沙特美国石油公司
(ＡＲＡＭＣＯ)

１９４０ 年 ３４９ ５４ ２８ ３７

１９５０ 年 ６２２ ３ ２０４ ８４１ １ １２２

　 　 资料来源: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Ｃ Ｊａｉｎꎬ ＧｉｎｕＺａｃｈａｒｉａ Ｏｏｍｍｅｎ ｅｄｓ 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ｕｌ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８３

大致而言ꎬ 海湾地区的移民有三种类型: 一是从英国和美国招募的高级

技术型和管理型人员ꎻ 二是从印度及南亚其他国家雇佣的熟练或半熟练的劳

工ꎻ 三是来自海湾地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手工业者和渔民ꎮ ２０ 世纪上半

期ꎬ 印度劳工在海湾国家石油部门的比重逐年提高ꎬ 但总体上占海湾国家总

人口的比重并不高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印度人只占科威特总人口的 ４ ７％ ꎮ③ 在印度移

民中ꎬ 以穆斯林居多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４８ 年ꎬ 科威特石油公司的印度雇员中ꎬ 半

数左右为穆斯林ꎬ 其中以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为主ꎮ④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ꎬ 印巴分治引发两国长期对峙ꎮ 海湾国家积极支持巴

基斯坦ꎬ 开始限制印度劳工ꎮ 与此同时ꎬ 以色列建国和随后爆发的阿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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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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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ꎬ 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ꎬ 使海湾国家将目光投向巴勒斯坦、 外约旦、
埃及、 也门、 苏丹等国的劳工ꎮ 这些国家的阿拉伯人与海湾地区具有文化、
民族的亲缘性ꎬ 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当地文化与社会ꎬ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ꎮ
当时ꎬ 几乎所有的海湾国家在就业方面都颁布了具有等级色彩的规定ꎬ 优

先保障本国居民就业ꎬ 海湾国家阿拉伯人次之ꎬ 再次是其他国家阿拉伯人ꎬ
最后才是非阿拉伯人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阿拉伯劳工组织 (ＡＬＯ)、 阿

拉伯国家联盟等也多次发表声明ꎬ 要求阿拉伯国家优先雇佣阿拉伯人ꎮ 因

此ꎬ 海湾国家倾向于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引进劳工ꎬ 大量的阿拉伯人移民海

湾地区ꎮ 据统计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海湾国家的移民有 ７２％来自其他阿拉

伯国家ꎮ 其中ꎬ 沙特和科威特分别达到 ９０％ 和 ８０％ ꎬ 而卡塔尔、 阿联酋和

阿曼则不到 ３０％ ꎮ① 海湾地区的移民呈现阿拉伯化的特征ꎮ 海湾国家对于外

籍劳工的依赖逐渐加强ꎮ
(二) 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 “南亚化”
海湾地区的移民不仅受到社会和经济因素的驱动ꎬ 政治和地区格局有时

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ꎮ 阿拉伯国家移民的文化、 宗教与海湾地区的亲缘性

本身是一把双刃剑ꎮ 它在推动移民融入地方社会的同时ꎬ 也使其他阿拉伯国

家的政治文化传入海湾国家ꎬ 对后者造成严峻的挑战ꎮ 阿联酋商人法希姆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 － Ｆａｈｉｍ) 的看法具有代表性ꎬ “我们有共同的宗教和语言ꎬ 我

觉得我们是友非敌ꎬ 结果却令人沮丧ꎮ 这些共同点未能支撑稳固的互信关

系ꎮ”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ꎬ 阿拉伯移民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ꎮ
第一ꎬ 阿拉伯移民往往卷入海湾国家的政治纷争ꎮ 他们将阿拉伯社会

主义ꎬ 尤其是纳赛尔主义引入海湾国家ꎮ 这些思潮具有反对君主制、 要求

平等和阿拉伯统一的特点ꎮ 阿拉伯人具有较为强烈的平等观念ꎬ 一些移民

认为阿拉伯国家的版图是西方帝国主义人为划定的ꎬ 海湾君主国应该分享

而非独占石油财富ꎮ 他们还在海湾国家建立秘密的政治组织ꎬ 举行罢工和

示威ꎬ 甚至试图推翻海湾地区的君主制ꎮ 代表性组织有: 巴林人民解放阵

线、 阿曼人民解放阵线等ꎮ 这无疑危及海湾君主国的统治ꎮ ２０１０ 年末以来ꎬ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剧变也外溢到海湾君主国ꎬ 后者担心阿拉伯移民成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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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代理人ꎬ 颠覆和威胁君主统治ꎬ 因此进一步收紧对于阿拉伯外籍

劳工的限制ꎮ
第二ꎬ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分歧加剧了阿拉伯移民的困境ꎮ ２０ 世纪末ꎬ 阿

拉伯世界的政治统一已无法实现ꎬ 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歧逐渐扩大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埃及与以色列率先媾和ꎬ 遭到海湾国家的孤立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ꎬ
使海湾君主国面临存亡之忧ꎮ 此时ꎬ 约旦、 也门、 巴解组织和苏丹支持伊拉

克ꎬ 极大地触动了海湾君主国ꎬ 它们开始严格限制阿拉伯移民ꎮ 海湾战争前

后ꎬ 海湾国家共驱逐了约 ２００ 万阿拉伯国家移民及其家属ꎮ①

第三ꎬ 阿拉伯移民不再适应海湾国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末ꎬ 海湾国家初步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ꎬ 原有以建筑业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

型行业对劳工的需求骤减ꎬ 而对技术人员、 熟练工人和服务人员的需求陡增ꎮ
由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教育发展缓慢ꎬ 阿拉伯移民并不适应这种变化ꎬ 特别是

他们对职业和薪酬预期偏高ꎬ 不愿意投身于家政等服务业以及其他私营部门ꎬ
希望进入公共部门ꎬ 并且要求与本土阿拉伯人具有平等的薪资水平ꎮ 这使外

籍阿拉伯国家劳工的竞争力降低ꎮ
相较于阿拉伯移民ꎬ 南亚劳工不存在这些问题ꎬ 而且具有自身优势ꎮ 印

度劳工多数为穆斯林ꎬ 熟悉海湾国家的宗教与社会ꎻ 印度劳工较为顺从ꎬ 绝

大多数只身一人到达海湾国家ꎬ 并不寻求永久移民和取得海湾国家的公民权ꎮ
他们不同于阿拉伯移民的举家迁徙ꎬ 因而更加易于管理ꎮ 南亚劳工大部分在

海湾国家居留不超过 ７ 年ꎮ② 南亚劳工的期望薪资也较低ꎬ 一般不到海湾阿拉

伯人的 ４０％ ꎮ 加之南亚人力资源丰富ꎬ 南亚各国政府也积极支持输出劳动力ꎬ
以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ꎬ 赚取外汇ꎮ 例如ꎬ １９８３ 年ꎬ 印度通过了 «移民法

案»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管理与推动向国外尤其是海湾地区输出劳动力ꎮ 此时ꎬ
海湾国家经历了 １９７３ 年石油的国有化和 １９７９ 年原油价格暴涨后ꎬ 石油经济

空前繁荣ꎬ 对于外籍劳工的需求激增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尽管海湾国家并未

公开出台外籍劳工 “去阿拉伯化” 的政策ꎬ 但事实上开始限制阿拉伯国家劳

工ꎮ 海湾国家重点从南亚尤其是印度引进劳工ꎮ 阿拉伯劳工和南亚劳工在海

湾地区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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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南亚劳工超过了阿拉伯劳工ꎬ 成为海湾国家外籍劳

工的主体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７５ 年ꎬ 阿拉伯国家劳工在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占比

为 ７２％ ꎬ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分别降至 ５６％和 ３１％ ꎮ① １９８５ 年ꎬ 南亚劳工占到

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 ６３％ ꎬ 其中主体为印度劳工ꎮ② 海湾战争后ꎬ 每年有将

近 １１０ 万 ~ １３０ 万的亚洲劳工到达海湾国家ꎬ 其中大部分来自南亚国家ꎮ③

２００４ 年ꎬ 海湾国家共有 １ ２５０ 万外籍移民ꎬ 其中外籍阿拉伯人为 ３２０ 万ꎬ
印度人为 ３３０ 万ꎮ④ 至此ꎬ 南亚尤其是印度劳工成为海湾国家最主要的外籍

劳动力群体ꎮ⑤

外籍劳工问题与本土化改革的因应

外籍劳工尤其是南亚劳工对于缓解海湾国家劳动力短缺ꎬ 为这些国家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后期ꎬ 随着海湾国家的人口膨

胀、 教育的发展ꎬ 国际能源市场的低迷ꎬ 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的沉重负担等ꎬ
外籍劳工不仅影响海湾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 更重要的是开始威

胁社会与政治稳定ꎮ 海湾国家原有的劳工和移民政策难以为继ꎬ 本土化改

革应运而生ꎮ 本质而言ꎬ 劳工本土化与外籍劳工是零和的关系ꎬ 两者在一

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ꎮ 因此ꎬ 尽管海湾国家的劳工本土化改革具有

其内在原因ꎬ 但是对于外籍劳工的严重依赖是海湾国家社会经济转型面临

的 “元问题”ꎮ 外籍劳工与海湾国家诸多问题存在紧密关联ꎬ 也是本土化改

革的直接诱因和改革的指向ꎮ 海湾国家力图通过以本土劳动力替代外籍劳

工的方式推进本土化ꎮ
(一) 外籍劳工与海湾国家面临的挑战

外籍劳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海湾 “地租型国家”ꎬ 同时也使后者严重依

赖外籍劳工ꎬ 导致本国劳动力竞争力下降ꎬ 经济与社会呈畸形发展ꎮ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ꎬ 海湾国家外籍人口翻了 １０ 倍ꎬ 在此后的 ２０ 年间又增长了 ３ 倍ꎮ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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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海湾国家外籍人口的占比超过 ３８％ ꎮ① 外籍劳工对于海湾

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巴林劳动部长阿拉维 (Ｍａｊｉｄ Ａｌ － Ａｌａｗｉ) 在阿拉伯

国家联盟峰会上甚至表示ꎬ 非阿拉伯的外籍工人是本地区未来的战略威胁ꎮ
阿盟前秘书长阿提亚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 Ａｌ Ａｔｔｉｙａｈ) 也指出ꎬ 海湾地区大量的外

籍劳工可能造成安全威胁ꎮ②

尽管这一说法有些言过其实ꎬ 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海湾国家政府和一些民众对外籍劳工的认知ꎬ 以及面临的紧迫问题ꎬ 这主要

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ꎬ 海湾国家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ꎬ 且面临巨额的侨汇流失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使海湾君主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ꎬ 包括外国联

军在内的军费和战争损失高达 ６ ２００ 亿美元③ꎬ 相当于 １９９０ 年海合会六国国民

生产总值的近 ６ 倍ꎮ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受世界经济环境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

响ꎬ 原油价格暴跌ꎬ １９９９ 年降至每桶 １７ 美元ꎬ 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的最低

水平ꎮ④ 受油价下跌影响ꎬ 大多数海湾国家 ９０ 年代的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甚至

负增长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２ 年ꎬ 沙特经济年平均增长率

０ ３８％ ꎬ 其中有 ４ 年为负增长ꎮ⑤ 但另一方面ꎬ 海湾国家本国人口却迅速增

长ꎬ 社会福利支出有增无减ꎮ 据统计ꎬ 海湾国家政府收入的 ３０％ 左右用于社

会福利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ꎬ 沙特政府在人力资源发展和社会健康发展中的投入

占财政预算的 ７０％左右ꎮ⑥ 因此ꎬ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海湾国家经济处于低速增

长ꎬ 对于维系 “地租型国家” 的高福利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ꎬ 产生了所谓

的 “荷兰病” 即 “能源的诅咒”ꎮ 尽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海湾国家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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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多元化的改革ꎬ 试图减轻对石油经济的依赖ꎬ 但大多数海湾国家效果

不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外籍劳工的收入并未带动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ꎬ 而是以

侨汇的形式回流到母国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１ 年ꎬ 外籍劳工的侨汇占沙特当年生产总

值的 １０％ ꎮ① 这使 ２０ 世纪末本就经济发展低迷的海湾国家雪上加霜ꎬ 特别是

对于海湾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 货币政策、 国内投资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

响ꎮ② 因此ꎬ 海湾国家通过劳工本土化不仅能够解决海湾国家的就业问题ꎬ 同

时也可以将这些巨额外流的财富留在本土ꎬ 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ꎮ
第二ꎬ 外籍劳工严重冲击了海湾国家本土的就业市场ꎬ 加剧了海湾国家

的失业问题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海湾战争和油价下跌引发的经济停滞是

阶段性现象ꎬ 那么海湾国家人口规模和寿命的变化则属于结构性问题ꎮ 海湾

地区开发石油资源ꎬ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国有化和原油两次提价使

当地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得到了极大改善ꎮ 海湾地区也成为世界范围

内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ꎮ １９６０ 年ꎬ 沙特人的平均寿命为 ４５ ６
岁ꎬ １９９０ 年达到 ６９ 岁ꎬ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７４ 岁ꎮ③ １９５０ 年ꎬ 海合会六国国民为

４００ 万ꎬ 如今增长至约 ２ ６１７ 万人口ꎬ④ 其中大部分为青壮年ꎮ 随着本国人口

的增长ꎬ 青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凸显ꎮ 沙特的失业率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４ ２％ 猛增

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９％ ꎮ⑤

相对于竞争激烈、 待遇较差的私营部门而言ꎬ 海湾本国居民倾向于在公

共部门就业ꎬ 以便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 社会保障、 社会地位ꎬ 工作也更加

清闲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５ 年ꎬ 卡塔尔人在公共部门的月薪是私营部门的 ２ ６ 倍ꎮ⑥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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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 私营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海湾国家重点推进

私有化进程ꎬ 以及私营部门的发展ꎮ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海湾国家新增 ７００ 万

个就业岗位ꎬ 其中 ５４０ 万个来自私营部门ꎮ① 但是ꎬ 由于外籍劳工尤其是南亚

劳工不仅薪资较低ꎬ 而且能够很好地胜任手工业、 能源行业、 服务业ꎬ 任劳

任怨ꎮ 对于海湾国家的雇主而言ꎬ 外籍劳工成本低、 便于管理、 工作能力强ꎮ
这客观上极大地冲击了海湾国家的就业市场ꎬ 降低了海湾本国居民的就业竞

争力ꎮ 此外ꎬ 海湾国家的丰厚的社会福利也削弱了海湾本国居民在私营部门

就业的意愿ꎮ 在海湾国家ꎬ 巴林本国居民在私营部门就业比例最高ꎬ ２０１３ 年

也仅为 １９ ３％ ꎻ 沙特只有 ３ ８％的本国居民就就职于私营部门ꎮ② 即便在私营

部门ꎬ 海湾本国居民也倾向于管理和金融等高收入的岗位ꎬ 不愿从事外籍劳

工的 “３Ｄ” 型③工作ꎬ 这便导致海湾国家本国居民失业率居高不下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ꎬ 在海湾本国居民中ꎬ ２０ ~ ２９ 岁人员的失业率几乎都在 ３０％以上ꎬ 沙

特的 ２０ ~ ２４ 岁青年的失业率更是高达 ４８％ ꎮ④ 高失业率不仅虚耗了国家的财

富ꎬ 而且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ꎬ 影响海湾国家的政治稳定ꎮ
第三ꎬ 外籍劳工对海湾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一定影响ꎮ 如前所述ꎬ

阿拉伯裔外籍劳工倾向于参与海湾国家的地方事务ꎬ 并且往往将母国的民族

主义、 伊斯兰主义和教派纷争也带入海湾国家ꎬ 造成海湾国家社会的不稳定ꎮ
即便是较为顺从的南亚裔移民ꎬ 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湾国家的稳定与

国家形象ꎮ 海湾国家频频发生欠薪、 低薪等事件ꎬ 也存在虐待外籍劳工的现

象ꎮ 因此ꎬ 南亚特别是印度移民的抗议、 罢工甚至暴力事件不绝于缕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卡塔尔、 科威特、 巴林和阿联酋多次发生抗议活动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卡塔尔发生了南亚劳工反对当地企业压榨的抗议和暴力行动ꎮ
此外ꎬ 由于海湾国家对于外籍劳工的工作和生活缺乏保障ꎬ 而且存在严格限

制外籍劳工的监护制度ꎬ 海湾国家在这方面的国际形象也受到损害ꎬ 遭到一

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批评ꎮ 更重要的是ꎬ 尽管外籍劳工在政治地位上无法与

海湾本国居民相提并论ꎬ 但是人口规模已总体上超过了海湾本土居民的人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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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甚至占据绝对多数ꎮ 一些外籍劳工已在海湾国家的银行、 邮电、
教育甚至政府部门站稳脚跟ꎬ 跻身社会中上层ꎬ 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本国居

民的地位ꎬ 特别是外国人在海湾国家创办大量企业ꎬ 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安

全也造成威胁ꎮ
第四ꎬ 外籍劳工冲击了海湾本土的文化认同ꎮ 由于海湾国家的外籍劳工

尤其是南亚裔劳工规模巨大ꎮ 他们在文化、 观念、 习俗甚至是宗教方面与海

湾国家截然不同ꎮ 这些移民在海湾国家创办自己的学校、 医院、 餐厅甚至宗

教场所ꎬ 这势必对海湾本土文化形成强烈冲击ꎬ 甚至威胁海湾国家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主体性ꎮ 在巴林等国ꎬ 印地语已成为除英语以外最主要的外语ꎮ
当地人因不懂印地语甚至在一些医院无法就医ꎮ 卡塔尔前劳工部部长迪拉哈

姆 (Ａｂｄ ａｌ － Ｒａｈｍａｎ ａｌ － Ｄｉｒｈａｍ) 就指出: “外籍劳工问题需要关注ꎬ 我们的

社会习俗遭到外国人的威胁ꎬ 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皆是如此ꎮ”① 这一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许多海湾国家的共识ꎬ 甚至将之视为本地区的战略威胁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份报告将外籍劳工视为对 “阿拉伯 － 伊斯兰文

化的威胁ꎮ”② 阿拉伯劳工组织也指出: “阿拉伯世界遭受严重的威胁ꎬ 其中

之一源于外籍劳工ꎮ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构成已达到危险的境地ꎬ 这将危

及这些国家的文化、 规范与未来ꎮ”③ 根据民调ꎬ ６０％ 的阿联酋人认为外籍劳

工导致他们的本土文化受到挑战ꎮ④

(二) 海湾国家本土化改革的探索

不难发现ꎬ 外籍劳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与海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ꎬ
以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ꎬ 这也成为 ２０ 世纪后期海湾国家实施劳

工本土化改革的直接原因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⑤ 科威特、 阿曼、 沙特、 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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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０

Ｚａｈｒａ Ｒ Ｂａｂａｒꎬ Ｆｒｅ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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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 年ꎬ 沙特已颁布法令ꎬ 保障沙特人的就业ꎬ 其中规定沙特人占私营部门雇员的 ７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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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诸国一反之前宽松的劳工政策ꎬ 转向本土化改革①ꎬ 强化对外籍劳工的限

制ꎬ 提振本国民众的就业水平ꎮ② 巴林和卡塔尔尽管以限制外籍劳工规模为

主要目标ꎬ 但也在努力提升本国劳动力的就业率ꎮ③ 总体而言ꎬ 海湾国家

的本土化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手段ꎬ 减少外籍劳工ꎬ 同时代之以本国的劳

动力ꎮ
第一ꎬ 制定劳工本土化发展战略ꎬ 重点推进私营部门劳动力的本土化ꎮ

海湾国家在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时ꎬ 明确对未来本土人力资源的发展进行规划ꎬ
暂停或削减新的劳务签证ꎮ 例如ꎬ 沙特将本国人占据国内 ７０％的工作岗位作

为中长期目标ꎮ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海湾国家主要关注于在公共部门提升本

国人的比例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ꎬ 由于公共部门本国人就业已几乎饱和ꎬ 本

土化的重点转向私营部门ꎬ 并一直延续至今ꎮ 特别是在当前原油价格处于低

位、 海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ꎬ 沙特、 科威特、 阿曼和阿联酋都提出

了各自发展的中期愿景ꎬ 实现经济转型ꎬ 其中降低本国的失业率、 实现劳动

力的本土化则为重点ꎮ
第二ꎬ 海湾国家着力提升本国人口的就业能力ꎬ 优化本土人力资源结构ꎮ

相较于外来移民而言ꎬ 海湾本地居民受教育程度稍高ꎬ 海湾国家在教育领域

投入甚大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沙特政府的教育预算占到政府预算的 ２３％ ꎮ 但长期以

来ꎬ 海湾国家的教育普遍关注于人文、 教育和社会科学ꎬ 而忽视工程、 医学

和自然科学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巴林是海湾地区最重视自然科学教育的国家ꎬ 但其毕

业生在相关工作领域也仅占不到 ４０％ ꎬ ７１ ４％ 的沙特大学生选择的是人文和

社会科学ꎬ⑤ 这就造成了海湾国家的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海湾国家积极推进教育改革ꎬ 以市场需要为导向ꎬ 拓展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ꎬ
扩大自然科学、 工程和医学专业的招生规模ꎬ 压缩人文学科的招生ꎬ 改革课

程体系ꎬ 新建技术型大学等ꎮ 到 ２００４ 年ꎬ 沙特新建了 ５９ 所大学ꎬ 工程和技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海湾国家提出了各自的本土化政策ꎬ 如 “沙特化” “阿曼化” “卡塔尔化” “科威特化” “埃
米尔国化” 和 “巴林化”ꎮ

沙特在 “第四个五年计划”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 已提出本土化的政策ꎬ 阿曼于 １９８８ 年实行本土

化政策ꎮ
Ｎａｓｒａ Ｍ Ｓｈａｈꎬ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 ｒｉｃｈ Ｇｕｌ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
Ｋａｓｉｍ Ｒａｎｄｅｒｅｅꎬ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ＩＲ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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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的毕业生翻了一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沙特创建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ꎬ 专门

培养工程技术人才ꎬ 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捐资 １００ 亿美元ꎮ① 如今ꎬ 沙特已

建立了１ ０００余所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中心ꎬ 职业教育的入学比例预期达到

１２ ５％ꎮ② 此外ꎬ 对于阿联酋、 卡塔尔等国而言ꎬ 本土人力资源不足成为限制

本土化的重要因素ꎬ 因此积极鼓励生育ꎬ 以扩大人口规模ꎬ 鼓励妇女就业ꎮ
沙特、 巴林和阿曼则尝试减少本国劳动力的规模ꎬ 降低生育率ꎬ 不鼓励女性

就业ꎬ 提升就业率ꎮ
第三ꎬ 限制外籍劳工规模和就业领域ꎬ 增加雇佣外籍劳工的成本ꎬ 扩大

本国劳动力的就业渠道ꎮ 海湾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劳动力供应情况ꎬ 对外籍劳

工证的发放给予限额ꎬ 驱逐非法移民ꎮ 对于外籍劳工从事的行业也进行限制ꎮ
１９８５ 年ꎬ 科威特规定外籍移民不能单独参与商业活动ꎬ 不能加入商会ꎮ 阿曼

要求律师、 土木工程师、 会计、 法律顾问、 小学教师、 职业经理人等必须雇

佣本国人ꎮ 海湾国家无不限制公共部门中外籍劳工的比例ꎬ 并将增加本国人

在私营部门就业作为重点ꎮ 为此ꎬ 几乎所有的海湾国家都制定法律ꎬ 规定在

私营部门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本国人ꎬ 实行所谓的 “配额制度”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沙特通过了 “第 ５０ 号法令” (Ｄｅｃｒｅｅ ５０)ꎬ 要求 ２０ 人以上的沙特企业至少要

雇佣 ５％的沙特人ꎮ③ 此后ꎬ 这一比例不断攀升ꎬ ２００５ 年已增长到 ７５％ ꎮ 同

时ꎬ 沙特对于每个具体的行业都有明确的规定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沙特政府要求ꎬ 沙

特雇员在媒体、 商业、 保险公司和公立学校中的比例不得低于 １９％ ꎬ 在首饰

店、 运输业等 ２５ 个行业逐步完全取代外籍劳工ꎮ④

其他海湾国家也纷纷效仿沙特ꎬ 限制私营部门中外籍劳工的比例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科威特的 “第 １１０４ 号部长法令”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ｒｅｅ １１０４) 规定ꎬ 银行等

金融部门、 不动产和制造业的科威特员工比例分别至少达到 ６０％ 、 １５％ 、
２％ ꎬ⑤ 此后又规定计算机、 文秘、 收银员、 司机等 １６ 种职业不再对外籍劳工

开放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阿联酋规定本国所有金融机构雇佣的阿联酋员工比例每年提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ｓｉｍ Ｒａｎｄｅｒｅｅꎬ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ＩＲ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４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Ｃ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７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ｆｈ ｃｏｍ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ＧＦＨ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ｃｔｏｒ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２
韩晓婷: «沙特阿拉伯私营经济劳工 “沙特化” 政策探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７ 页ꎮ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Ｓａｕ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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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４％ ꎮ① ２００５ 年ꎬ 阿联酋规定私企中所有的职业经理和文秘必须雇佣本国

人ꎮ 阿联酋对于雇佣本国人不足 ３０ 人的企业课以重税ꎮ 阿曼政府规定ꎬ 本国

雇员在运输、 仓储、 通信行业就职比例不低于 ６０％ ꎬ 在金融、 保险和不动产

领域不低于 ４５％ ꎬ 在制造业不低于 ３５％ ꎬ 在餐饮和酒店业不低于 ３０％ ꎬ 在批

发零售行业不低于 ２０％ ꎮ② 阿曼企业中至少 ７５％ 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为阿

曼人ꎮ③

第四ꎬ 加强对于私营部门本土化成效的考核与奖惩ꎮ 海湾国家在此基础

上对私人企业进行奖惩ꎮ 一是政府给予达标的私企以补贴ꎬ 或者给予企业主

一定奖励ꎬ 以缩小本国员工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就业的薪资差距ꎮ 沙特政

府最高提供私企中本国员工薪金的 ５０％ ꎮ④ 二是对于达到外籍劳工限额标准

的私人企业ꎬ 政府优先与之合作ꎬ 优先给予政府的各种项目ꎮ 三是提高雇佣

外籍劳工的成本ꎮ １９８５ 年ꎬ 科威特就对外籍劳工的最低资产进行限制ꎮ 此外ꎬ
科威特、 阿联酋、 沙特要求外籍劳工的健康保险和学历认证相关费用由雇佣

方自行负责ꎮ 对于雇佣外籍劳工的企业征收社会责任税ꎮ 阿曼的企业雇佣 １
名外籍劳工ꎬ 每年缴税 ３ １８０ 美元ꎮ⑤ 四是将雇佣本国劳动力和外籍劳工的签

证相关联ꎬ 以 ２０１１ 年沙特力推的 “分级制度” (Ｎｉｔａｑａｔ) 最为典型ꎮ 沙特政

府根据私人企业雇佣本国员工的情况分为银、 绿、 黄、 红 ４ 个等级ꎮ 前两个

级别的私人企业可以自主雇佣外籍劳工ꎬ 获得新的劳工签证ꎬ⑥ 可以从另外两

个级别企业雇佣劳工ꎮ 后两个级别的企业在雇佣员工时受到限制ꎮ “黄级” 企

业无法获得新的外籍劳工签证ꎬ 每两名外籍劳工离职才能获得 １ 个新的签证

名额ꎮ 外籍劳工签证到期无法续签等ꎻ “红级” 企业不仅无法获得劳工签证名

额ꎬ 而且也不许开设分公司ꎬ ６ 个月之内达不到沙特化的标准ꎬ 将被责令

关闭ꎮ⑦

海湾国家从提升本土劳动力竞争力和扩大本土劳动力就业空间两个层面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ａｓｉｍ Ｒａｎｄｅｒｅｅ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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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 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对于外籍劳工实行 “监护制度” (Ｋａｆａｌａ Ｓｙｓｔｅｍ)ꎬ

外籍劳工进入相关国家必须得到相关雇主的许可ꎬ 在相关国家不能自由更换雇主和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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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劳动力的本土化ꎮ 尽管海湾君主国的本土化进程不尽相同ꎬ 但解决方案

具有共性: 提振本土就业率主要以政府干预和经济补贴为主ꎬ 侧重于推动更

多本土劳动力进入私营部门ꎬ 以平衡劳动力市场ꎬ 解决本土就业问题为主要

目标ꎬ 而非完全意义上替代外籍劳工ꎮ 这种以行政干预和配额制为主体的政

策被称为 “第一代” 劳动力本土化政策ꎮ

海湾国家本土化改革的限度

海湾国家的本土化战略旨在改变原有的畸形社会结构和就业供求关系ꎬ
为海湾国家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ꎮ 但实施过程中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ꎬ 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ꎮ
第一ꎬ 从总体上看ꎬ 本土化战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海合会国家的人口

构成ꎬ 但客观上抑制了外籍人口的过度膨胀和结构失衡的局面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ꎬ 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规模总体上呈增长态势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海合会国家的外籍人口约为 ７８８ ２ 万ꎬ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

增至 ８０６ 万、 ２ １７６万、 ２ ９１２ 万ꎮ 与此同时ꎬ 海合会国家外籍劳工占比并

未出现相应的变化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外籍劳工占海合会国家总人口的 ４８ ２％ ꎮ
此后ꎬ 在各国的本土化政策ꎬ 以及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共同影响下ꎬ 外籍

劳工的占比基本上与 ８０ 年代初持平ꎬ 甚至在 ８０ 年代末还有所下降ꎮ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ꎬ 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 ３４ ３％ 、 ３７ ５％ 、
４８ １％和 ５１ ９％ ꎮ①ꎮ

第二ꎬ 海合会国家的就业情况未获根本改善ꎬ 青年的就业问题愈发突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尽管海湾国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ꎬ 但本国人即便失业

７８

① Ｏｎｎ Ｗｉｎｃｋ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ＧＣＣ)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３ꎬ ｐｐ. ４８９ － ４９０ꎻ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Ｅｂｒａｈｉｍ Ｄｉｔｏꎬ ＧＣＣ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ｐ. １１ꎻ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ＧＣＣ: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Ｎ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ＧＣ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ｕｌ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ｇｃｃ － ｔｏｔａｌ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ｏ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ａｎｄ － ｎ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ｉｎ － ｇｃｃ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 ｗｉｔｈ －
ｎｕｍｂｅｒｓ / ꎻ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８ꎻ “ＧＣＣ: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Ｎ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ＧＣ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ｕｌ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ｇｃｃ －
ｔｏｔａｌ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ｏ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ａｎｄ － ｎ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ｉｎ － ｇｃｃ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 ｗｉｔｈ － ｎｕｍｂｅｒｓ / ? ｐｒｉｎｔ ＝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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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愿到私营部门工作ꎬ 就业市场的二元化结构并未根本改变ꎮ 当前ꎬ 公共

部门雇员中ꎬ 除卡塔尔外①ꎬ 其他国家的本土化率都达到 ７０％ 以上ꎬ 阿曼和

沙特达到 ９０％以上ꎮ② 而私营部门仍以外籍劳工为主ꎬ 巴林的本国人占比最

高ꎬ 也仅有 １９ ３％ ꎬ 其他国家都在 １０％ 左右ꎮ③ 当前ꎬ 海合会国家的失业问

题十分严重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除了卡塔尔和巴林外ꎬ 海合会国家本国青年的失业率

均在 １０％以上ꎬ 沙特甚至达到 ４８ ７％ ꎮ④ 总体上ꎬ 海合会国家并未完成劳动

力本土化的既定目标ꎮ 高失业率已成为威胁海合会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的关键因素ꎮ
那么ꎬ 为何海合会国家的本土化战略效果不彰? 本土化政策本身存在一

定缺陷ꎮ 首先ꎬ 非法移民问题长期存在ꎬ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海湾国家的配

额政策ꎮ 相较于通过正规移民代理机构办理移民事宜ꎬ 非法移民成本低廉ꎬ
故而吸引了大量无法负担昂贵移民费用的劳工ꎮ 例如ꎬ 印度人通过正式的移

民代理机构到达海湾国家需要 ２ ０００ 美元ꎬ⑤ 而非法移民的成本只有 １ / ４ꎮ 海

湾国家的本土化政策拉高了移民的成本ꎬ 进一步刺激了非法移民活动ꎮ 如今ꎬ
印度在海湾国家的劳工中有 ２０％ ~ ３０％ 为非法移民ꎮ⑥ 非法移民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了海湾国家对外籍劳工的限制ꎮ 其次ꎬ 本土化政策催生了大量 “影子

公司” 和 “影子员工”ꎮ 海湾国家大都对外籍劳工实行监护制度ꎬ 无论合法

还是非法劳工都须有监护人ꎮ 这在海湾国家催生了一大批空壳公司ꎬ 它们

并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ꎬ 而是通过成为名义上的监护人获利ꎮ “影子公

司” 涉足买卖工作签证名额ꎬ 为外籍劳工尤其是非法移民在海湾国家的居

留提供了便利ꎮ 此外ꎬ 海湾国家要求私营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本国人ꎬ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５ 年ꎬ 卡塔尔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ꎬ 外籍劳工分别占 ６４％ 和 ９９％ ꎮ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Ｄｅ Ｂｅｌ －
Ａｉｒ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Ｑａｔａｒ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８

海湾国家在就业问题上也并未完全一致ꎮ 沙特和阿曼人口较多ꎬ 公共部门吸纳能力有限ꎬ 就

业压力大ꎻ 相反ꎬ 阿联酋、 科威特、 卡塔尔人口少ꎬ 通过扩大公共机构规模ꎬ 增加就业岗位ꎬ 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ꎮ Ａｒａｂ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４ ｐ ７

Ｍｅｈｄｉ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ꎬ Ｓ Ｉｒｕｄａｙａ Ｒａｊａｎ ｅｄ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１ꎻ ＧＬＭＭꎬ Ａｒａｂ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４ ｐ 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６８８５４４ / ｇｃｃ － ｓｈａｒｅ － ｏｆ －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 ｙｏｕｔｈ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９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Ｃ Ｊａｉｎꎬ Ｇｉｎｕ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 Ｏｏｍｍｅｎ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６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Ｆａｒｇｕｅｓꎬ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Ｄｅ Ｂｅｌ － Ａｉｒꎬ Ｎａｓｒａ Ｍ Ｓｈａｈꎬ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５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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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本国人不能胜任相关工作ꎬ 又无法辞退ꎬ 成为 “影子员工”ꎬ 客观上

增加了企业的成本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海合会国家外籍劳工在私营部门中占比 (单位:％ )

巴林 沙特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 阿联酋

外籍劳工占比 ８１ ３ ８８ ６ ９７ ５ ９３ ８ ９９ ４ ９８ ８

　 　 资料来源: Ｕｓａｍａｈ Ｆ Ａｌｆａｒｈａｎ ｅｄ 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５０

更为重要的是ꎬ 海湾国家的本土化政策并未完全触及劳动就业的结构性

问题ꎮ 海湾国家并不缺乏就业机会ꎬ 每年有大量新增的就业岗位ꎮ 但问题在

于ꎬ 相较于外籍劳工而言ꎬ 海湾民众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相对较弱ꎮ 海湾国

家的 “食利” 属性和丰厚的社会福利客观上限制了民众在私营部门的就业意

愿ꎮ 本土化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和就业结构的失衡状况ꎬ 但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ꎬ 反而使之进一步加剧ꎮ 对外籍劳工的限制使外籍

劳工的竞争更趋激烈ꎬ 劳动力成本反而下降ꎮ 而海湾国家对本国劳动力的高

额补贴以及其他保护政策使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ꎬ 并进一步拉大了两者的成

本ꎬ 降低了本国劳动力和企业的竞争力ꎮ 此外ꎬ 海湾国家的福利制度客观上

限制了本国劳动力进入私营部门就业ꎮ 例如ꎬ 沙特政府规定ꎬ 本国人在私营

部门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３ ０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８００ 美元)ꎬ 而政府每月给予失

业青年的补贴达到 ２ ０００ 里亚尔 (约合 ５３４ 美元)ꎮ①

除了经济因素外ꎬ 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也使本土化政策大打折扣ꎮ 近年来ꎬ
海湾民众的就业观念业已发生一定转变ꎬ 一些人开始接受如护工、 园丁和司

机等体力工作ꎬ② 但这仍然不是主流ꎮ 对于当地人而言ꎬ 在私营部门工作不

仅经济收益差ꎬ 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ꎮ 海湾阿拉伯的部落文化崇尚平

等与自由ꎬ 在一些本地人看来ꎬ 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意味着低人一等ꎬ 直接

影响其社会地位ꎮ 事实上ꎬ 海湾当地人也不愿意雇佣本国人从事体力劳动ꎮ
据统计ꎬ 巴林只有 １０％的人表示愿意聘用本国人就职于家政ꎮ③ 此外ꎬ 在海

９８

①

②

③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Ｄｅ Ｂｅｌ － Ａｉｒ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５

Ｎａｓｒａ Ｍ Ｓｈａｈꎬ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 ｒｉｃｈ Ｇｕｌ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２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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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国家ꎬ 女性就业尤其是在私营部门就业受到传统社会文化上的限制ꎬ 失业

率居高不下ꎮ 沙特本国的女性失业率达到 ３１ ７％ ꎬ① 阿曼更是高达 ６３％ ꎮ② 这

种特定的就业文化在经过海湾国家独特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造后ꎬ 已超出

单纯的经济范畴ꎬ 成为影响海湾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变量与

深层症结ꎮ

海湾国家外籍劳工问题的悖论

海湾国家由外籍劳工引发的人口失衡、 就业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问题ꎬ
而且也成为这些国家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ꎬ 特别是在世界原油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原油价格持续走低ꎬ 世界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ꎬ 这一问

题将进一步凸显ꎮ 尽管这些国家近 ２０ 年来试图通过本土化改革扭转这一趋

势ꎬ 但诸如私营企业 “配额制”、 沙特实行的 “分级制度”ꎬ 以及扩大公共部

门的就业等主要举措都属于中短期的政策选项ꎬ 不仅未真正触及海湾国家移

民问题的深层结构ꎬ 而且在短期之内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ꎮ
从宏观视角看ꎬ 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ꎬ 在于海湾国家的外籍劳工问题存

在内在悖论ꎮ 一方面ꎬ 海湾国家属于 “地租型国家”③ꎬ 其政治合法性既来自

阿拉伯部落和宗教政治文化ꎬ 更源于海湾地区无与伦比的社会福利制度ꎮ 换

言之ꎬ 海湾国家政治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构在 “地租经济” 基础上的

福利社会ꎮ 但另一方面ꎬ 海湾国家的经济主要以碳氢能源为主ꎬ 在很大程度

上基于数代外籍劳工的辛勤劳作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 正是外籍劳工构筑起海湾

国家的福利社会ꎮ 近年来ꎬ 一些海湾国家将国内的就业问题归咎于外籍劳工ꎬ
将后者置于本地人的对立面ꎬ 认为他们对于海湾国家造成严重威胁ꎮ④ 按此逻

辑ꎬ 海湾国家的本土化改革本质上就是减少外籍劳工ꎬ 迅速地实现本土化ꎮ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Ｄｒｏｐｓ ｔｏ １２ ５％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５０５９７６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ꎬ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０８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Ｄｅ Ｂｅｌ － Ａｉ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
“地租型国家” 也译为 “食利国家”ꎬ 列宁最早使用此词形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ꎬ 掠

夺其他国家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美国的中东裔学者马赫达维最早提出 “地租型国家” 的概念ꎬ 主要指

将本国资源让渡给外部力量ꎬ 以获取大量 “租金” 的国家ꎮ 这些国家以高福利、 低税收和较低的政治

参与为特征ꎮ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Ｆａｒ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ｓｒａ Ｍ Ｓｈａｈ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８ ｐ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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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 本土民众在规模、 能力和意愿上又都无法填补外籍劳工留下的空白ꎮ
因此ꎬ 从结构上看ꎬ 本土化改革与高福利社会存在本质矛盾ꎮ 这是海湾国家

改革的根本性问题ꎬ 也是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ꎮ
经过数十年劳工的本土化改革ꎬ 当前海湾国家的人口结构以及对于外籍

劳工的依赖并没有根本性变化ꎬ 仍然是由本国居民与外籍劳工构成的二元化

社会ꎬ 外籍劳工也呈现出以南亚尤其是印度劳工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特征ꎮ 根

据海湾国家公布的数据ꎬ 至 ２０１８ 年ꎬ 海湾六国的总人口约为 ５ ６００ 万人ꎬ 其

中本国人口约 ２ ６９５ 万、 外籍人口 ２ ９１２ 万ꎬ 两者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 ４８ １％
和 ５１ ９％ ꎮ 从国别来看ꎬ ４ 个国家的外籍人口比重高于本国人口ꎮ 卡塔尔和

阿曼的外籍人口占比最高ꎬ 达到 ８７％ ꎻ 沙特外籍人口占比最低ꎬ 为 ３７ ８％ ꎬ
但外籍人口规模仍很庞大ꎬ 达到 １ ２６５ 万人ꎮ① 从移民的来源地看ꎬ 外籍移民

呈现多元化的特征ꎬ 但南亚尤其是印度移民占据多数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 印度

移民占海湾国家移民的比重高达 ２４ ８％ ꎬ 占海湾国家总人口的 １２ ８％ ꎮ② 此

外ꎬ 外籍劳工大都为青壮年劳动力ꎬ 主要在建筑、 服务业和石油部门等私营

部门就业ꎮ 然而ꎬ 在海湾国家的企业和金融行业管理层和高级技术人员中ꎬ
南亚移民在数量上最多ꎮ

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工作与生活境遇未能得到根本改善ꎬ 其中最突出的

问题莫过于卡法拉制度 (Ｋａｆａｌａ)ꎬ 即监护制度ꎮ 监护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

化传统ꎬ 指对于陌生人或弱者给予监护、 担保ꎮ 比如ꎬ 阿拉伯部落中给予过

境的非部落民以食宿和保护ꎬ 沙里亚法也规定对于非穆斯林实施监护制度ꎬ
成年人对于儿童、 男性对于女性也有监护的义务ꎬ 奥斯曼帝国曾对其港口的

外国人实施监护制度ꎮ 监护人 (Ｋａｆｅｅｌ) 或担保人具有被监护人的法律保护权

和管辖权ꎮ 阿拉伯地区现代的监护制度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黎巴嫩ꎬ 此后

随着中东石油经济的发展ꎬ 监护制度成为海湾国家管理外籍劳工最重要的制

度架构ꎮ③

海湾国家的监护制度主要针对的是亚洲和非洲的蓝领工人ꎬ 其目的在于:

１９

①

②

③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ｄ Ｎ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ｎ ＧＣ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ｕｌ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ｇｃｃ － ｔｏｔａｌ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ｏ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ａｎｄ － ｎ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
ｉｎ － ｇｃｃ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 ｗｉｔｈ － ｎｕｍｂｅｒｓ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９.

Ｍｅｈｄｉ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ꎬ Ｓ ＩｒｕｄａｙａＲａｊａｎ ｅｄ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２

除了黎巴嫩和海湾君主国外ꎬ 约旦也对外来移民实施监护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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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外籍人口的控制ꎻ 保持本国居民的垄断性权利ꎮ 在这一制度下ꎬ 外籍

劳工所有的权益都依赖监护人ꎮ① 这便造成外籍劳工对于监护人具有了经济、
政治乃至人身的依附ꎬ 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ꎮ 海湾国家形成了壁垒方面的

等级体系ꎮ 本土居民地位最高ꎬ 欧美和阿拉伯移民次之ꎬ 南亚和东南亚移民

地位最低ꎮ 在绝大多数海湾国家ꎬ 外籍劳工无长期居留权ꎬ 不能更随意换监

护人和雇主ꎬ 无法自由迁徙ꎬ 护照被监护人扣押ꎮ 同时ꎬ 外籍劳工待遇低

下ꎬ② 欠薪、 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ꎬ 甚至虐待等事件层出不穷ꎮ 近年来ꎬ 尽管

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开始改革监护制度ꎬ 如允许外籍劳工更换雇主和职业ꎬ 但

距离真正实行仍然很遥远ꎮ 外籍劳工尤其是南亚劳工普遍低下的经济社会地

位也引起了一些国际组织ꎬ 如国际劳工组织、 劳动力输出国的批评ꎬ 影响了

海湾国家的形象ꎮ
海湾国家的本土化改革未能破解移民问题的结构性矛盾ꎮ 受当前国际和

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ꎬ 海湾国家未来将面临更大挑战ꎮ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世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 ２％左右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世界经

济增速分别为 ２ ７％和 ２ ８％ ꎮ③ 受到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ꎬ 以及页岩气开

发等因素的影响ꎬ 原油价格一直处于低位ꎮ ２０１５ 年原油价格由 ９６ ２９ 美元每

桶跌至 ４９ ４９ 美元ꎬ 近几年也没有超过每桶 ７０ 美元ꎬ 这是 ２００９ 年以来原油价

格的最低水平ꎮ④ 尽管影响原油价格的因素很多ꎬ 但是从供需关系上看ꎬ 原油

价格在中长期不大可能出现大涨ꎮ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预测ꎬ 世界石油的

需求由 ２０１６ 年的每天 ９ ５４０ 万桶将增长至 ２０４０ 年的 １ １１１ 亿桶ꎬ 涨幅约

１６ ５％ ꎬ 同期世界石油供应涨幅为 １０％ ꎮ⑤ 与此同时ꎬ 海湾地区是世界范围内

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人口高增长率可能长期维持ꎮ 据黎巴嫩学者阿

布亚德 (ＡｂｄｕｌｒａｚａｋＡｂｙａｄ) 估计ꎬ ２０２５ 年海湾地区的人口将达到 ５ ７００ 万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将在此基础上再增加 １ ４００ 万ꎬ 增长率高达 ２４％ ꎬ 其中以青壮年占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监护人可以是海湾国家的国民ꎬ 也可以是企业等其他实体ꎮ
南亚和东南亚移民的薪资水平要远低于欧美移民和阿拉伯国家的移民ꎮ Ｓｅｅ Ｍｅｈｄｉ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ꎬ

Ｓ Ｉｒｕｄａｙａ Ｒａｊａｎ ｅｄ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５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Ｓｕｂｄｕ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３ꎬ 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ＰＥＣ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２０１９”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６２８５８ / ｃｈａｎｇｅ － ｉｎ － ｏｐｅｃ － ｃｒｕｄｅ － ｏｉｌ － ｐｒｉｃｅｓ － ｓｉｎｃｅ － １９６０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９

ＯＰＥＣꎬ 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４０ꎬ Ｖｉｅｎｎ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０９ － １１０ꎬ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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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ꎮ①

经济增速放缓与人口膨胀势必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ꎬ 这对海湾国家

现存制度也会产生威胁ꎮ 青年失业问题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末以来ꎬ 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动荡同样外溢到海湾君主国ꎮ 这些国家

的青年人走上街头ꎬ 要求增加就业ꎬ 改善社会福利ꎮ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ꎬ
海湾产油国通过增加社会福利、 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暂时缓解了这一问题ꎮ②

但从长期来看ꎬ 这些问题会日趋严重ꎮ 事实上ꎬ 近年来ꎬ 海湾国家对此日益

重视ꎬ 由此增加本土青年人的就业率ꎬ 降低对于外籍劳工的依赖ꎬ 几乎成为

海湾各国制定中长期愿景ꎬ 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ꎮ
如何在保持原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政治稳定与增加本土就业水平之间寻求

平衡ꎬ 是破解海湾国家移民问题的关键之一ꎮ 但这并非政府的一纸限令便可

一蹴而就ꎬ 而是需要提升本国人的就业竞争力和就业意愿ꎬ 转变就业观念ꎬ
客观评价和认知外籍劳工的作用ꎬ③ 以市场而非行政手段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

题ꎮ 当前ꎬ 一些海湾国家已开始启动所谓的 “第二代劳动力本土化政策”ꎮ④

与以限额制度和经济补贴等行政手段扩大本土就业的第一代劳动力本土化政

策不同ꎬ 第二代政策更多强调的是以市场力量吸引更多的本土青年人就业ꎮ
其内容包括: 改善外籍劳工的薪资待遇ꎬ 降低本土与外籍劳动力的差距ꎬ 进

而增加本土劳动力的竞争力ꎻ 改革监护制度ꎬ 赋予外籍劳工以自由选择雇主

和职业的权利等ꎮ 巴林和阿曼等国已开始推行这些政策ꎬ 但能否真正产生效

果依然需要静观ꎮ

结　 语

人力资源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ꎮ 海湾地区发现石油资源后ꎬ 由于

人口稀缺ꎬ 缺乏石油工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ꎬ 因此需要引进大

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ｂｄｕｌｒａｚａｋ Ａｂｙａｄ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Ｃ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ｇｅｉｎｇ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５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０

[美国] Ｆ 格里高利高斯三世: «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８６ 页ꎮ

事实上ꎬ 除了沙特和阿曼外ꎬ 其他海湾国家本国人口规模小ꎬ 不可能完全替代外籍劳工ꎮ 海

湾国家本国人替代的事实上以私营企业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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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籍劳工来应对石油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问题ꎮ 这便锻铸了当代移民史

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图景ꎮ 数以千万计的亚洲人、 阿拉伯人、 非洲人和欧美人

等到达海湾地区寻求发展ꎬ 奠定了海湾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腾飞的基础ꎮ 外

籍劳工构成了海湾国家人口的主体ꎬ 卡塔尔、 阿联酋等国的外籍人口甚至达

到 ８０％以上ꎮ 大量外籍劳工在推动海湾国家石油经济大发展的同时ꎬ 也提升

了彼此间互动性文化交流的水平ꎬ 改善了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状况ꎬ 并成为

促进海湾国家与劳工输出国关系的纽带ꎮ
但是ꎬ 绝大多数外籍劳工不仅无法获得海湾国家的公民地位ꎬ 而且也

无法长期居留ꎬ 并可能遭受着各种不平等的待遇和限制ꎮ 与此相反ꎬ 海湾

本土居民则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石油经济和外来移民用勤劳与血汗创造的

红利ꎮ 由此在双方之间凸显了畸形的反差ꎬ 诱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ꎮ
从长远来看ꎬ 海湾国家持续多年的原有用工模式难以维系ꎮ 实际上ꎬ 海湾

国家业已清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ꎬ 因此不断推出以本土化为核心内容的

一系列渐趋理性、 易于外籍劳工所能承受的变革性探索ꎮ 然而ꎬ 海湾国家

的本土化政策存在 “二律背反” 的结构性矛盾ꎮ 海湾国家对劳工的需求是

刚性的ꎬ 而各国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却是有限且具不确定性ꎬ 即使各国政府

不断对本土劳动力给予种种优惠ꎬ 对外籍劳工施以种种限制ꎮ 根据经济学

有关市场供求关系的理论ꎬ 这种状况注定了海湾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

内仍无法阻断大量外籍劳工的流入ꎮ 因此ꎬ 海湾国家需遵循经济规律和本

国的具体国情ꎬ 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外来移民和劳工问题两者

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关系ꎮ
对于海湾国家而言ꎬ 通过劳工的本土化ꎬ 进而提升本国居民的就业水平

不仅关涉这些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ꎬ 而且也深刻影响政治与社会稳定ꎮ 近

年来ꎬ 一些海湾国家已开始转变劳工本土化的思路ꎬ 提出了所谓的 “第二代

劳动力本土化政策”ꎬ 即由以往的单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外籍劳工的配额制度

和对于本国劳工的补贴制度ꎬ 转向以市场作为导向ꎬ 通过放松对于外籍劳工

的人身限制ꎬ 提升外籍劳工的待遇ꎬ 进而拉低外籍与本国劳工薪资差距ꎬ 增

强本国劳工的竞争力ꎮ 但是ꎬ 由于长期以来 “地租型经济” 和 “福利社会”
的历史惯性ꎬ 以及海湾本国就业文化的影响ꎬ 海湾国家的第二代劳动力本土

化改革仍然面临着重重考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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