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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各地劳动合同相关条例解读（上）

• 	 东盟(ASEAN)正式名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是殖民统治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区域合作联盟。

•	 现有10个成员国：

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	 东盟的成立是为了奠定区域对话与合作的框架，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此后，东盟也成功签订了一系列

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如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1995年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以保持成员国之间

的友好合作关系。

各国特定劳动合同相关条例解读：

东盟

东盟各地劳动合同相关条例解读（上）

1.	文莱
a.	 与雇员约定的相关内容符合以下条件的，均应以书面形式签订：

•	 超过一个月或工作日超过26天的；

•	 为雇主完成某项具体工作，无法在工作开始后一个月内完成的；

•	 规定的就业条件与其聘用地区其他类似工作的就业条件有重大

差别的。

b.	 聘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

•	 如果由于雇主的故意行为或疏忽而没有以书面形式订立任何合

同，雇员有权向劳动委员会人员申请取消，同时不影响他拥有就

违反合同提出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



Brought to you by 

c.	 签订的合同中，以下情况必须加以说明:

•	 雇主或雇主集团的名称，以及在允许的情况下，需包括事业项目

名称和工作地点；

•	 雇员的姓名、工作地点和原籍，以及任何其他必要的细节，以确

定其身份；

•	 雇员亲属的姓名和所处地址；

•	 雇佣类型；

•	 雇佣期限和计算期限的方法；

•	 希望终止合同的一方提前发出通知的适当期限；

•	 工资标准及其计算方法，工资支付的方式和周期，预付工资（如

果有的话）以及此类预付工资的偿还方式；

•	 雇员享有的医疗、劳动等福利；

•	 根据合同条款为工人和任何可能随行的受抚养人提供福利而采

取的措施；

•	 遣返的条件；

•	 合同中包含的其他任何特殊条件。

d.	 文莱的社会保障方案:

													公积金、全民养老和残疾养恤金制度是文莱现有的社会保障方案。

•	 公积金

-								所有年龄在55岁以下的文莱公民或永久居民，包括1993年1	

月1日或之后开始工作的政府公务员，都属于该基金的覆盖

范围。(1993年1月1日前开始工作的公务员由政府养恤金计

划覆盖)；

-							55岁以上的公民和自由职业者为自愿加入的对象；

-							不包含：外国雇员；

-							缴费率如下：

																														雇员按月工资的5%缴纳，雇主按月工资的5%缴纳。

•	 全民老年和残疾养恤金

-							所有当地人的费用由文莱政府全额资助。

3.	印度尼西亚
a.	 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合同可以是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的：

•	 无固定期限合同可以是口头或书面形式。固定期限合同必须以

印度尼西亚当地语言签订书面协议；

•	 合同可以是双语（印尼语和外方语言）的。但是，如果有任何冲

突，则以印尼语版本为准；

•	 固定期限合同的期限最长为两年，只能延长一次，延长的最长期

限为一年；

•	 固定期限合同可以在第一个合同期满后30天的宽限期内续签一

次，期限为两年；

•	 在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方面，固定期限、非全日制雇员与无固定期

限合同雇员均享有类似的权利，包括工资、加班费、休假和社会

保障；

•	 根据就业法，某些额外的福利可能适用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就业

协议的雇员，在雇主终止合同时有权获得离职补偿。

b.	 关于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则不适用于外籍雇员。他们能够在印度尼西

亚工作一定期限，除某些特定情况外，每次只能发放一年期限的工

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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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行业风险分类) 费率

最低费率乘数为2021年1月生效的最低工资数（印尼盾	4,416,186）

注：工资由基本工资+固定津贴组成。

*BPJS封顶基数于2020年3月1日起生效

*健康保险封顶基数于2020年3月1日起生效

2.	老挝
a.	 老挝要求雇员就业时签订合同。但是，就业合同的形式可能有所不

同。当雇主是个人时，合同可以是口头的，而雇员与法律实体之间的

合同必须是书面的。

b.	 合同中要写明：

•	 雇主的详细情况，雇员的全名和各自的地址；

•	 拟从事的工作(即雇员的权利、义务、责任)；

•	 合同期限和试用期；

•	 工资，包括支付方法/形式；

•	 雇员享有的福利和待遇；

•	 工作时间、休息日和节假日；

•	 雇员在合同期满后可能获得的福利；

•	 双方根据《劳动法》约定的任何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的期限可以是有固定期限的，也可以是无固定期限的。

c.	 老挝的社会保障方案：

	 老挝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所有雇员、公务员、

警察和军人。自营职业者也可自愿参加。有资格参加该保障的人可在生

病、生育、残疾、退休、死亡和葬礼、健康保险和住房贷款时使用。

雇主和雇员必须缴纳社会保障基金，计算的总基数上限为450万老挝基

普。

-							雇主必须缴纳薪酬总额的6%。

-							雇员必须缴纳薪酬总额的5.5%。

在国内工作超12个月的外籍人士必须在老挝的社会保障计划中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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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来西亚
a.	 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

•	 合同必须包含以下雇佣关系中的关键条款：

-							工作地点；	

-							工作范围；

-							工资标准；

-							发放工资周期；	

-							假期规则；

-							福利标准；	

-							与维护雇员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其他事项。

b.	 劳动合同受1955年《就业法》中规定，可以是固定期限合同，也可以

是无固定期限合同。

•	 雇主必须注意，如果雇员的固定期限合同多次续签，在发生任何

与解雇有关的纠纷时，马来西亚法院可将该雇员视为永久雇员。

c.	 马来西亚的社会保障方案：

雇主和雇员必须通过马来西亚的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障组织向雇

员社会保险方案缴款，该方案涵盖退休、残疾、遗属福利和医疗费用。

•	 国内工人、外国工人、自营职业者和自营职业者的配偶均可免于

向公积金EPF和社会保险机构SOCSO缴费。

•	 费率标准如下：

马来西亚的劳动合同

1.75%	-	请参考以下链接

RM	69.05

0.5%	-	请参考以下链接

RM	19.75

缴款百分比（雇主） 缴款百分比（雇员）类别

马来西亚人	/	永久居民

及月薪低于RM4,000

马来西亚人	/	永久居民

及月薪高于RM4,000

月薪的13%

RM	5.00	

月薪的12%

月薪的9%

月薪的9%

月薪的9%

缴款百分比（雇主） 缴款百分比（雇员）
(到2020年12月)类别

马来西亚人/永久居民及

月薪RM5,000或以下

马来西亚人/永久居民及

月薪RM5,000或以下

马来西亚人/永久居民及

月薪RM5,000或以上

月薪的1.25%马来西亚人

月薪的1.25%非马来西亚人

N/A

N/A

缴款百分比（雇主） 缴款百分比（雇员）类别

月薪的4%马来西亚人

RM	5.00非马来西亚人

N/A

月薪的5.5%

缴款百分比（雇主） 缴款百分比（雇员）类别

SOCSO	/	PERKESO	(Pertubuhan	Keselamatan	Social	Malaysia	in	BM)

SOCSO	–	第一类(60岁以下)

EPF	/	KWSP	(Kumpulan	Wang	Simpanan	Perkerja	in	BM)

EPF	-	60岁以下的雇员

SOCSO	–		第二类(年龄≥60岁且非马来西亚人)

EPF	-		60岁以上的雇员

有关SOCSO费率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随附的链接：				

https://www.perkeso.gov.my/index.php/en/24-social-security-protection/employ-

er-and-employee-eligibility/53-rate-of-contribution

有关EPF费率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随附的链接：					

https://www.kwsp.gov.my/documents/20126/273744/JADUAL+KETIGA+27032020_

ENG.pdf

4.	柬埔寨
a.	 柬埔寨的劳动合同可以是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的：

•	 固定期限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可以口头

签订；

•	 如果合同需要登记，登记时不产生费用；

•	 口头合同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

法规规定的条件下达成的约定；

•	 固定期限合同的期限不能超过2年，并有一个确切的开始和结束

日期。它可以多次续签，但单次期限(包括续签)不能超过2年。

b.	 	《民法》规定，劳动合同中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	 薪资标准；

•	 工作时间；

•	 其他工作条件(即工资、工时或工作、夜班、每周休息、带薪年假、

公共假日和特别假)。

c.	 柬埔寨的社会保障方案：

•	 所有柬埔寨国民都可享受社会保险；

•	 享受该社会保障的人可以在生病、生育、残疾、退休、死亡和葬

礼、健康保险和住房贷款时使用。

d.	 社会保险缴纳	

若企业雇主拥有超过8名雇员的话，须向国家社会保障基金（NSSF）

登记其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雇员信息。

雇主必须向NSSF缴纳职业风险保障计划，并为其雇员支付医疗费。

职业风险保障计划的缴费费率为雇员月平均工资的0.8%。除职业风险

保障计划外，还要求雇主和雇员各按雇员月平均工资的1.3%缴纳医疗

保险。从2018年1月1日起，这项缴纳医疗保险的缴纳义务由雇主承担。

https://www.perkeso.gov.my/index.php/en/24-social-security-protection/employer-and-employee-eligibility/53-rate-of-contribution
https://www.perkeso.gov.my/index.php/en/24-social-security-protection/employer-and-employee-eligibility/53-rate-of-contribution
https://www.kwsp.gov.my/documents/20126/273744/JADUAL+KETIGA+27032020_ENG.pdf
https://www.kwsp.gov.my/documents/20126/273744/JADUAL+KETIGA+27032020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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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缅甸
a.	 劳动合同确立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工作关系，由合同双方商定：

•	 劳动合同只能采用书面形式；

•	 雇员必须按照标准劳动合同模板规定就业；

•	 就业前的试用期或入职前的培训期，不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聘用试用期不能超过3个月；

•	 雇佣合同可以是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的；

•	 在缅甸，所有雇员都有权享有同样的法定就业权利，包括带薪休

假、加班费和遣散费。

b.	 劳动合同中必须包含以下说明：

•	 职务分类；

•	 雇员工资薪金偿付；

•	 工作时间；

•	 其他工作条件(即加班、每周休息、带薪年假和特别假。

c.	 缅甸的社会保障方案：

【注】

本资料仅就有关事项提供参考，不应代替如专业会计、税务、法律或其他顾问咨询。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所有当地雇员和学徒。自营职业者、国际

组织或外国政府雇员、季节性农民或渔民、非营利组织雇员、成立不足

三个月的公司雇员、无雇员的家庭企业、街头小贩、日工、兼职和临时工

都可以选择自愿参加。

该社会保障制度还为公务员、国家委员会、国营企业和市政当局的

长期雇员，以及军人提供额外的特殊福利。可以在生病、生育、残疾、退

休、死亡和丧葬、医疗保险和住房贷款等情况下，享受额外的补贴。

社会保险缴费率：

-							雇员费率：2%(最高为6	000克朗----2014年4月1日以后)

-							雇主费率。3%(最高9	000克朗----2014年4月1日生效)

-							无论雇员以何种货币领取工资，都必须以缅甸缅元缴纳社保。

雇员的社保缴纳可在纳税时扣除。

雇主有义务从工资中扣留雇员的缴款。

资料来源：PwC - Tax Summaries

荣誉	|	BIPO马来西亚在第六届年度人力资源供应商评选中荣获“最佳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金奖”
2021年1月20日，BIPO马来西亚在第六届年度人力资源供应商评选中，获评最佳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金奖）。

该年度奖项已连续六年在亚太区举办，旨在表彰人力资源解决方案供应商在人力资源行业

的卓越贡献，认可其在人力资源和创新业务等做出的努力。

BIPO创始人兼CEO	 Michael	 Chen说道："2020年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是一项全新独特的挑

战，他们正开始自己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与企业紧密合作，提供了一站式数

字化解决方案，灵活满足他们业务目标和企业需求。"

BIPO马来西亚总经理Vivian	 Foo补充道："本次我们有幸获得这一殊荣，反映了我们致力于通过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企业数字化应用，支持企业的人力

资源计划，达成企业战略目标。"

作为亚太地区领先的人力资源和薪酬解决方案供应商，BIPO通过一站式SaaS云平台，将人力资源功能与创新的云技术相融合，实现人力资源流程的

自动化，帮助企业进行员工生命周期管理。

从入职前到离职，BIPO的员工主数据管理、考勤、薪资和报销管理等综合解决方案平台为HR提供可定制化服务，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之旅提供便利。

再次向BIPO马来西亚表示祝贺！

荣誉	|	BIPO成为全球服务商理事会首批成员单位
1月28日，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静安区人民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联合举办“上海服务•链接全球——上海静安‘全球服务商计划’推进

大会”。静安区四套领导班子，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裘文进，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科委等多个市级部门以及60多家全球服务机构参加了会议。

Source : 

ASEAN Labour Laws and Practices    |    Brunei Laws    |    Myanmar Labour Contracts    |    PwC

https://taxsummaries.pwc.com/myanmar/individual/other-taxes
https://docplayer.net/14469803-Labour-la-labour-laws-ws-and-pra-and-practices-in-asean-ctices-in-a.html
http://www.commonlii.org/bn/legis/l93127/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ssptw/2014-2015/asia/burma.html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出海新加坡之劳动法规概览”线上公开课圆满结束
1月12日，BIPO企业解决方案售前总监Felix和高级客户服务专员Jason来到BIPO海外用工超

级研讨会，为大家详细分享出海新加坡的攻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开拓海外市场。

会议中，Felix讲述了新加坡《就业法》概况，梳理法条脉络，对比新加坡与大陆之间劳动法的不

同，并针对雇佣合同管理，依据相应的条例规定，逐例分析，进行了细致讲解。同时就许多HR们关

注的公众假期、福利假期和外籍员工工作签证内容，深入剖析，通过举用实际案例，帮助大家解决

海外用工时所会面临的问题。“中央公积金、工伤保险赔偿和技能发展征税”作为热点关注话题，也

是凭借丰富的专业经验，帮助大家明晰实操事宜。

在本场新加坡海外用工超级研讨会中，线上的小伙伴们参与积极，反馈热烈，许多问题也涉及实际操作或是即将面临的情况。面对大家对新加坡就

业法的诸多疑惑，Felix、Jason均予以细心专业的解答，并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和建议，最终活动也成功圆满落幕！

为扩大“全球服务商计划”品牌影响力，全球服务商理事会正式成立，市发展改革委裘文进副主

任与王华区长共同为全球服务商理事会揭牌。于勇书记为理事会第一届轮值主席贝恩公司全球董

事会成员、大中华区总裁韩微文先生颁发证书，包括BIPO在内的63家全球服务商企业成为理事会

首批成员单位。

全球服务商理事会将汇聚具有较强品牌影响力的全球服务商企业、组织、协会等资源，搭建高

效的政企沟通渠道和跨界交流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企业沙龙和资源对接活动，助力全球服务商品

牌推广。

自“全球服务商计划”发布以来，静安区高能级全球服务机构的集聚度和贡献度进一步提升，第

一批48家全球服务商2020年共实现税收158亿元，已成为静安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BIPO已于去年

有幸成为首批“全球服务商”企业之一，	 为中国企业“出海”及外商来华提供专业、便捷、优质的配套

人力资源服务。

对于此次成为全球服务商理事会首批成员单位中的一员，	 BIPO深感荣幸。在未来的企业战略

部署和经营中，BIPO也将会更好地利用产品和服务优势，加强专业服务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构建优

质的服务平台，发挥协同效应，形成全球范围内的高效网络及运营体系，做优产业环境，更好地服务

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外企业，为更多企业在实现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转型道路上提供助力。

Brought to you by 

2020年度人力资源合规大事件回顾与展望
2021年1月21日，由BIPO主办的“2020年度人力资源合规大事回顾与展望”BIPO公开课线下活动在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创新园新动能空间成

功举办。本次活动我们特邀BIPO高级顾问周凯刚老师，来带领大家一同回顾2020年度各类人力资源合规大事，理清政策脉络，解读人力资源合规问题，展

望2021新趋势。BIPO	副总经理Sissy也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了BIPO持续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优质海外落地、员工管理、HR咨询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服务

的卓越成绩，面对复杂的后疫情市场变革，BIPO有能力和信心去克服，不断优化产品，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周凯刚老师首先针对“税优平移”最后一年，亟需重构的人员“成本-收入”效率认知的议程，以及预扣预缴政策调整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纾困政策进

行多层面的分析和解读，就疫情下“社保”与“公积金”的不同纾困策略，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帮助在场的HR们更好的理解复杂政策和环境变革之下的“来

龙去脉”。

最终本次“2020年度人力资源合规大事件回顾与展望”BIPO公开课，作为BIPO在这动荡鼠年的最后一场线下活动，在大家的意犹未尽中圆满落幕，课

后大家仍积极沟通交流，许多细节问题老师们也耐心地为大家答疑解惑。BIPO也收到了大家的意见反馈，我们在未来也会根据建议不断完善，推出更多丰

富且有意义得活动内容、提供更棒的课程体验，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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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创立于2004年，作为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理品质，十多年来砥

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分别在新加坡、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

寨、缅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设立子公司，研发中心分别位于新加坡、上海、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RMS、多国薪资计算、人事代理、海外落地服务、考勤自动化管理、业务流程外包、灵活

用工、弹性福利管理、无机构雇佣管理（PEO）、外籍员工服务等，借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户

体验。

BIPO现有	BIPO	HRMS	和Workio两套自主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全模块”整合与敏捷开发，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据管理，打破信息

孤岛，实现点对点链接，使公司运营整体化、高效化。同时依托全球资源网络，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

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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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中提升链接全

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扫码关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
发送往期BIPO	TIMES到您邮箱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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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深圳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及缴费基数表（2021年1月起执行）。	More...

2.	【青岛市】2021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工作启动。More...

3.	【杭州市】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	More...

4.	【北京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More...

5.	【大连市】关于做好2021年度部分社会保险业务经办工作的通知。	More...

政策快讯

http://hrss.sz.gov.cn/szsi/sbjxxgk/tzgg/simtgg/content/post_8388699.html
http://hrss.qingdao.gov.cn/n28356070/n32563349/n32563364/201231093936550500.html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12/31/art_1229063381_1716370.html
http://ybj.beijing.gov.cn/zwgk/2020_zcwj/202101/t20210113_2218414.html
http://rsj.dl.gov.cn/dlrsw/knode/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