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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人工智能技术
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

上海为何成为电影人近悦远来之城

今晚，为期10天的第二十四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落下帷幕。
今年的电影节参展影片创历届

之最，扶持电影新人新作创举不
断。种种迹象表明，上海正成为
电影人近悦远来之城。

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摇篮，
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纪录片，第一
部有声电影……中国的民族电影
从这里诞生、发展，走向繁荣昌
盛。 上海有最热情的观影人群，
截至今年5月份， 影院票房收入
12.34亿元， 持续领跑全国城市
票房，银幕数位居全国第一。

从 “上海出品”“上海创作”

到“上海创制”，上海也是电影票
房和口碑的保证。以即将上映的
《1921》为例，每逢重大题材 、重
要节点、重要档期，在每一个需
要“顶上去”的时刻，“上海出品”
都不曾缺位。今年，已有《刺杀小
说家》、《人潮汹涌》、《我的姐姐》
等16部上海出品的影片进入院
线上映，总票房40.38亿元，约占
全国国产影片票房的五分之一。

这份优秀成绩单的背后，关
键是源源不断的电影人才，带来
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们为什
么愿意来上海？因为这里有独具
吸引力的文创和人才政策，有不
断完善的电影规划生产体系，有
着服务电影机构、服务电影人才
的完善举措。

2017年 ，上海出台了 “文创

50条”， 提出推进全球影视创制
中心建设， 凝聚一批领军性人
才，孵化一批新生代人才，加大
文化创意人才引进力度，加大对
骨干人才的激励力度。 此后，进
一步提出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将影视产业作为上海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的着力点，构建现
代电影工业体系，推进全球影视
创制中心建设。

在深化落实上海电影发展

促进政策的基础上，上海用好电
影扶持专项资金，打通和联动上
海创意、投资、拍摄、制作、发行、
衍生等多个产业环节，基本实现
影视全产业链发展，建成了一批
现代化、前瞻性、支撑影视生产
链的影视制作基地。以上海科技
影都为例，这里已集聚近7000家

影视企业及工作室。
上海更是国内电影摄制服

务最完善的城市，拥有影视摄制
服务机构“保姆计划”，支持开展
影视完片保险和制作保险等新

型业务， 建立影视版权服务机
构，优化片酬分配机制 ，让电影
人安心创作，没有后顾之忧。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对
人才有着强大吸引力，是国家对
外交流的窗口，城市优美，生活
配套完善，宜居宜业，逐渐凝聚
起一批电影领军性人才。 可以
说，只要你爱电影、想拍电影，来
上海，就对了。

作为孵化新生代人才的重要

平台，上海国际电影节立足“亚洲、
华语、新人”的办节定位，探寻长效
扶持机制，承担起为中国电影产业

输送人才的责任。今年，上海国际电
影节更是全新推出了“Y计划”和48
小时挑战赛，提供创作各环节的
资金支持，鼓励青年影人落户上
海，从剧本立项、取景拍摄、后期
制作、国内外电影节参展参赛等
方面，构成了互有关联、逐层递
升的新人培育孵化机制，逐步形
成人才培育的闭环。

电影是时间，沧海桑田，沉淀
百年峥嵘岁月；电影是梦想，连接彼
此，承载人类美好希望。借由电影，
中国得以看到世界，世界也得以
看到中国。高速发展中的上海电
影产业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汇聚上

海，必将成为上海文化传播的重
要载体，成为上海打造城市文化
软实力的突出标志之一。

眼下，前沿研究开始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对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是否诱致中国劳动收入不

平等？人工智能技术将通过哪
些途径影响劳动收入分配？针
对这些问题，由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王林辉

牵头完成的研究，通过揭示人
工智能技术影响劳动收入分

配的内在作用机理和提供中

国经验证据，给出规避人工智
能技术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

风险的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引起的
收入差距扩大正加剧

王林辉教授及其合作者

胡晟明、董直庆的研究结果表
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岗位更
迭效应和生产率效应非对称

地影响劳动收入差距，并引发
部 门 间 劳 动 收 入 差 距 在

2001-2016 年期间年均扩大
了 1.739%。

与此同时，现阶段的人工
智能技术，倾向于在低技术部
门表现为自动化扩张形态；而
在高技术部门的新岗位创造

形态突出，其通过更多增加高
技术部门劳动岗位的方式，加

剧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分地区测算结果表明，相

对劳动密集地而言，人工智能
技术对资本密集地劳动收入

差距的扩大作用更为明显，但
对劳动密集地的影响不断增

强； 相对于技术密集地而言，
在非技术密集地高低技术部

门收入差距受到人工智能技

术的冲击更大，且技术与非技
术密集地中岗位更迭效应均

大于生产率效应。

建议逐步增设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前沿课程

当前世界正处于人工智

能技术掀起的“第四次技术革
命浪潮”之中，人工智能技术
将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必将
对不同部门的劳动产生持续

冲击，劳动力市场地位以及不
同类型劳动收入不平等将是

收入分配领域未来长期且必

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政府应在以下几

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健全就业培训机制

全方位提升劳动技能水平。为
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劳

动岗位替代作用造成的收入

不平等现象，政府应加大对教
育培训的投资规模，建设以高
校为人才储备摇篮、以企业为
技能实践基地的全方位就业

培训机制，从而为社会不断输

送高素质人才。
具体而言，企业在引入新

的生产技术同时，应积极组织
员工参与技能培训，以提高劳
动技能水平，从而适应新的生
产需求。伴随生产自动化和智
能化，未来的社会生产将更加
需要智能化管理及高层次技

术人员，高等教育和高职院校
应迎合实践需要，逐步增设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课程，
并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领域

的师资培养，鼓励支持教师及
时更新教学内容，紧跟时代发
展趋势。

其次，完善失业保障制度
并努力创造再就业机会。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的起步阶段必

定会经历一些优势群体从中

获益，另一些弱势群体将面临
失业和再就业困难。

为有效缓解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政府
应继续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加
大对弱势群体的生活补助，为
其提供公共服务岗位，积极建
立与企业的合作培训制度，以
创造再就业机会。对优势群体
而言，政府通过补贴手段鼓励
其创新创业，努力引导其更适
应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推动
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

（本文原作者为华东师范
大学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

■叶赟 整理

2020年中国企业采用
灵活用工比例约55.7%，比
2019年增加约 11个百分
点， 近30%的企业打算稳
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

互联网经济开辟的新

蓝海， 正为有意投身灵活
岗位的年轻人创造更多与

之匹配的岗位平台。
此外， 年轻人向往自

由、 希望掌控人生的观念
也成为灵活就业受青睐的

内驱力。很多情况下，灵活
就业并非无奈之举， 而是
实现自我价值或为创业积

累经验的主动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

选择灵活就业的大学

毕业生人数呈上升状态，
就业者以 95 后 、00 后为
主， 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
毕业生占比较大， 多为主
动择业或将其作为创业、
二次就业的“跳板”，同等
条件下比传统岗位从业者

收入略高。
他们具有一定的自主

性、创造性，能根据市场需
求快速响应并进行改变。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

心主任张成刚

大学生普遍感觉就业

形势严峻，就业难，原因是

在就业形势方面。 近期虽
持续好转， 但疫情对宏观
经济影响依然存在， 就业
岗位存在一定程度缩减。

同时， 疫情后部分学
生及其家庭的求职意向更

加倾向于选择稳定型工作

岗位， 更加关注体制内工
作，虽竞争激烈，仍不愿意
调整就业期望。

部分学生选择通过考

研升学的方式来被动应

对，“慢就业”“缓就业”现
象有加剧的趋势。

———天津大学就业指

导中心主任柳丰林

截至 5月底，半数应届
生已签约， 近四成应届生正
在积极求职 ， 四成企业
2021 年校招需求增加，民
企、高科技行业扩招明显。

51%的企业2021年应
届生起薪上涨， 其中 37%
的企业整体上调应届生起

薪，另外分别有 6%的企业
仅针对某类型学历应届生

起薪做调整， 或针对热门
紧缺岗位起薪做调整。

2021 年 ， 应届生起
薪整体上调幅度平均为

9% ，部分企业甚至上调
15%-20%。

———《2021 年应届生
求职就业与薪酬调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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