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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埃及劳动法律

A Brief Look into Egyptian Labor Law
埃及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和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在经济、科技领域方面长期处于非洲领先态势，也是非洲大陆第三大经济体。其

各项重要产业，如旅游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着几乎同等的发展比重。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支点国家，埃及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越来
越密切。
但埃及的政局与经济并不算稳定，埃及工资水平不高，工人生产效率较低，缺乏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培训消耗成本过
多。
同时埃及《劳动法》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法规之一，
《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终生工作岗位，造成缺乏竞争，劳动积极性不高。

工资

在此劳动单位工作满一年。
工作超过10年，或者为一个或多个雇主服务

付的包括如下工资：

少于一年但不少于六个月的雇员，年假按任职期间按比例计算。
如果雇

雇员得到的所有工作报酬，无论是否固定或可变的，货币或实物支
1) 劳动关系内支付的佣金；

酬；

2) 按照约定比例给予的员工在工作中制造，销售或收集的任务报

的雇员，年假为30天。
50岁以上的雇员也有权享受30天的年假。
对于雇用
员离职时，年假处于未休状态，应将未休的已获得年假折算为工资发放。

产假

社会保险所涵盖的女性雇员（连续10个月缴纳社会保障金）有权享

3) 无论任何原因给予的增薪，或者实物福利；

受三个月的带薪产假（3个子女为上限）
，产假福利按工资的75%支付。
此

在埃及，工资年度增长不得低于7%，基数为固定工资，即社保基于

领取2年的无薪生育假。
在孩子出生后24个月，妇女每天也有权享受两个

4）非工作必须的实物福利；
的固定工资。

年假

埃及“劳动法”第47条规定，雇员每年的年假为21天，条件是雇员需

外，在有超过50名雇员的机构中雇用的妇女有权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0.5小时的护理休息假，或者组合成一个小时的长时间休息假期。
妇女在

从产假返回工作单位时应保留她所有的权利和福利。
《劳动法》没有关于

陪产假的规定。
对于雇用100名或以上雇员的机构，雇主有义务提供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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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或以负责将雇员的子女(直到达到教育年龄为止)置于适当的托

雇主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有责任支付雇员在整个合同期间本应享

外籍员工的法律规定

主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终止无限期雇用合同，雇主应向雇员赔偿：

儿所的方式替代。

有的全额工资。适用的通知期限应按一定期限的雇佣合同约定。如果雇

根据埃及《公司法》规定，某一公司的雇员中只有10%可以是工资总

额不超过总额20%的外籍员工。根据“投资法”
，在任何一个自由区设立

的公司可以雇用不超过公司雇员人数25%的外国雇员，且在埃及工作的
外籍雇员必须获得埃及的居住证和工作许可证，否则不允许外国雇员在

埃及工作。外国技术专家必须有两名埃及雇员担任助理。受雇于旅游和

除应计假期、奖金等应享权利外，每一年工作年限不少于两个月的全薪。
如果雇员在雇主服务的时间少于10年，应向其发出两个月的通知期；如

果雇员在雇主的服务期限超过10年，则应发出三个月的通知期。雇主无
权无理由终止雇用合同，除非雇员因“严重过失”而违反合同(“劳动法”第
69条)。
“严重过失”包括下列行为：

1）伪造身份或提交伪造证件；

教育等某些领域的雇员需要提交额外的文件并获得具体的批准才能获

2）持续违反安全指示；

得工作许可证。在提交所有所需文件后，劳工局签发一张临时单据，附在

3）一年内连续20天或连续10天缺勤；

雇员的护照上，准许该雇员在埃及开始工作。一旦证件等手续的程序结

4）泄露造成重大损失的雇主机密；

束(通常需要2-3个月)，就会签发工作许可证和居留证。工作许可证是一

5）在同一工作领域与雇主竞争；

份临时文件，不颁发永久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证每年或每六个月续签

6）工作时间内醉酒状态；

一次，视工作许可证的期限而定。法律条例还规定了外籍人士禁止在埃

7）对雇主、总经理或任何上级的攻击。

及从事以下职业：导游、肚皮舞、出口和清关工作。任何人违反关于外籍

雇员工作条例的法律规定，可被处以不少于500埃及镑和不超过5000埃
及镑的罚款。

雇用合同

雇主有权收集与申请就业、补偿和福利有关的个人信息以及雇主的

其他规定。雇主应为每名雇员提供一份文件，包括：雇员的资格、证书、社
会地位、身份证或护照副本、雇员上家公司的证书。雇主与雇员签订的合

有部分人员类型是在合约期内禁止雇主解雇的，以下为限制解雇的

人员类型：

1）雇主禁止在产假期间解雇雇员。

2）雇主不得在社保给予的病假期间和剩余的年假期间解雇生病缺

勤的雇员。

3）以下原因不被视为合法和充分的解雇理由：

a）肤色，性别，社会身份，家庭义务，怀孕，宗教，政治观点；

同需一式三份，一份由雇主保管，一份由雇员保管，一份由相关社会保险

b）雇员属于工会，或者参与合法的工会活动；

办公室保管。
合同中需强制列明：

c）实行或曾经实行雇员代表的工作，或正在选举员工代表；

1）雇主姓名和工作地点；

2）员工的姓名，资格，职业和住址社会保险号码以及其他证明其身

份所需的文件；

3）受合同约束的工作的性质和类型；

利。

4）商定的工资，付款方式和时间，以及其他商定的货币或者实物福
雇主应当给予工人一份收据，以证明相关文件或证明已经交由雇主

保管。
外籍或埃及雇员的雇用合同必须用阿拉伯语书写。

诉；

d）递交或参与递交针对雇主违反法律法规或劳动合同的申
e）要求雇主就工人会费进行扣除；
f）雇员使用休假权利。

如果任意一方无合法且充分的理由而终止合同，他应该赔偿另一方

解雇带来的损失。

雇员可以求助委员会（根据劳动法条71条）要求补偿，委员会裁定的

补偿：对于每一年的服务期，可以转换为至少2个月工资。且该补偿不影

终止劳动关系

如果雇主在合同期限内的任何时候终止一项确定期限的雇用合同，

响雇员其他应得的福利。如果有明确的期限协议，则为合同期间剩余时
间的薪金。

1埃及镑=0.3889人民币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养老、残疾和死亡
健康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上下限调整
工资定义

豁免人群
不受双边互惠社
保协定覆盖的外
籍雇员

全员适用

豁免人群
固定工资
浮动工资
固定工资

浮动工资
固定工资
浮动工资
固定工资
浮动工资

下限/月
550
550
550
550

上限/月
1500
2795
1500
2795
1500
2795
1500
2795

雇员

雇主

13%

17%

1%

4%

10%

15%

0%

2%

0%

3%

全额工资的下限为公务员最低工资，每年7月1号进行10%的增额调整；
基本工资的上限每年7月1号进行10%的增额调整；
浮动工资的上限每年1月号进行15%的增额调整。
固定工资=基本工资+固定福利

浮动工资=加班费、奖金、佣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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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人才中心领导莅临BIPO进行调研

3月1日，细雨蒙蒙，上海市青浦区人才服务中心陆震宇主任、青浦人才就业促进

中心陆晓峰主任、邹斯延科长春雨拂面，前来BIPO调研。

BIPO总经理陈水海先生汇报了2018年的工作成果，以及2019年的业务展

望。
2019年，BIPO紧扣“一带一路”政策，继去年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尼的海外拓展计

划，今年在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亚太国家继续拓
展前行，国际化布局的公司组织架构已初具雏形。在技术层面，BIPO进一步完善了一
站式服务平台和BI（商业智能）系统模块及功能，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ERP，在
这一年中，发挥了我们境外服务落地的优势，增加系统中的多语言应用，已实现HRMS

系统全模块的应用。同时，在同事们不懈的努力下，BIPO也在国内组建了自己独立的

研发中心，将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和技术植入到人事管理系统，研发出了属于
BIPO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移动互联网产品——workio，并计划于3月正式上线应

用，成功的经验也将会被复制到企业版的HRMS系统中。
BIPO，正以“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能力最强的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为目标，将

“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2019年，我们还将完成在韩国等国家服务网络的设立。
BIPO紧跟“一带一路”政策，将企业文化不断在海外传播，在2018年将计划联合新加坡跨国

企业高管，一同在新加坡举办“关于中国用工”的讲座论坛。
同时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小型企业客户可以通过HR领域专业的移动互联网工具——
Workio，将所有人事和行政的事务性工作通过系统整合起来，去人工计算化的服务工作，实现全数字化管理。

调研中，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国内企业如何走出去以便顺利开展海外业务？企业如何吸引人才，将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使人力资源的潜能最大化？人才创造更多的空间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人社局陆主任也介绍了青浦区领导对人才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提出了青浦人社局改造规划，希望政府能整合社会机构的有效资源，以大

数据分析为依托，为企业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支持，同时也对BIPO公司2019年战略版图扩张、业务发展、服务提升的强大企业发展力，给予充分肯定
和支持愿望，也给BIPO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发展建议，希望BIPO能够成为HR数字化、移动化管理的先进的服务的引领者。
BIPO必将把领导们的期望化作巨大的工作动力，使BIPO的移动互联网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跃上新的台阶。

BIPO公开课 | 日本劳工环境解读

随着日本政府于2018年通过的一系列工作改革法案将于今年4月份正式生效。3月21日，BIPO特邀了有着25年日本HR经验的日本劳动法专家

Akira Hamano濱野晶先生以及拥有10年对日HR经验的Vera Ren任丽雯女士，同时再度携手Distrii办伴于Distrii办伴（长宁文广大厦）专门举办了一场

针对本次日本劳动法改革的公开课，旨在深入解读日本劳工环境，带领我们了解日本的招聘、雇佣形态、解雇制度和公司相关政策，从而有效帮助公司
审查和优化其人力资源政策和员工福利计划，为有着日本相关业务或即将进入日本开辟新市场的企业献计献策。

课上，为更好地帮助大家理解日本的众多法案以及本次日本劳动法改革相关内容，濱野晶先生和任丽雯女士从日本的历史背景出发，由浅入深，

分别从日本公司注册手续、
“士”业、日本招聘雇佣形态、解雇制度、公司HR policy和日本员工薪资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 针对在日员工的加班，年假，
过劳死等问题，濱野晶先生和任丽雯女士更是引述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大家理清日本企业、在职员工、劳动局和劳动基准法等多方之间的关系
脉络。
“freetalk”环节大家积极参与，就实际工作中遭遇到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疑惑，濱野晶先生均细心解答并提出合理建议。
最后，本次BIPO
日本公开课在大家的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

于日本劳工环境解读之后，后续的BIPO公开课的主题内容将涉及其他海外国家，大家将接触到更多热门话题和实用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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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荣获2018-2019
大中华区最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大奖

BIPO在由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媒体公司HRoot举办的大中华区极

具权威、备受瞩目的人力资源评选活动--“2018-2019大中华区最佳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评选（Best HR Service Providers in Greater China 20182019）”颁奖典礼于3月29日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盛大举办。

BIPO在此次评选中获得“大中华区最佳人力资源服务品牌（人力资

源外包类）
“的大奖，十分荣幸能获得此次奖项，这是对BIPO一直以来努
力的肯定，BIPO也将在这份肯定下继续努力，为人力资源行业的进步做
贡献。

BIPO正式获批“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

2019年1月25日，BIPO正式获批“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 BIPO的

客户和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我们就业见习基地，申请成为外派单位，从而
享受等同于就业见习基地的待遇。

就业见习基地申办完成后，可有以下补贴：
1）见习学员生活补贴
2）见习带教费补贴

如有需求，可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Andy Chen
手机：13524663129

邮箱：Andy.chen@biposervice.com

BIPO新加坡办公室迁入新址

BIPO新加坡团队随着业务量增加而不断扩大，终于在3月1日BIPO

顺利完成新加坡办公室的乔迁工作，这其中离不开所有客户的信任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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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在新加坡并有时间，我们也欢迎您在工作日莅临我司新加坡办公室
进行访问。

BIPO新加坡办公室新的联络方式如下：
BIPO Service Singapore Pte Ltd

地址：9 raffles place, #05-00 republic plaza 1. Singapore 048619
联系人：Albert Liew

电话：+65 6877 6925

政策快讯

1. 4月1日起，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到2480元。More...

邮箱：albert.liew@biposervice.com

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More...
3.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More...
4. 苏州市吴江区关于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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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