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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菲律宾劳动法律
Fundamentals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
Laws in the Philippines

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
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天八小时或每周48

小时。
员工有权享受每天至少一小时的无薪午

休或20分钟的饭后休息。
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

菲律宾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由世界
银行公布的2018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菲律宾将
继续引领增长。从2018年到2019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
（GDP）预计将增长6.7个百分点。
菲律宾的劳动法律通常是更倾向于劳工者的立场。由
菲律宾劳动与就业部（DOLE）实施，该机构是该国劳动和
就业执法的主要机构，菲律宾劳工法规定了包括雇佣员工、
终止合同、工作条件、雇员福利的基本规则和经济补偿金的
计算规则等各类情况。

的员工有权享有加班工资，加班时段工资是正

常工资的125%，休息日或假日工作，工资将是
正常工资的130%。

雇员享有加班工资的权利取决于工作的

义务和责任的性质。
但是，有些职务的雇员是
没有加班费的，包括：
- 政府雇员；

- 管理型员工；
- 外勤人员；

- 雇主的家庭成员；

- 家庭佣工及其他的个人服务工作人员；

- 由菲律宾劳动与就业部指定的以工作结果取
得报酬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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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由相关的地区三方工资和生产力委员会制定。根

据相邻的几个菲律宾国都区（NCR）
（包括卡洛奥坎、拉斯皮纳斯、马卡蒂、马拉翁、纳沃

塔斯、曼达卢永、马尼拉、马里基纳、文珍俞巴、帕拉纳克、帕赛、帕西格、奎松、圣胡安、
塔吉格、巴伦苏埃拉和帕特罗斯）的工资标准，具体内容如下：

终止就业
一般来说，雇主在劳动法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

雇员终止雇佣关系。
受法律保护的解雇理由包括：

1.为了防止损失而裁员(如为了防止损失而由管理层决定
的减员)；

ᤈӱ

चૡᩒ

ኞၚᤑۗᩇ

๋ෛૡᩒ/෭ᡈ

ᶋ١ӱ

₱481.00

₱10.00

₱491.00

١ӱ

₱444.00

₱10.00

₱454.00

100ୟଥ֖զӥጱᐺՈ܅ᴺ

₱481.00

₱10.00

₱491.00

ᵟአ֗ԭ15ާݷૡጱᵭࠓࠟ/๐ࠟۓ

₱444.00

₱10.00

₱454.00

ᵟአ֗ԭ10ާݷૡጱګ᭜ࠟ

₱444.00

₱10.00

₱454.00

2.不是由于重大损失或者财务问题关闭或停止公司的经
营；

3.当雇员患有在6个月内不能治愈的疾病，继续雇用，对
其健康或者同事的健康造成损害。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解雇是由于以上所列举的原因，

而且他或她也服务了至少6个月，那么，该雇员有权获得
不少于一个月的遣散费。

如果雇员已经服务了至少6个月，但是不足一年，而

且解雇原因为以上列明的，那么他或她有权获得一整个
月的遣散费。

个人所得税税率
在菲律宾工作的外国人根据他们在该国的逗留期限和就业期限被称为常住外

国人。 此类人群个人所得收入的处理方式与菲律宾公民相同，并由雇主按来源征税。
在某些情况下，在进行任何其他费用扣除之前，所得税按外籍员工总收入的税率扣除
15％。
下：

根据新的“税制改革法案”
（TRAIN）
，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税率如

员工因严重不端行为、习惯性疏忽、欺诈、故意违约、

职工犯罪等原因被解雇的，不享有离职金。
雇主必须向雇
员提供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给予他/她解释的机会。如
果雇主决定终止，必须向被解雇雇员提供书面通知。

请假与假期
按照菲律宾劳动法，雇员没有有偿病假一说。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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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月1日起，除年收入超过800万比索的纳税人外，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率

将进一步降低。

在实践中，一般企业的雇主会自愿增加关于病假的公司

政策，或是雇员通过集体谈判取得病假权益。根据《菲律

宾劳动法》
，女性雇员可享受78天带薪产假，男性雇员也
有权享受7天的带薪陪产假。

每年菲律宾有12个带薪节假日，如果雇员需要在这

些假期工作，雇主需支付给雇员双倍工资。此外，雇员还

有三个特殊的非工作假期，雇员在这三天内可以不工作，
但也不会取得报酬。

社会保障
根据菲律宾的社会立法，雇主及其雇员必须向社会

保障系统（SSS）
，国家健康保险计划（PhilHealth）和家庭
发展共同基金（Pag-IBIG基金）支付款项，这些计划将会

保障雇员的疾病、生育、残疾、退休、死亡和葬礼、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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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及其雇员需要支付的费用根据员工的月薪来决

定。
雇主不得从员工的每月供款中扣除其份额。
如果雇主
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缴款，可能会面临承担罚款甚至是刑
事制裁。

目前的SSS缴费率为月薪的11％，不超过16,000比

索，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分别为7.37％和3.63％。

雇主还必须将员工月薪的1％提供给雇员补偿（EC）

计划，该计划将照顾到由工作导致的疾病残疾，或工亡的
员工。

1人民币（CNY）≈8.2124菲律宾比索（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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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成功举办江宁商会
“企业合规用工及节税管理”私董分享会
2018年5月24日，BIPO在作家书店举行了“企业合规用工及节税管理”的分享会，邀请了来自江宁商会企业的近30位嘉宾参与了此次活动。

BIPO CEO同时也是江宁商会副会长陈水海先生为活动致开幕辞。随后，BIPO高级顾问周凯刚先生针对企业合规用工及工资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分

享。
演讲中，周老师从企业用工成本为切入点，分析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结构，并从企业最关心的社保公积金，包括企业赔偿金等进行展开，同时结合BIPO财
务总监陈杰先生带来的节税优选策略方面的分享，使现场嘉宾对此次活动表示受益匪浅，并期待以后能看到更多类似的分享会。

BIPO应邀参加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8年实习、就业校园招聘会
2018年5月23日下午，上海必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应邀参加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

院2018年实习、就业校园招聘会。招聘会上，必博团队向参会学生详细介绍了公司情况与招

聘岗位，接受了广大学生的热情投递，并对有意向的学生进行了现场短暂的面试。本次招聘
会的有力组织与顺利开展，为企业与学生建立了直接了解与沟通的高效渠道，深受大家的好
评。

欢迎报名
“海外用工风控高层研讨会”

BIPO NEWS

“一带一路”建设为企业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变革。针对企业海外用工多元化需求的增强，在6月21日必博BIPO和劳达Laboroot联合主

办“2018海外用工风控高层研讨会”
，并特邀多位嘉宾大咖带来专业演讲，针对海外用工的合规管理和法律风险控制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干货
内容和实际案例的分享，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的论坛盛宴。

会议信息

2018/6/21 13:00 - 17:00

会议费用：198元/人（费用包含会务、研讨、会刊、茶歇等）

BIPO
小
助
手

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

Rachel Han

rachel.han@biposervice.com
+86 21 6139 2127

+86 150 0174 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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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香港办公室迁入新址
BIPO顺利完成香港办公室乔迁工作，现BIPO香港办公室的地址为香港新界荃湾海盛路3号TML广场22/F，C1室（C1, 22/F, TML Tower, 3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BIPO香港办公室的联络号码没有改变（T：+852 3643 0294）

BIPO HK团队这几年来随着业务量增加不断扩大，顺利迁移办公室离不开所有客户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
如您在香港并有时间，我们也欢迎您在工作日莅临我司香港办公室进行访问。

BIPO新加坡受邀参加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研讨会
BIPO新加坡团队于5月24日参加了在淡马锡理工学院举行的一年一

度由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TUC）举办的“Innovating Today, Reinvent-

ing”研讨会。BIPO会见了500多位企业家和中小型企业的商界领袖，并与

他们一同讨论行业动态，并就人力资源管理解决方案和研发能力进行了远
见性的对话。

政策快讯

1.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出台，上海企业残保金将减
负。More...

2. 北京市公布2017年社平公布：月平均工资为8467元 。More...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More...
4. 2017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为85582元，月平均工资为7132元，比上年
增长9.7%。More...

5. 2017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65元，比上年
增长8.2%。More...

关于我们
BIPO于2004年在上海成立，致力于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之后发展成为国际化公司，全球总部设立于上海，并在新加坡设立亚太总部，研发
中心分别设立在新加坡，上海，印度尼西亚，另外，BIPO同时也在香港、台湾、泰国、日本、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
司，业务遍及亚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人事代理、薪资外包、考勤自动化管理、海外落地服务、劳动力精益管理、业务流程外包、差旅管理、弹性福利管理、外
籍员工服务等等。除了人力资源服务，我们也提供行政和财务等相关的外包服务。
BIPO的优势在于通过BIPO HRMS“全模块”系统整合，实现云服务亚太地区“全覆盖”。
BIPO，作为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提供创新高效的企业解决方案，助力提升企业效率，以“中国服务的
探索者和实践者”为己任，致力于把“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info@biposervice.com
上海市延安中路841号东方海外大厦1102室
86-21-61392137
www.biposervice.com
bipo-svc

biposvc
扫码关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
发送往期BIPO TIMES到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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