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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袁将重构国际竞争格局袁对未来就业

产生一定影响遥 本文通过探讨人工智能在提升就业收入水平尧填补劳动力短缺尧增加新的工作机
会尧提高就业质量尧增强工作幸福感等方面的积极价值袁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产生的就业结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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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袁AI冤是 21 世纪三大尖端技术之一袁其发展引起了各国的高度

重视遥 人工智能能够引领未来科学技术发展袁美国尧日本尧德国尧英国等国家将人工智能研究作为重

要战略以提升国家竞争力遥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袁2017 年 7 月 8 日袁国务院印发了叶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袁提出要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先发优势袁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

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咱1暂遥 2017 年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袁野推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袁在中高端消费尧创新引领尧绿色低碳尧共享经济尧现代供应链尧人力资本服

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尧形成新动能冶咱2暂遥 目前我国拥有智能制造的市场活力和动力袁是全球资本

最倾心的国家袁人工智能的投融资占了全球的 60%咱3暂遥 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对我国社会尧经济尧劳动关

系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遥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 20 年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袁其影响可能是数

字化时代 1995要2015 年的几倍袁甚至超越工业革命的影响咱4暂遥 人工智能技术将重构我国经济活动中
生产尧分配尧消费等环节袁推动我国各领域向智能化快速发展袁催生出新技术尧新产品尧新业态尧新产
业袁引发经济结构变革袁人们的生产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将得到深刻的改变咱5暂遥

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风险和影响袁一方面有利于科学预测和研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

的就业冲击袁发挥科学就业指导作用袁另一方面有利于正确认知人工智能应用发展对就业的积极价
值袁辩证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产生的各种影响袁消除人们对野机器换人冶的心理恐慌是当前人工
作者简介院周卓华渊1979要冤袁女袁汉族袁四川内江人袁四川旅游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研究方向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遥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20 年第 10 期
总第 311 期

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专题

TOPIC 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 45 -

智能与就业领域重点探讨的内容之一遥 为此袁本文将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积极认识以及对就
业产生的负面效应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遥
一尧文献分析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袁新机器和技术出现袁对部分领域的就业产生了负面效应袁引起工人的担
心和抵制遥 最具代表性的是 19 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劳动者发起的野卢德运动冶袁一批工人自称野卢德分
子冶闯入针织厂砸碎新机器袁破坏棉纺织机袁此后袁人们把技术革新中的新机器与失业联系在一起袁

人们将抵制新技术的人统称为野卢德分子冶遥人工智能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技术进步与就业的
关系遥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创造效应尧替代效应和总效应三方面来探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就业造
成的影响遥 部分学者对人工智能产生的效应持否定态度袁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会对就业带来负面影
响袁即替代大量岗位袁从而引起失业问题遥 蒋南平指出袁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袁我国第二尧第三产业中的
传统行业已成为失业的重灾区咱6暂遥屈小博认为袁人工智能在替代体力工作任务时袁增加了智力劳动
岗位自动化袁更多的工作岗位将被人工智能技术代替咱7暂遥麦肯锡研究报告指出院未来新技术可能会
替代 60%的职业袁到 2030 年不同行业会有 30%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技术替代咱8暂遥 一部分学者则持乐

观态度袁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虽然具有替代影响袁但在创造效应上具有很大潜力袁能创造和衍生新
就业形态和岗位袁且长期来看袁人工智能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袁不会对就业问题产生太大影响遥 吴
清军认为袁从长远看袁人工智能会促进电商行业整体经济效益增长袁从而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咱9暂遥 阿西

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指出袁人工智能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深远影响袁在自动化工作同时袁创造出新
的工作岗位咱10暂遥 邓洲和黄娅娜认为人工智能能有效促进机器翻译尧图像识别尧无人驾驶等行业的发

展袁这些行业劳动力需求将得到促进和提高袁故而在此行业领域产生显著的创造效应咱11暂遥 另外有学

者持中立态度袁指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并存而形成的总效应尚不确定咱12暂遥 通过
文献分析可见目前学者们大多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讨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尧创造效应袁较少
探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积极价值认识袁 以及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
击袁故本文将在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积极价值认识和冲击影响基础上袁从人力资源管理学视角探
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冲击袁 以期劳动者能更好地适应新兴技术变革从而促进其自身
发展遥
二尧人工智能对就业积极价值的认识
人工智能发展正催生一场新兴科技革命袁其发展对我们的生产尧生活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袁
在就业影响上袁虽然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已出现袁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带来新工作机遇尧提高就业
群体收入水平尧提高就业质量尧增强劳动就业幸福感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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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新的工作机遇
社会发展经历了几次产业升级袁每一次革新带来的产业升级都会对就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袁但
事实证明袁产业升级同时也会催生新的就业机遇遥 较过去技术革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更加显著的创
造效应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创造新工作任务遥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带来新兴行业与新岗位从而改
善就业袁这种创造效应可以抵消其替代效应超出补偿效应的那一部分咱13暂遥 据咨询公司德勤研究报
告袁在英国 80 万个低技能工作岗位已经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袁但令人兴奋的是人工智能同时也创

造了 350 万个新工作机会咱14暂遥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能很好地增加人工
智能研发尧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等就业岗位咱15暂遥 人工智能对就业产生创造效应袁创造的岗位由两部分
组成袁一是人工智能应用增加的业务而引起的劳动力需求提升曰二是由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新型岗

位袁如院算法开发尧智能设备维护尧训机师等咱16暂遥 据叶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

知曳袁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到 2020 年将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曰到 2025 年人工智能的研发尧生产
以及应用将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曰2030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 1 万亿元袁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袁人工智能的理论尧技术尧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咱1暂遥 国家大规模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袁其相关产业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科学研究尧生产制造以及产

品维护人员袁新兴技术必然衍生新兴行业袁从而产生新的就业机遇遥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叶2018 年
未来就业报告曳指出院尽管未来 5 年机器将替代 7 500 万份工作袁但值得欣慰的是与此同时有1.33 亿
新工作将同步产生遥 人工智能促进新的产业模式尧商业模式袁能促进经济发展并衍生出新的职业领

域袁产生一些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为主的软就业模式袁这些软就业模式主要集中在知识教育尧文化
娱乐尧信息金融等软产业中遥 比如目前我们的平台企业就产生了一批新的职业袁如网约司机尧网络主
播尧网络作家尧外卖骑手尧物流师尧环境工程师尧电竞解说员等遥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袁曾让大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职业危机感袁但任何事物中的危机都伴随着
生机袁人工智能对未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样具有很大积极作用袁人工智能在促进新经济发展过程
中带来新的产业尧产品尧服务袁从而促进了新任务尧新岗位尧新职业的诞生袁具有明显的就业补偿效
应袁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现象并非大家担心的那样严峻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发展能提高就业群体收入水平遥
人工智能技术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袁带来劳动者实际工资增长袁劳动者获得更大经济利益遥 美
国经济学家西蒙渊Simon冤认为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减少了劳动市场上一些岗位数量袁但人工智能发展
也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袁因此会在结构收入层面改善就业咱17暂遥 目前袁从事人工智能设计和研发

行业的从业人员平均薪酬已经超过了社会平均薪酬水平遥 有研究指出院人工智能时代员工个体工资
水平的提升袁与员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自身劳动效率密切相关袁如果能通过新技术提高劳动
效能和效率的人袁其报酬增长就越快咱12暂遥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报告指出袁准独角兽们在 2017 年给入

门级人工智能相关工作岗位提供的薪资比整体薪资水平高 110%袁中级岗位高出 90%袁高级岗位高出
55%咱14暂遥 另外袁由于人工智能提高了工作效率袁劳动者可以将更多精力集中到未被取代且更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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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任务上袁或者通过自我提升去承担过去力所不及的任务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劳动报酬
水平的提高遥 可见袁新兴技术提高了生产力袁促进了经济发展袁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能享
受到新兴科技革命带来的效益袁但短期来看排除在人工智能相关工作外的劳动者还不能及时地获
得人工智能收入水平提高的红利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发展能填补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在老龄化背景下袁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遥 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袁
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遥 劳动力供给并非无限的袁我国人口的年龄结
构也在发生变化袁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了一定影响遥 早在十多年前袁我国就出现了用工难尧用工荒的情况袁
有的行业劳动力紧缺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城市遥 而联合国预测袁较 2000 年袁到 2020 年袁韩国

和欧洲国家人口基本保持不变袁日本人口出现负增长袁美国增幅约为 8%袁中国增幅约为 2%袁全球人
口增长速度逐年降低尧老龄化不断提升尧劳动力减少将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咱11暂遥 虽然目
前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开放袁但从这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增长率来看并没有达到出生人口增长预
期效果遥 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纵深发展袁新增劳动力规模正逐年减少袁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就业问题
也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须关注的问题遥 积极促进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袁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问
题引发劳动力供给压力袁能很好地解决程序化体力劳动用工荒尧用工难问题遥
渊四冤人工智能提高就业质量袁增强劳动者幸福感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就业质量袁提升工作幸福感遥 首先袁在工作环境的改善
上袁人工智能替代工作任务中一些不适应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工作袁这些工作环境条件差尧带有危险
性尧损害身体健康袁比如深海钻探尧高空作业尧高温和高辐射的工作场景遥 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正好
能解决这一问题袁降低了劳动者高危工作内容袁将劳动者从危险尧环境恶劣尧繁重的工作任务中解放
出来袁劳动者只需要通过远程操控便能完成危险性的工作任务袁改善了就业的质量袁能更好地维护
和保障劳动者人身安全袁其工作满意感和幸福感自然提升遥 其次袁人工智能应用发展增加了工作挑
战性遥 人工智能能承担了一些过于繁琐尧程序化尧不具备任何挑战性的工作遥 面对这些程序化尧缺乏
丰富工作内容的职位袁员工极易产生心理倦怠感遥 诸如院机械化生产流水作业的简单操作工作程序尧
办公室打字员尧银行交易员等遥 人工智能应用必然会对劳动者在野人机交互冶野人机协同冶的工作能
力尧创新能力上提出新需求遥 未来数据采集尧存储尧分析袁编程等会成为主要工作内容袁劳动者要面临
更为复杂的人机协同和交互任务窗口袁工作任务更具有丰富性和挑战性袁不再单一刻板遥 再次袁人工
智能时代劳动者工作环境可以跨地区袁工作模式多元化袁工作时间具有弹性袁自主性更高遥 员工可以
通过智能设备在家完成数据采集袁可以在开放式办公场所完成设备操控等袁也可以通过远程操作完
成工作任务遥 现在开始大量使用的远程医疗尧 远程专家会诊和远程教育等远程服务节约了工作时
间袁提高了劳动效率袁同时还能让工作时间更富有弹性袁员工工作自主性高袁有助于其工作满意感和
幸福感提升遥 最后袁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过去技术革新一样必将提高工作效率袁劳动工作
时间缩短袁人们会拥有更多闲暇时光尧有更灵活时间就业尧甚至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提升遥 孟续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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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河清的实证研究表明袁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袁能促使员工工作时间持续下降咱18暂遥 这意味着在人工
智能时代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袁工作时间减少袁不仅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内容袁并且还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应对人工智能应用所需要的工作技能袁进行自我开发和提升遥 总
之袁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袁工作环境得以改善尧工作安全更加有保障尧工作时间缩短尧劳动时间更具弹
性尧工作自主性增加袁劳动者满意度和幸福感将增强遥
三尧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冲击影响

任何技术进步对就业都有正向和负向作用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也会产生一些冲击袁主要
表现为院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改变尧引发的技术性失业推动技能偏向型改革尧
收入差距扩大尧短期可能影响劳动者就业公平性等影响遥
渊一冤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变化
人工智能替代部分传统岗位袁承担人们过去从事的职业袁同时创造出新的产业模式袁挑战就业
结构袁这势必会造成劳动市场结构性失业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袁结构性失业问
题会进一步凸显遥 目前野机器代人冶现象较为明显袁就业替代中最为显著的行业是制造业遥 这是由于
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作内容相对单一尧程序性强袁处于产业链低端袁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低袁且传
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需求高袁人工智能在此工作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袁易被机器人
替代遥 因此袁传统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得不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袁产业结构将面临调整袁这两
类行业人员将面临结构性失业袁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将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变袁就业将从第二产业向第
三产业转移袁第三产业将为劳动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遥 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尧图像识别尧机器翻
译的应用中使这些行业就业需求总量和结构受到影响袁 且人工智能将促进就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
产业转移袁产业分工和就业格局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咱11暂遥 未来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将会有更多
的就业机会袁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袁需要现代服务业为支撑袁如物流运输尧现代仓储尧

售后服务等袁这些行业能大量吸纳新的就业人员遥 人工智能大规模使用袁劳动者工作环境会得到改
观袁工作时间会缩短袁人们在娱乐尧休闲尧健康上的需求可能会增加袁这些需求会衍生出一些新的工
作岗位袁促进现代服务业袁尤其是休闲尧娱乐尧健康尧医疗尧教育尧旅游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咱19暂遥 有调查研
究发现袁在消费市场上顾客倾向于获得一些由人亲自提供的服务袁而不是由一些冷冰冰没有温情的

机器人来提供袁比如院护理老年人尧看护儿童尧 教育服务等人力密集型的个人服务工作咱20暂袁这些带有
人情温暖的人工服务工作比起机器人提供的服务更有竞争力遥 未来服务业尤其是能为客户提供创

新性尧伴有情感和温度的人性化服务将会促进更多就业机会遥 人工智能应用促使不同行业的转型升
级袁由此带来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袁创新型服务业会有更多就业机会袁但对制造业的就业冲击
影响是明显的遥短期看在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会给部分领域劳动者就业带来冲击和挑战遥但长期看伴
随人工智能应用衍生出新产品和服务袁劳动者会转移到其他行业袁劳动冲击影响会逐渐降低遥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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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还是要高度关注就业结构改变带来的失业问题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统筹安排好存在
潜在结构性失业的企业和劳动者袁使这部分群体能更快地进入新的就业领域实现再就业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性失业将推动劳动者技能偏好型改革
技能偏好型改革是由于未来劳动者的数据素养和数字技能会更受劳动市场的青睐袁 而中低端
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不具竞争力袁劳动需求会缩小袁而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大遥 有研究表明院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深入发展袁技能就业结构将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袁就传统低端岗位而言袁一般劳动
力将面临失业风险袁劳动市场会处于供过于求状态曰新型高端职位与传统低端职位数量将增长袁高
技能高素质人力资源供不应求咱12暂遥 人工智能技术能更有效率地完成非常规认知性任务袁促使生产力
提高袁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两极分化现象加剧袁中等技能工人的使用需求尤其会减少咱21暂遥 这是由于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于一些例行性尧程序化工作任务领域袁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在这种情

况下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遥 高技能劳动者的职业阶梯相对更广泛袁其职业流动更为灵活袁可向上
也可以向下袁失业风险相对较低遥 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者袁要么转移到互动性尧人性化更强的领域工
作袁要么通过能力开发和提升晋升于不易替代的高端工作袁若无法通过培训提升和转换技能袁在技
术变革中中等技能人群容易处于被替代状态咱5暂遥 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广泛和深入袁劳动市场

对人工智能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会供不应求袁高端技术岗位将面临职位空缺遥 这是由于人工智能在人
才培养开发上没有很好地跟上人工智能发展需求袁导致劳动力市场对相应人才供不应求遥 人工智能
发展中的技术性失业会引起技能偏好型改革袁但这是任何新兴技术革命都会伴随的袁就像几百年前
工业革命让农民离开了田野进入工厂袁 仅仅几十年前的科技革命让工人们离开车间进入信息化的
办公室一样袁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和革新都将促进劳动者就业能力结构迁移和转变遥 未来具有良好的
创造性尧人际技能尧灵活度高的劳动者将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游刃有余,而中低技能劳动者则恰恰相
反袁将面临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压力遥 第一产业尧第二产业乃至第三产业中的低端行业从业人员面
临人工智能新兴技术带来的技术性失业咱22暂遥 只有那些具备特定技能的或较高教育水平的人袁或者是
在技术革新过程中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尧及时调整自己能力结构以适应新技术要求的劳动者才有

更多机会在人工智能应用广泛的行业中重新实现就业遥 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技能结构改变对劳动
者技能偏好提出了新的需求袁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技能偏好型改革趋势不可避免袁因此未来劳动者
与人工智能匹配的技能培训开发显得尤为重要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发展扩大劳动群体间收入距离
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会导致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遥 就业市场两极化趋势影响下袁居于
中间层岗位的劳动群体将面临下滑到低端岗位就业或者失业袁此种状态将进一步扩大劳动者之间
内部收入差距袁具有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的收入结构呈现极化现象遥 就业结构调整后袁竞争更为激
烈袁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向低技能岗位聚集袁从事低技能岗位的员工人数增多袁其收入下行压力必
然增大袁高技能群体与低技能群体间的薪酬差距逐渐扩大袁最终在收入分配上不断向高技能尧高学
历劳动群体倾斜咱23暂遥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研发人才需求量较大袁人工智能科研人员年薪可以是普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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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几倍袁甚至十几倍或更多遥 无法掌握人工智能研发尧生产尧应用相关技术或是被排斥在新技
术尧新产业外的低技能劳动者袁其岗位适应能力弱袁如果在没有政府或社会补给情况下其收入会更
低且无法提升咱19暂遥 正如实证研究发现袁技术革新使就业结构向两极化趋势发展袁即私人服务型岗位尧

低收入岗位与高技能岗位尧高收入岗位比重呈现同步上升态势袁制造业工人和程序化办公职员等中
间层岗位比重不断降低咱24暂遥 可见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袁使具备知识和技能优势的群体在劳动力市

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袁紧缺人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袁而被技术替代员工袁将被迫在劳动市场寻求更
低端技能的岗位甚至失业袁其收入将会明显减少袁财富将聚集到资本和知识技能人才资源中袁劳动
者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袁分化严重遥人工智能对劳动者就业收入的分化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袁
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需要关注遥
渊四冤人工智能发展短期可能影响劳动者就业公平
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袁是评价者依据一定价值取向对利益分配正面的主观判断和评价遥
追求公平是每位公民的权利袁公平程度受到经济尧制度尧科技尧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遥 公平就业的权利
是每位员工极其关心的问题袁但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会引起地区间尧行业间以及群体之间就业公平问
题咱25暂遥 一方面袁由于地区间经济差异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力度和应用程度的差异性可能导致地区间
公平就业机会的异质性遥 在我国大城市中袁AI 企业存活数量北京第一渊995 家冤袁深圳第二渊566 家冤袁

上海第三渊468 家冤咱26暂袁而我国中西部地区袁受经济影响袁对人工智能投入力度不足袁人才引进力度较
中心城市滞后袁人工智能发展相对落后袁未来各地区的就业结构尧产业布局尧以及收入水平会呈现显

著的差异袁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可能无法及时获得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积极效应袁比如人工
智能尧研发尧生产企业带来的创新服务尧创新产品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商业运营形态尧新就业模式尧新
工作内容遥 另一方面袁这些由人工智能技术衍生的工作岗位或工作内容需要劳动者及时匹配新的人
工智能技能袁而受经济技术影响的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无法及时提升人工智能所需的能力素养袁劳
动者转移到发达地区后无法及时获得就业机会袁故而容易被淘汰袁无法公平地就业遥
四尧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影响的应对策略
事物发展具有两面性袁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咱27暂遥 短期内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和发展会影响劳动者参与度袁对劳动参与尧产业结构尧就业公平尧某些群体工资水平等产生负向

影响袁但从长远来看袁由于劳动者能从简单尧繁琐尧程序化甚至是危险的劳动任务中解放出来袁有更
多的闲暇时间享受生活袁从事更有挑战更有创新的工作尧提高劳动者收入尧改善就业质量袁提升幸福
感遥 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袁也会给现行就业带来深刻影响袁为此本文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提出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影响的应对策略遥
渊一冤培养员工变革和竞争意识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替代影响
我们无法阻止新兴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影响袁只有跟上变革的步伐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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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意识和创新思维袁更新知识袁开发科技素养和数据素养袁提高人工智能认知能力和应用技能袁提
升自身的职业能力袁才能使自己身处时代变迁中不被新技术淘汰遥 因此袁企业要帮助员工客观尧全面
认识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积极价值袁比如改善工作环境尧提高工作满意度尧增强幸福指数尧增加整
体就业收入水平等袁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影响遥 要让员工认识到院无论工作环境尧
产业结构尧生产方式如何变化袁替代效应如何影响就业袁都应该保持竞争意识袁积极树立变革思想袁
增强竞争意识袁培养创新思维尧信息处理能力尧数据技能尧数学运算等核心能力袁顺势而为积极地适
应和引领人工智能发展袁以更好地胜任具有创新性尧挑战性的工作任务袁成为智能经济发展的复合
型人才遥 只有如此袁才能不被时代淘汰袁才能更好地顺应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袁成为新兴
技术时代的主人遥
渊二冤加强教育培训袁建立终生学习机制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性失业
新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了就业结构极化现象袁由此产生了技术性失业尧再就业中技能与技术不
匹配等问题遥 具有特定技能或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袁在创新性要求更高的岗位上将有更多就业机
会并能更快地实现再就业遥 劳动者整体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将在宏观层面影响结构性失业比例咱28暂遥
因而袁完善技能培训体系袁保障技能性结构失业人员能够尽快转型融入人工智能时代职业体系中遥
针对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岗位知识技能袁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倡导员工终生学习理念袁为员工提
供终生学习的培训教育平台和激励机制袁满足员工工作任务所需的技能和就业能力袁降低人工智能
极化效应产生的技术性失业影响遥
建立终生学习和培训机制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遥首先袁实施人工智能职业技能的培养开发遥技
能培养从学校优化教育改革体系开始袁通过加强校企合作袁加强学校和企业袁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相
关研发尧生产企业的协同育人计划袁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尧学尧研一体化校企合作机制袁培养在校
学生的数据素养尧科技素养尧认知能力尧创造性思维等人工智能知识能力结构体系袁提高学生在人工
智能时代的综合就业能力遥 其次袁企业和政府需要为员工尤其是有技术性失业风险的员工提供技术
能力培训遥 企业除了承担经济责任外袁良好的企业还应该承载社会责任袁对有潜在替代风险的员工
提供相应的人工智能技术培训遥 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工作需要人机协同袁对员工的专业性尧协作能力
要求高袁需要员工掌握数据管理尧 编程尧回归分析等硬技能遥 因此袁企业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对培训内
容尧环节进行设计袁帮助员工提高人工智能应用能力遥 最后袁鼓励员工终生学习袁为员工提供终生学
习的奖励机制遥 企业对具有人工智能知识技能学习需求和学习动力的员工在物质和经济上提供支
持和保障袁并对人工智能技术学有所获尧学以致用的员工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遥
渊三冤强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袁优化劳动市场就业结构袁减少结构性失业
目前我国正在迈向创新驱动尧协调发展尧绿色发展方向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咱29暂袁随着人工智能

的广泛应用袁员工工作时间缩短袁工作环境改善袁消费者对娱乐休闲尧健康保健产品的精神需求和生

理健康需求不断增加袁这必然会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现代服务智能化袁尤其是向软件信息尧教育尧健
康尧旅游尧养老尧康护以及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袁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尧更大的市场遥 比如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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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业尧文旅产业带动了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需求袁同时也创造了新型服务就业机会遥 当前袁我国
不仅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而且在人工智能研发尧生产和制造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同时袁我国在传
统产业与人工智能创新融合过程中袁生产方式和工艺得到极大的创新袁提高了生产效率袁加强了传
统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咱30暂袁产业结构正发生积极变化袁这种变化会使人工智能在就业上的创造性效应
更加凸显袁因此由人工智能技术衍生的新兴产业尧新兴商业模式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任务和就业岗

位袁需要大量劳动者予以补充袁可见目前我国在进一步加强促进传统产业向人工智能转型升级袁除
了要加大力度增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纵深发展袁还要大力发展创新型服务业袁进
一步对金融尧医疗卫生尧教育尧文化尧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袁促进新业态尧新商业
模式的诞生袁优化劳动市场就业结构袁帮助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遥
渊四冤构建大数据人才信息库袁加强就业公共服务建设袁保障公平就业机会
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大数据人才信息库袁为劳动者提供公开尧公正尧公平的就业数据信息袁通过
大数据分析技术整合人才需求数据尧人才储备数据尧人才更新数据尧人工智能应用的岗位技能需求
特点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人才发展趋势等数据资源袁为劳动者提供全面及时的就业数据信息袁一方面
保障就业数据信息公开尧公平袁另一方面人才数据信息库能及时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配置需求遥 同
时袁 政府公共组织应建立统筹区域尧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袁加快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化尧信息化尧网络
化建设袁增强城乡尧区域间人工智能产业联动和优势互补袁引导公共组织和社会团体参与就业公共
服务建设袁积极发挥经济技术发达地区人工智能研发尧生产尧应用等产业资源的辐射带头作用袁着力
引导人工智能发展下的人力资源合理流动袁缩小城市与农村尧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差
距袁促进区域间均衡协同发展袁保障劳动者在及时享受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带来的正向效益时袁获
得公平的就业机会遥
渊五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袁提高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带来冲击影响时袁势必会引起收入分配重大变化遥 在劳动者群体内
部袁人工智能引起的就业结构调整会造成不同群体之间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咱28暂遥 人工智能的应用袁

会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尊严感和幸福感袁智能劳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咱31暂袁国
家有义务规避劳动收入悬殊过大问题袁着力加强社会保障和失业扶持政策力度袁避免由失业引发的

社会风险遥 首先袁可以优化和提升社会基本保障水平袁在医疗尧教育尧住房保障上进一步改进袁稳步提
升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袁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遥 根据财政情况适当向受影响群体发放生
活补助袁避免对失业和低收入群体生活造成大的负面影响遥 其次袁健全失业救济尧就业援助尧最低工
资水平等社会保障制度袁保障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遥 再次袁完善低收入和失业群体
就业扶持政策遥针对失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建立就业援助计划和劳动技能提升培训资助遥政府和企
业建立劳动技能提升制度和奖励计划袁 给予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一定的再就业提升资源倾斜和
资金支持遥 最后袁利用大数据建立就业数据分析尧监测尧评价机制袁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对劳
动力就业的影响趋势袁对广泛应用智能机器的地区尧企业进行岗位变化监督预测袁做好失业风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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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工作遥通过监控尧预警及时掌控不同地区尧不同行业尧不同劳动群体的失业变化动态袁对潜在失业群
体再就业提供帮扶计划袁为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咨询指导尧新技能提升培训袁帮助其提升就业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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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Zhuohua
(School of Hotel Management,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0)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ds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will re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future employ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ve val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aising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income, filling labor shortage, increasing new job opportunities,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enhancing work well-being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cau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kill preference reform promoted by technical unemployment, the reduction of short-term income, the influence of fair employment and
so on. And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human resources employ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曰Future Employment曰Human Resources re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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