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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相互认可：
促进跨国流动就业
■卢敏

职业资格相互认可是国际上正在兴

业服务人员的职业资格予以认可。

已经获得执业资格、
满足执业年限等要

起的相互认可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促

实践中，
对职业资格的互认主要表

求的法律服务、建筑设计服务、工程服

进人员的流动，
尤其是专业服务人员在

现为执业资格互认，
即东道国不能因为

务、集中工程服务、城市规划服务、医

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
增加就业和创

从业者未取得其国内授予的执业资格证

疗和牙医服务等行业的服务提供者在我

业机会，
提高专业服务人员的就业层次

而阻止他们进入本国市场从业。
但相互

国提供服务。我国承认他们在其本国

和就业质量，
加强经济技术的深层次交

认可执业资格证不等于获得工作，
而只 （地区）获得的执业资格，不要求他们

流与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是在另一国获得工作的非常具有竞争力

参加我国的有关资格考试、
取得执业资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促进我

的条件之一，特别是专业人员希望在东

格证。
但我国对税务服务人员的资格未

国专业人员跨国流动就业，
本文在总结

道国须获得许可的部门从业，
则获得相

作限制。

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应积

互认可是准入的金钥匙。

际上是一种单边认可。Ｗ Ｔ Ｏ 中每个成

极推进职业资格相互认可工作的若干政
策建议。

总的来看，
我国作出的入世承诺实

■ 我国职业资格互认的初步实践与

员作出的承诺各有不同，
我国作出的这

■ 探索

些承诺，其他成员未必就对等开放。比
如外国的医生可以在申请许可后在我国

■ 职业资格互认的基本内涵
职业资格互认是促进专业服务人员

执业，
但我国医生的执业资格在国外不

职业资格互认实质是适应经济全球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捷径。我国

被认可，还须进行再次考试，获得执业

化的需要，
允许不同性质的管制机构共

急需的外国专业人员，
可以更便利快捷

资格才能从事医疗服务，
其结果可能导

同合作，
允许专业人员组织及许可机构

地进入我国市场并提供服务；我国的

致我国专业服务人员并未
“走出去”
。
不

参与相互认可协定的谈判，
更好地表达

专业人员也可以更便利快捷地进入外国

过，
我国作出的这些承诺一方面是基于

自己的特点、需求与意愿，通过相互学

的市场并提供服务。
我国在这方面的初

政治上的考虑，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

习、交流和借鉴，改善专业服务，促进

步探索主要表现为：

织，逐步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

全球范围的专业服务和专业人力资源的

其一，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我国

面，我国对外开放一定的服务市场，认

优化配置。开展职业资格互认，既是保

已经承诺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专业

同外国或地区的专业服务人员的执业资

护本国经济技术的重要手段，
也是开展

服务领域中的法律服务
（不包括中国法

格，有助于引进先进的专业服务，改善

学术技术交流，拓展经济、技术和人力

律服务）、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税

国内专业服务质量，相互学习，相互交

资源合作的重要途径。

收服务、建筑设计服务、工程服务、集

流，
逐步加快我国专业服务国际化的进

在一定意义上，
职业资格互认是服

中工程服务、城市规划服务（城市总体

程。

务贸易的突破口，
也是劳动保障工作有

规划服务除外）
以及医疗和牙医服务等

其二，在双边、多边层面，我国通

待拓展的新领域。Ｗ Ｔ Ｏ 《服务贸易协

７个行业，未承诺开放兽医、助产士、护

过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通过参与方相

定》第７条是职业资格互认的主要国际

士、理疗医师和护理员等服务行业。在

互的合作和交流，促进执业资格的互

规则。
我国在入世承诺中赞同对部分专

资格认可方面，
我国允许在其他成员方

认，
方便了我国和外国专业人员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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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如我国大陆与香港于２００４年签订

定或安排，
而不宜对其他国家授予的执

作为扩大本国、
本地区就业渠道和发展

的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业资格自动给予承认。

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２００６年全球流动

系的安排》
（简称 ＣＥＰＡ）中包含了对专

执业资格互认由于涉及方方面面的

就业人数达到１．９亿人，中国境外就业

业人员资格的相互认可条款。
其第１５条

利益，
若要在短期内彻底实现完全的互

人数也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了 ３４％。经济全

第一款规定：
“双方鼓励专业人员资格

认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但可以将之分为

球化带来了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
也带

的相互承认，
推动彼此之间的专业技术

若干阶段、若干方面进行逐次认可，在

来了一个更为开放、
充满活力的劳动力

人才交流。”我国大陆与香港互认专业

策略上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

市场，因此，如何促进就业，如何规范

资格，是地缘经济合作的推动，是基于

式。资格互认主要涉及教育或培训、实

中国人境外就业和外国人在华就业，
应

大陆和香港的文化同根同源、语言相

践经验和相关资格考试的认可，
因此可

是我们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起草了

通，教育体制、实践培训范围等方面存

以在这几个方面逐个突破，
最后实现比

《就业促进法（草案）
》
，正在征求意见，

在一定的类似性，
通过两地专业人才的

较系统的认可。
实践中我国在这方面作

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在草案中增加相应条

流动，扩大“溢出效应”，突破各自专业

出了一定的努力，
比如通过先互认会员

款，
明确中国人到境外就业和外国人在

服务发展的市场瓶颈和人才瓶颈，
推动

资格，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或获取

华就业的政策、管理、服务、监管的特

内地和香港专业人员的交流。

一定年限的执业经验，
从而可以申请相

别规定，或另立法规加以规范。这些建

此外，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

应的执业资格，
如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议实际上为执业资格互认的实施提供了

定、ＡＰＥＣ 中都包含了对专业人员资格

与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ＡＣＣＡ）现正

配套制度保障，
有利于执业资格互认的

的相互认可条款。

商讨互认协议，
希望最终达成两会会员

政策得以落实。

从我国的相关实践来看，
相互认可
执业资格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
客观

能够同时成为对方公会会员。

履行国际义务，建立健全相关

上需要制度上的衔接、技术上的协调， 制度

推动相互合作，积极参与规则
的制定
执业资格互认是加快专业服务全球

否则会影响其进展。为逐步融入国际

资格互认应遵循一定的规则，
即资

化的制度保证，
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必然

化，促进我国专业人员的对外交流，我

格要求、许可要求等以客观、透明的标

要求。
全球化的背景使得各参与方的利

国应在这方面积极参与。目前，我国与

准为依据，对服务提供者资格、能力的

益存在共性，
而且互认的前提是参与方

澳大利亚、
新西兰正在就达成自由贸易

要求不超出为保证服务质量所必需的限

的管理体制相互衔接，因此，执业资格

协定进行谈判，
主要就中医、
中文教师、

度，
许可程序本身不构成对服务提供的

互认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我国在

厨师等服务的资格互认进行磋商。
与巴

限制。
对于已经承诺开放的专业服务行

推动执业资格互认的过程中，
应对不同

基斯坦、智利的谈判已经启动，下一步

业，各成员得规定适当程序，验证来自

国家的管理体制差异加以比较，
加以借

拟与韩国进行谈判。

其他成员的专业人员的能力。
从现行有

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制定国际普

关法律规范来看，
有关专业服务的立法

遍认可的专业服务标准，
更有效地促进

■ 推进我国职业资格互认工作的政

大多规定外国专业服务人员在中国执业

执业资格互认的达成。
我国应加强区域

■ 策建议

活动，
由相关主管部门另行制定管理或

协调，加入已有的谈判，或进行新的协

按照对等原则，
这些规定仅仅是一些原

定或安排的谈判，积极参与规则的制

从实际出发，坚持对等原则

则性规定，无法保证客观、透明，在今

定，通过相互磋商，在参与专业服务标

由于服务贸易的复杂性，
各国普遍

后的立法过程中需要加强。
对有的专业

准的制定过程中合理借鉴他国经验，
以

认为服务业的开放应遵循逐步推进的原

服务行业如税收服务，
还没有可以适用

更好地构筑国内的制度，
并促成与其他

则。首先应在保障基本利益的前提下， 的规定，应当抓紧制定。此外，还应对
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需要出发，
实事

审核外国执业资格证的程序加以研究、

求是地选择资格互认的行业，
对涉及重

制定，并遵循非歧视的原则。

大公共利益的行业应谨慎斟酌，
不能一

建立健全就业促进制度

味扩大开放。同时应坚持对等原则，通

执业资格互认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

过与其他国家或行业机构谈判，
签署协

员流动。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境外就业

国家的相互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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