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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2021年柬埔寨劳工法修正案
2021年10月5日，柬埔寨发布了皇家法令第NS/RKM/1021/011号─关于柬埔寨劳工法内一些特定条例的修正案（"劳
工法修正"）。

下表列出有关劳工法新旧版的修正说明。

 法规新知

新条例 修正说明

第123条 — 根据新的第123条，柬埔寨劳工法（CLL）第122条（新）中概述的优先索
赔适用于一般和特殊的优先对象，其中优先对象包括国家财政部。国家财
政部从雇主扣除金额完成索赔日之后，余额应当退还给债务者。

第123条（新）仅对第123条（旧）稍作修改，通过从柬埔寨劳工法（CLL）第
122条（旧）的参考更改为柬埔寨劳工法（CLL）的第122条（新）。新条例的内
容没有其他修正。

第138条 — 新的第138条对于轮班制给予厘清，根据业务类型和工作安排，轮班制每天
可以超过一个班次。

— 如果企业/公司的运营模式为三个班次，企业可以将工作班次分为早班、午
班、晚班，惟每个班次的总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劳工法第137条规定的最长工
作时间（即每天8小时或每周48小时）。

— 企业/公司也可以将每个班次的工作班次分为 2 个时段。

第138条（旧）只允许每个企业/公司将工作日分为两个工作时段，包括上午和下
午时段。

第162条 — 在带薪公共假期的工作应由劳工监察员监管。带薪公共假期工作的手续和
程序应根据劳工与职业培训部（MLVT）的部长令（法规实施）制定。

— 公共假期的休假不能作为每月、每半个月或每周工资减少的理由。

应该注意的是，若公共假期是在星期日时，第162条（旧）允许工人/雇员在第二
天休息。我们了解到在第162条（新）下，当公共假期落在在星期日时，第二天
的补休日不再适用。
目前还没有特定的法规要求企业/公司必须取得劳工与职业培训部（MLVT）的批
准来要求雇员/工人在公共假期工作。但是，根据劳工与职业培训部（MLVT）目
前的新在线系统，企业/公司可以在系统提交在公共假期的工作申请批准，其功
能与申请批准正常工作日加班的要求相同。我们预计劳工与职业培训部（MLVT）
将在近期发布关于带薪公共假期工作的手续和程序的部长令，以便为申请流程进
行更多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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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0条 — 个人争议是指，在雇主与一个或多个雇员；或与一个或多个学徒之间，针
对劳动合同/学徒合同里的条款或集体协议里的规定以及现行的法规的解释
或执行产生了争议。

— 在个人争议出现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可以将此事提交给劳工监察员寻求
解决办法。如果此争议无法解决，各方可以在劳工法院或仲裁委员会，根
据劳工与职业培训部（MLVT）于2001年11月29日发布关于解决个人争议程
序的第314号部长令采取法律行动。

第300条（旧）规定，在任何司法行动之前，个人争议可以在一方的倡议下提交
所在省或市的劳工监察员进行初步调解，而第300条（新）规定，如果劳工监察
员无法解决争议，则把管辖权扩大到仲裁委员会或劳工法院。

第343条 — 劳工监察的任务是由劳工监察员和劳工管控员处理。

— 在被委任之前，劳工监察员和管控员必须庄严地宣誓效忠他们将履行职责，
并在离职后不得透露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所学到的任何制造、商业或商业经
营方法。

— 根据刑事诉讼法，劳工监察员具有资格作为司法警察，并针对柬埔寨劳工
法（CLL）中所述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劳工监察员可否成为司法警察的认
证手续和程序应由司法部和劳工部之间设立的部长令决定。

这项第343条（新）给予劳工监察员作为司法警察的权力，可对根据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调查柬埔寨劳工法（CLL）所述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然而，目前我们理
解的是，关于司法部和劳工部之间将劳工监察员认证为司法警察的相关手续和程
序部长令尚未发布。

第350条 — 在劳工监察员任务范围内，柬埔寨劳工法（CLL）第343条（新）的第2段、
第346条和第347条的第1、2、3、4点的规定，关于与劳工监察员有关的权
力和义务将移交到劳工医学检查员。

第363 条 — 违反柬埔寨劳工法（CLL）第21、28、44、45、49、50、57、59、106、
139（新）、144（新）、162（新）、163、164、166、167、168、169、
170、179、180的第1和第2段、182的第2和第3段、184，194，198，200，
204，205，206，210，249，296和306条例 者，按基本日三十一至六十天
的工资罚款。

第363条（新）仅对第363条（旧）稍作修改，主要标明了第139、144和162条
为柬埔寨劳工法（CLL）新增/修订的条例。与旧规定的内容相比，实质内容没
有变化。

第367条 — 任何雇用雇员的雇主，若雇用雇员违反与柬埔寨劳工法（CLL）第137条、
第138条（新）第2段、第140条和第141条的规定，应处以基本日三十一至
六十天的工资罚款。

我们的评论：
劳工法修正案引入了几项修改，并进一步厘清了有关轮班制、带薪公共假期、个人争议和劳工监察员的权力等。

应该注意的是，这是柬埔寨劳工法（CLL）的第三次修改，是继1997年第一次颁佈之后以及随后在2007年和2018
年的两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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