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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2016）年，中國大陸公布許多與人力資源

相關的勞動政策。就內容來觀察，新的勞動政策將重

新規範未來的勞資關係走向，以及企業經營管理的策

略與作業。企業的經營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的變

動，與勞動法律、勞動政策的強制性規定息息相關，

作為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力源頭的人力資源將面臨更為

嚴峻考驗。

從今年開始，大陸進入十三五規劃的執行期，它

延續著一二五規劃追求協調發展、永續經營和國際

化等理念，確定今年GDP成長目標定在6.5%至7%區

間，以及十三五規劃綱要。其中，影響到企業人力資

源管理的人力（人才）運用、勞動成本相關的議題，例

如：「開放生育第二胎的二胎化（二孩）政策、適當

降低五險一金費率以及合併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

政策、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本文將就「二胎化政

策、五險一金政策（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及合併生育保

險和基本醫療保險政策）」等二個台商關注的勞動政

策內容，以及對台商之影響與因應，提出個人觀點。

貳、勞動政策的新趨勢

一、二胎化政策

(一) 計劃生育政策與法律的修改情形

大陸的計劃生育政策（一胎化）始於1982年，

影響所及至為廣泛，特別是勞動力的供給面。長年累

月的缺工現象造成個別企業的人力短缺，以及人力資

源管理操作的難度。

2013年11月12日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開

放「單獨二孩」以後，事隔二年，又在2015年10月

29日的五中全會上宣布在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下，決定全面開放「二胎化政策」（二孩政策），

只要是合法的夫妻就享有生育二胎的權利，以促進

勞動力來源的均衡發展，完善人口發展與勞動力需

求。全面二孩政策被視為自從1980年開始實施「一

胎化政策」以來，大陸人口政策最重大的改革。官

方數據顯示，實施「單獨二孩」以來，全大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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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條件的夫婦有1100多萬對。截至去（2015）年

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只有169萬對，占比為

15.4%。

大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於去

年12月27日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

法》的部分內容。 其中關係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

層面，整理如下：

1. 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

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2. 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獲

得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二）二胎化政策的調整對台商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1. 大陸二孩政策的落實，是將一胎化改變為二胎

化，使得有條件且願意再生第二胎的女職工人數會增

加，從而牽涉到企業在日常管理上，對女職工的三期

務證（大陸一般俗稱為准生證），因而取消晚育假，

但新政策另以獎勵假取代，因此在總生育假天數上並

沒有改變，或改變不多，另外保留配偶的陪護假（陪

產假）。由於女職工享受正常產假及獎勵假的天數

幾乎沒變，而且二胎生育都可享受獎勵假（如附表

一），這就大大增加企業的勞動（用工）成本。

2. 開放二孩後，無論一胎或二胎，處於生育年齡

的女職工，可以享受三期福利待遇的人數、次數、假

別種類都會增加。因而影響到企業人力操作、招聘與

任用作業的成本、人力替代成本（臨時或勞務派遣人

力）。另外給於員工的福利待遇（例如：生育或滿月

紅包）也一樣會增加。所以有關女職工生育福利預算

更需要進行合理調整。再者，未來女職工請假育兒的

額外要求也會浮出（例如哺乳假），如果處理不當，

相關勞動爭議案件將不可避免。

附表一：2016年後部分地區女職工婚假與產假規定
單位：天數

註1： 依《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規定，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增加

產假15天的產假。

註2： 獎勵假的天數類似以前的晚婚假。

註3： 依《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規定，女職工懷孕未滿4個月流產的，享受15天

產假；懷孕滿4個月流產的，享受42天產假。

註4： 依福建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獎勵假日數由用人單位安排。

項目

地區

產　　假

流產假
多胞胎假

（註1）

獎勵假

（註2）
產　假 難產假

男性

陪護假

婚　假

15-42

（註3）
98

深圳（廣東） 15 30303 15

武漢（湖北） 15 30153 15

重慶 15 301515 15

蘇州（江蘇） 15 301510 15

杭州（浙江） 15 30153 15

福州（福建） 15
60-82

（註4）
1515 15

濟南（山東） 15 60153 7

上海 15 301510 10

天津 15 30153 7

北京 15 3015 1510

管理作業（大陸稱孕期、產

期、哺乳期為三期）的內容

與操作規範。

過去在一胎化時代，符

合一胎化的女職工，除了

全大陸統一的98天產假、

難產假15天、多胞胎假多

一胎15天外，依各地計劃

生育條例的規定，另給至

少30天（例如：上海、江

蘇）以上的晚育假，但各地

規定的天數有差異。晚育假

是指女職工24歲以後才能

懷孕生育所給的假期，由於

執行的是一胎化政策，按規

定不必另給第二胎生育者晚

育假（符合被允許生育第二

胎的）。未來大陸執行的是

二胎化政策，只要符合生育

條件，在二胎範圍內的生育

全面開放，不必申請生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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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險一金政策

(一)降低五險一金費率的分析

2011年7月，大陸實施《社會保險法》，合計五

個險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另外再加上住房公積金，簡

稱五險一金。由於法律的規範有一定的範圍區間，所

以各地執行的費率標準有些差異，但一般而言，費率

都相當的高，所以《社會保險法》實施以來存在著不

少問題，向來為社會大眾與用人單位所詬病。因此

2015年，大陸已經從政策上降低失業、工傷和生育

保險等三個費率，然調幅不大。

根據今年3月27日大陸新華網與4月13日中央社

的報導，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

率，以及未來將合併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為一

個險種。近期，已有上海、廣東、天津、北京等超

過12個省市相繼出台下調社保費率，但都集中在工

傷、失業、生育這三個費率較低的險種。其中，北

京、天津的工傷保險基準費率從原來的0.5%至2%

調整為0.2%至1.9%；天津將企業繳納失業保險費

率從2%降至1%，繳納生育保險費率由0.8%降至

0.5%；上海調降的險種則擴及企業繳納養老保險費

率（從21%降為20%）、醫療保險費率（從11%降

為10%）、失業保險費率（從1.5%降為1%）。

大陸國務院也決定，從今年5月1日起兩年內，

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費率超過20%的省份，

將調降至20%；企業繳費費率為20%且2015年底基

金累計結餘可支付月數超過9個月的省份，可以階段

性降低至19%； 失業保險總費率由現行的2%階段

性降至1%到1.5%，其中個人費率不超過0.5%；住

房公積金繳存費率，對高於12%的一律給於規範調

整，同時由各省（區、市）結合實際，階段性適當降

低住房公積金的繳存費率。

(二)合併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分析

由於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未來將合併生育保險和

基本醫療保險為一個險種，根據中新網北京4月20日

的報導，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

和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

通知》，該《通知》規定，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

合併實施工作，待國務院制定公布相關規定後統一實

施。可以預測在這合併後的費率上會有進一步調降的

可能性。

(三)	降低社保費率、合併生保和醫保對台商人力資源

管理的影響

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當然能夠減輕企業的成本負

擔，擴大利潤空間。然而費率乘以繳費基數才是重

點，大陸規定的繳費基數是以該職工去年度的月平均

工資（工資總額）的概念為基礎。繳費基數與費率是

互為影響的，當繳費基數往上調整（例如調漲最低工

資標準或企業全面加薪），即使繳費費率維持或下

降，企業的五險一金費用也會調漲，只要最低工資每

年剛性調漲，則基數墊高，社保費用就會節節上升，

例如上海市從4月1日起調漲最低工資標準，從2020

元調到2190元，調幅為8.4%，這新增加出來的社保

費用就有可能抵銷因調降費率而降低的金額。請看附

表二的內容。

從上表得知，上海市把「五險一金」中企業負

擔的養老和醫療保費各降低1%，失業保費則降低

0.5%，從35%降低至32.5%，至於員工個人承擔部

分則沒有調整。上海市的降幅，很顯然的給企業負擔

的部分達到降低勞動成本的目標。

三、對台商之影響與因應

(一)	針對二胎化政策的施行，台商應當及時建立、修

改與執行規章制度，完善人力調配計畫

1. 企業要檢討與修改規章制度，由於女職工的三

期管理作業，在二胎化政策下，法令已經修改，因而

請假（產假）管理制度，各種三期假別的天數規定、

企業對生育女職工的福利待遇（例如生育紅包或津貼

等）都要跟著修正，以符合實際法規，同時要及早規

劃勞動成本及預算，以因應將來的人力需求。

2. 企業要重視女職工的三期管理。由於大陸女職

工請產假管理其依據的法源有二，一為勞動法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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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女職工特別保護規定；二為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

規定，全面二孩政策並不是對人口不管制，而是放寬

到第三胎生育時，才受到計劃生育法律的規範與管

控。因此人力資源部門要規劃的是，女職工請產假

是否符合初婚的規定（大陸婚姻法規定，男22歲、

女20歲，始能登記結婚，是為初婚，因而懷孕生育

的），以及二胎化法律的規定，生育第三胎時必須申

請到生育服務證，始能准請產假等等規定，才不會違

反計劃生育相關法規，帶來不必要的勞動爭議。 

3. 企業及早規劃人力調配策略與作業，由於產假

有98天，再加上獎勵假，當申請產假的女職工人數

一多，在日常管理上就會出現人力調配問題，企業要

規劃可行的因應方式。例如可使用「替代性工作崗

位」的勞務派遣作業。按照《勞動合同法》、《勞務

派遣暫行規定》的規定，用工單位（台灣稱為要派單

位）的勞動者因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無法工作的一

於非稅收入的社會保險，也被列入清理範圍。後來

又有2015年5月的國務院《關於稅收等優惠政策相

關事項的通知》（簡稱25號文），針對《62號文》

重新定義，等於宣布暫停實施《62號文》，但針對

「五險一金」部分並沒有被納入《25號文》豁免範

圍內。故《25號文》並未降低台商現在和未來的經

營風險。

台商應當認清大陸將來的經營環境以及勞動法律

的執行情況，依法全面參保，固然會增加企業的勞動

成本，但企業要從創造價值的立場來看，設法激勵與

提高員工的潛能，非一味地降低成本，才不會抑制員

工的工作效率，導致降低了員工的敬業態度。如此而

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優勢，以及

雇主品牌形象，這才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本文作者為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海

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附表二：部份城市企業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繳費比例

單位：%

註：蘇州的住房公積金，方便合計起見，以10%為計算基礎。

部份省市
北　　京 上　　海 蘇　　州

養老保險

醫療保險

失業保險

五險

住房公積金

（一金）

五險一金

合計

企業 20 20 121 2020 20

企業 10 10 111 910 9

企業 1 1 0.51.5 1.61 1.5 0.1

企業 32.8 32.3 35 33.132.5 32.5

企業 12 12 7 8-127 8-12

企業 44.8 44.3 0.5 2.542
43.1

（註）
39.5

42.5

（註）
0.6

工傷保險 企業 1 0.5 0.5 0.5 10.5 1

生育保險 企業 0.8 0.8 1 1.51 1 0.5

員工 8 8 8 88 8

員工 2 2 2 22 2

員工 0.2 0.2 0.5 0.50.5 0.5

員工 10.2 10.2 10.5 10.510.5 10.5

員工 12 12 7 8-127 8-12

員工 22.2 22.2 17.5 10.517.5 10.5

2015 2015 20152016 2016 2016降幅 降幅 降幅

定期間內，可以由其他勞動者

替代工作的崗位，稱之為「替

代性工作崗位」或將部分崗位

規劃為委外服務單位處理等

等。

(二)	針對降低社保費率等政

策，企業認真看待參加社

會保險對勞資關係的重要

性，以降低有關社保的勞

動爭議

由於社會保險制度是強制

性的，企業與員工都要參保。

但以前有的地方政府實施優惠

政策，繳費人數打折、繳費比

例調降、繳費基數以最低工資

標準、臨時工工資或基本工資

等名目，給於企業優惠。根據

2014年底國務院《關於清理

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

（簡稱62號文）的規定，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