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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工平台的兴起为劳动世界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虽然与平台相关的工作增长迅速，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
灵活性和自主性，但在劳工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却面临挑战。平台从业人员在获得社会保障待遇方面往往面临困难，同时
由于所在的行业和受算法管控的平台经济的具体特点，这些从业者极易发生工伤。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按照国际劳工组
织公约规定的社会保障原则，包括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和1964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

（第121号），采用和实施工伤保险制度。世界各地正在进行新一轮平台工作监管改革，并探索将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扩大
到自雇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正在制定关于平台从业人员劳动保护和
职业伤害保障的新政策，本出版物旨在为人社部提供相关信息。

由国际劳工组织管理的欧盟-中国“提升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保障” 项目（2019-2022年）在2020年至
2021年间开展了一系列政策对话，主题是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扩大到新就业形式的工人，重点是平台从业人员。来自人
社部、多个省份的政府官员、社会伙伴以及来自欧盟国家和亚太地区的决策者参与其中。2021年4月，项目在北京组织了“
平台经济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加拿大、马来西亚、西班牙和瑞典的政策制定者，分享其在采用
和实施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标准的工伤保险制度并探索将其适用于平台从业人员（无论其雇佣关系如何）方面的
经验。本出版物借鉴了这些经验分享会议的成果，同时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和欧盟其他国家的经验。希望本
出版物能为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关于工伤保险一般原则的最新回顾，以及如何调整适用这些原则，以便在特
定的国家背景下为平台从业人员提供保障。由于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障的制度实践仍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本出版物
只能提供当前现状的概览。国际劳工组织将持续监测趋势发展，并促进在这一领域的经验交流。 

李昌徽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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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劳工组织使用了“数字劳工平台”或“数字劳工就业”的概念，以“包括基于网络的平台，通过向地理上分散的人群公开发布外包工作 
（“众包”），以及将工作分配给特定地理区域个人的基于位置的应用程序”（Berg等人，2018年）。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280万人因工死亡，3.74亿人受伤， 
1.6亿人患病。仅工伤一项，赔偿、医疗和康复的财务负担
就相当于全球年度GDP的4%（国际劳工组织，2021d）。 
然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22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 
全世界只有35.4%的劳动力受到工伤保险（EII）的法律保
护。因此，许多工人在因工伤和职业病而丧失工作能力时
面临经济困难，而许多家庭在负责养家糊口的成员因工
伤死亡后陷入经济困境。

工伤保险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工人在短期内克服经济困难，
确保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工作，并在发生死亡情况下支持其
家属。在这方面，工伤保险提供的支持首先采取医疗援助
的形式，以恢复身体和认知功能，在接受治疗收入中断期
间通过定期现金福利提供替代收入，或向遗属提供丧葬补
助金（国际劳工组织2021c）。在无法完全恢复以前的工作
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尽可能帮助工人接受新的职业角色，当
他们的收入能力下降时，工伤保险帮助他们维持生活水平。 
在这类情况下，工伤保险一般会定期发放现金，以补充工
人减少的收入，为购置康复设备和获得康复服务提供财

务支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提供技术和财务援助，
以适应工作场所。最后，对于无法重新就业的工人，提供
永久性生活残疾津贴或伤残津贴（国际劳工组织2021c）。

以新形式就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本地数字平台从业人员， 
没有得到工伤保险的充分覆盖（国际劳工组织2021b）。 
然而，他们通常很容易受到工伤。1（国际劳工组织2021a）
尽管如此，工伤保险法规通常不会提供所需的保护，因为
其设计不适合这些新的工作模式。例如，在数字平台工作
的司机、骑手、清洁工、设计师和其他人通常作为独立工
人签订正式合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伤保险法规有赖
于雇主-雇员关系。新冠疫情提高了对于许多在封闭期间
继续工作的平台从业人员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认识。这
促使各国政府将工伤保险范围扩大到这些工人。2021年
中国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以出行、外卖和即时配送等行
业为重点开展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姜琳和
彭韵佳，2021）。本文重点介绍已经或正在考虑为本地数
字平台从业人员采用工伤保险制度的国家的相关经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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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分类

2.1. 平台从业人员的就业分类
许多平台从业人员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因为现有立法要
求工人有劳动合同，而大多数平台从业人员没有确定的
雇主（Kool等人2021）。平台公司经常争辩说，由于许多
因素，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现有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包括
使用工人自己的设备（例如，司机的汽车）；他们在工作时
间方面的自主权（例如，通过登录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决
定工作）；关系持续时间短；涉及多方（例如，司机、平台和
乘客）关系的特征。缺乏适当的分类或将平台从业人员误
分类为自雇人员，导致缺乏充分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保护

（Schoukens 2020年，Kool等人2021年）。

国际劳工组织2006年《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第198号） 
声称，“必须解决就业关系存在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公平
竞争和有效保护劳动者”（序言）。将劳动者误归类为自雇
人员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可能引发其他公司的经济不安
全和工作不稳定。因此，国际劳工组织第198号建议书第
4段建议各国制定一项国家政策，以便：

a. 就确定雇佣关系的存在提供指导；
b. 打击变相雇佣关系；
c. 确保标准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合同安排，例如涉及

多方的合同安排；
d. 确保始终明确谁负责劳动保护；
e. 提供有效的“适当、快速、不贵、公平且高效的程序”， 

以解决争议；以及
f. 通过向执法机构提供充分的培训，确保法律法规

等的有效实施。

第12段建议明确雇佣关系存在的条件，例如通过从属关系
或依赖关系。有助于确定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立法审查是
基于三项主要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 2021d, 238)。

第一，事实至上原则。因此，确定雇佣关系的存在是以事实
(某些客观条件得到满足)为依据的，而不是以任何一方或
双方如何描述这种关系为依据的。

国际劳工组织第198号建议书第13段规定了一份关于存在
这种关系的可能指标的非详尽清单（见专栏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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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专栏1. 雇佣关系存在的指标

关于工作的履行，第198号建议书中确定的指标如下：

i. 该工作是否根据另一方的指令并在其控制下进行；
ii. 该工作是否涉及将该劳动者纳入企业的组织之中；

iii. 该工作是否完全或主要是为另一人的利益履行的；
iv. 该工作是否必须由该劳动者亲自完成；
v. 该工作是否是在下达工作的一方指定或同意的特定工作时间内或工作场所完成的；

vi. 该工作是否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并有某种连续性；
vii. 该工作是否要求劳动者随叫随到；

viii. 该工作是否涉及下达工作的一方提供工具、材料和机器（第13a段）。

关于劳动者的报酬，该建议书指出：

i. 定期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可能很重要；
ii. 这种报酬构成劳动者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这一事实可能被认为很重要；

iii. 以食物、住房或交通便利等实物形式支付报酬可以纳入考量范围。其他相关指标还包括每周休息和每年
节假日等权利、支付开展工作的差旅费用以及劳动者没有财务风险（第13b段）。

法律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立法规定某一特定类型的工作
是否会产生雇佣合同，这取决于其执行的条件。例如，如
果家庭工作既不是不连续的，也不是零星的，则可以将其
视为就业。

倒置举证责任。为了减轻寻求证明存在雇佣合同的工人
的举证责任，法律可以从以下假设出发：雇佣关系存在是
因为服务是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的。相反的举证责任将落
在用人单位身上。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CEACR)表
示，这些指导性假设“对于平衡各方不同等的谈判能力至
关重要，也是存疑时保护雇佣关系中最弱一方这一原则的
结果，而这是劳动法的基础”(国际劳工组织 2020年,104)。

2.2. 国家政策和法律中雇佣关系
的确定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越来越多的国家政策和法律确
定了个人被归类为雇员或自雇人员的条件。此外，关于确
定雇佣关系的判例法也在国际上迅速发展（De Stefano 
等人，2021年）。一般来说，是否有资格成为承包商通常取
决于工人在接受任务以及如何和何时执行某些任务方面
的灵活性和自由度(Freshfields 2021年)。

政策。关于透明和可预测工作条件的欧盟2019/1152号指令 
序言部分声明，“雇佣关系的确定应以与实际工作履行相
关的事实为指导，而不是以双方对关系的描述为指导”。 
2021年12月9日，欧盟提出了一项新指令，以确保通过数
字劳工平台工作的人获得与他们实际工作安排相对应的
合法雇佣状态。它提供了一份控制标准清单，以确定平台

是否为“雇主”（EC 2021b）。如果平台至少满足其中两个
标准，则在法律上被推定为雇主。因此，通过他们工作的
人将享有“工人”身份所带来的劳动和社会权利。对于那
些被重新归类为工人的人，这意味着作为雇员有权获得
防止工伤事故的保护。平台将有权质疑或“反驳”这一分
类，并有责任证明不存在雇佣关系（EC 2021b）。欧盟的
几个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立场。例如，德国联邦劳工
部于2020年11月提交了一份关键问题文件，其中载有关
于平台经济中公平工作条件和加强社会保护的建议（联
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该文件除其他外包括以
下建议：（i）将平台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ii）在诉
讼中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各自的平台，以澄清工人的状态；
以及（iii）为平台从业人员组织起来并与平台共同协商工
作的基本条件提供可能性。

法律。2021年5月，西班牙通过了《骑手法》，规定了食品配
送骑手的雇员身份和相应的劳动权利。该法律对食品配
送骑手的雇佣关系有一个可反驳的法律推定。这意味着， 
证明工人自雇就业状态的责任在于平台公司。《德国民法典》 
第611a节主张，在确定雇佣关系时，事实至上。因此， 
法院在确定劳动关系的存在时，必须考虑所有的实际情况。 
如果合同关系的实际执行表明它是一种劳动关系，则合
同双方所给出的分类是不相关的（De Stefano等人，2021, 
24）。另一个例子是巴西第12551/2011号法案，该法案
规定，出于法律从属目的，计算机化的工作指挥、控制和
监督手段等同于个人和直接的工作指挥、控制和监督手
段。巴西第13467/2017号法案引入了“间歇[雇佣]合同”， 
允许雇主雇佣工人以非连续的方式提供服务（De Stefano
等人，2021, 2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9L1152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10120&furtherNews=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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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法。在判例法中，已考虑了事实至上原则、工作时间
表的灵活性、技术控制、设备和工具的所有权以及工人替
代条款，以决定一项安排是否构成雇员关系。De Stefano
等人（2020年，第30-40页）对此进行了全面讨论。例如，
在德国，工人是否缺乏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和地点的自由
是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德国联邦劳动法院裁定，在
某些情况下，临时工可以界定为雇员。它强调了这样一个

2 工人比雇员享有更少的就业权利和保护。更多信息，请参见英国议会上议院图书馆“工人地位法案[HL]”（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House of Lords Library, “Status of Workers Bill [HL]”）和英国工会联盟“就业状态和权利”（TUC,“Employment Status and Rights”）。

3 详见：卡塔尔，卡塔尔政府，Hukoomi，“劳工投诉查询” （Qatar, Government of Qatar, Hukoomi, “Query for Labour Complaints”.）

事实，即平台运营商的薪酬体系导致工人同时承担多个
任务，以获得更大、更高报酬的任务（Freshfields 2021）
。2021年2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一些网约出租车司机可
能被归类为“工人”，而不是自雇人员（英国，最高法院2021
年）。在英国，“工人”类别虽然在劳动法方面与“雇员”的地
位不同，但仍然享有防止工伤事故的保护。2

 X 图1. 依靠单一客户的自雇人员比例，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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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2015年

2.3. 避免工人错误分类的实践
如图1所示，在欧盟13个国家，超过15%的自雇人员依赖
于单一客户，这可能表明雇员被错误分类的情况。在一些
平台公司，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工人都是雇员，只
有少数人是正式的自雇人员、自由职业者或承包商。然而，
在其他公司，只有少数核心专业管理人员是全职雇员。欧
盟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平台工作的人在德国通常
具有雇员地位（CEPS 2021）。

如上一节所述，工人适当分类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法律
和政策框架，以确定个人被分类为雇员或自雇人员的条
件。第二步是确保工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上述关于
透明度和可预测工作条件的欧盟2019/1152号指令旨在
更新和扩展有关就业的义务和工作条件的信息。雇主必
须向工人提供有关工作关系和日程安排的信息。该指令
适用于所有雇员，包括临时工或短期工、随需应变工、家
政工人和平台从业人员。第三步是确保工人能够有效地
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劳动投诉，并获得仲裁和调解，以支

持他们的诉求。例如，卡塔尔政府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 
以提交查询和劳动投诉。3

第四，一些国家积极参与执行立法，以防止对工人的错误
分类，并将平台从业人员置于雇员地位。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调查工人实际上是否与
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丹麦、法国、荷兰、葡萄牙和瑞
典，劳动监察机构特别积极地就平台工作进行调查和发
布行政指导。例如，2020年10月，工会和荷兰劳动监察机
构将一家劳动中介公司告上了法庭。2021年2月，法院判
决该公司是一个就业中介机构，而不是一个平台运营商，
其工人应该被视为雇员。葡萄牙第63/2013.109号法律
建立了打击滥用服务合同的机制。如果劳动监察员发现
双方之间的关系显示出雇佣合同的特点，他们可以起草
一份通知，并要求雇主在十天内使这种情况正常化。如果
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关文件被提交给公诉人提起诉讼，以
确认雇佣合同的存在（De Stefano等人，2021, 27）。在西
班牙，2018年第28号皇家法令对将员工转变为虚假自雇
人员实施了新的处罚。为了防止企业使用虚假的自雇人

https://lordslibrary.parliament.uk/status-of-workers-bill-hl/
https://lordslibrary.parliament.uk/status-of-workers-bill-hl/
https://www.tuc.org.uk/employment-status-and-rights
https://hukoomi.gov.qa/en/service/query-for-labor-compl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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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该法律包括一项新的严重劳动侵权行为，包括取消登
记一名雇员而后登记为自雇人员，并继续从事相同的劳
动活动或提供相同的服务。该行为将受到制裁，针对每名
相关雇员将处以3126欧元至10000欧元的罚款。在少数
情况下，社会保障机构在调查后适用雇员身份，与工人的
正式劳动关系无关。

2.4. 劳动法中的中间雇佣关系类别
一些国家试图制定以平台从业人员为重点的特定劳动
关系类别。这涉及立法干预，以规范不容易归入雇员或自
雇人员类别的关系。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实施了这一办
法。在英国，在“工人”类别下，工人们有权享有某些就业
权利，包括：国家最低工资、防止非法扣减工资、法定最低
带薪假期水平、法定最低休息时间、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不
超过48小时，或者他们自主选择退出这项权利。他们还
可以享受法定病假工资、法定带薪产假、陪产假、领养假
和共享育儿假。目标是维护经济上具有依赖性和弱势的
自雇人员的法律地位，他们仍然处于雇佣工人和自雇人

员之间的灰色地带（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118）。然而，
如前所述，这些国家的新劳动法或判例法已朝着更好地
执行现有法规和试图将事实上的工人归类为雇员的目标
迈进（De Stefano等人，2021年）。

请听国际劳工组织法律专家Martine Humblet关于
平台工作与雇佣关系的发言（Sound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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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具体信息，请参见NELP 2016年。 

基于位置的平台从业人员工伤和疾
病风险概况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2021年）中的下
图2显示，当地平台经济在出租车和配送行业占主导地位。4 

同样，欧盟委员会（2021a）发现，在欧洲，基于位置
的平台工作占数字平台就业收入的90%以上，出租

车服务（收入的39%）和送货服务（收入的24%）占工
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家庭服务（收入的19%）、 
专 业 服 务（收 入 的 7 %）和 家 政 工 作（收 入 的 3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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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图2. 全球活跃的数字劳工平台数量（选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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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21b,47).

5 晚上的订单可以比白天赚得更多，这将导致司机过度工作（阎天，2021年）。参见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拼命工作：在韩国工作过度”（“Dying 
to Deliver: Overworked in South Korea”）, 2021年10月28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运输和配送行业的特点是
工资低、轮班时间长（见图3）。

欧洲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台从业人员在这些行业面临的健
康和安全风险较高，与临时工人和派遣就业工人面临的风
险相当（EU-OSHA 2017，26）。

 X 图3. 平台工作压力的主要原因（受访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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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2021b,171.

在数字平台就业中，某些事件会引发特定的健康和安
全风险。例如，由于恶劣天气、交通拥堵、犯罪或骚扰，客
运、食品配送或家政/清洁行业的工人面临比其他工人更
高的风险。基于位置的数字平台就业商业模式也存在特
定风险（见下表1）。文献中引用了由于按任务付费而产
生的时间压力。例如，由于在线出租车行业的商业模式，

一些司机长时间连续工作或选择夜间驾驶以增加收入， 
这增加了他们身心健康的风险。5 送货员受到工作快节奏
的影响。配送时间集中在午餐和晚餐时段，在此期间，他
们的工作强度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加，迫使他们高速驾驶
或奔跑（阎天，2021）。他们很少休息，而且这些休息时段
通常没有报酬（EU-OSHA 2017，26；Hauben，Lenaerts

https://youtu.be/7ttswKzd-nE
https://youtu.be/7ttswKzd-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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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Wayaert 2020，35）。他们的等待时间或整理包裹的时
间可能会占用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实际工作时间，但同样， 
他们可能不会为此获得报酬。

平台从业人员往往年龄较小，这是公认的职业伤害风险
因素（EU-OSHA 2017年，26）。基于位置的平台从业人员
通常从事低技能工作，工人之间竞争激烈，这导致更多
的风险承担。这些工人也较少意识到风险（短期和长期）， 
采取较少的预防措施，例如，在穿越街道时忽略红灯以完
成更多任务（Hauben、Lenaerts和Wayaert，2020年，37）。 
基于位置的平台工作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工作环境欠缺
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EU-OSHA 2017年，26–28）。设备
通常由工人自己提供，可能不符合人体工程学标准和防护
质量（Hauben、Lenaerts和Wayaert，2020年，37）。工人不
享受带薪病假。这些因素增加了压力和疲劳的风险，从而增

加了工伤的可能性。人们错误地认为平台从业人员从事的
职业不需要专业培训。然而，运输和配送，以及家庭工作和
专业活动（电工、管道工等）是出了名的危险。缺乏此类培训 

（关于工作任务和职业安全卫生问题）会增加事故风险。
最后，社会心理健康风险增加，因为大部分任务是单独完
成的，通常与同事竞争，通常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或社交时
间较短（Glavin、Biernman和Schieman，2021年）。平台
经济工人报告说，他们有一种孤立的感觉，这加剧了他们
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例如，2019年《加拿大工作质量和经
济生活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工人报告无助感的可能性高出
50%，报告失控感的可能性高出近40%（Glavin、Biernman
和Schieman，2021年）。此外，他们可能不知道联系谁来报
告安全问题。工人必须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潜在的即将到来
的工作，这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Hauben、Lenaerts
和Wayaert，2020年，37）。

 X 表1. 文献中引用的与基于位置的工作相关的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 参考文献

 X 工作场所缺乏保护作用，明显缺乏预防措施 EU-OSHA 2017, 26,28

 X 年轻且易受风险影响 EU-OSHA 2017, 26

 X 工作经验少 Hauben, Lenaerts和Wayaert 2020, 35

 X 时间压力（按任务付费和持续监控），工作节奏快，没有休息 EU-OSHA 2017, 26;
Hauben, Lenaerts和Wayaert 2020, 35

 X 没有带薪病假会导致更高的发病率 EU-OSHA 2017, 26

 X 孤僻的、成瘾的行为 EU-OSHA 2017, 26

 X 缺乏足够的工作/收入不足-压力 ILO WESO 2021, 127;
EU-OSHA 2017, 28

 X 轮班时间太长 ILO WESO 2021, 127

 X 缺乏培训 Hauben, Lenaerts和Wayaert 2020, 35

 X 工作生活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心理风险 Hauben, Lenaerts和Wayaert 2020, 35

 X 社会孤立和骚扰导致的社会心理风险 Hauben, Lenaerts和Wayaert 2020, 35

 X 与其他工人的竞争 Hauben, Lenaerts和Wayaert 2020, 37

最后，平台从业人员并非总能获得公共健康和安全预防措
施，因此他们必须依靠平台公司的自愿决定权来确保安
全的工作环境、工作设备和工作条件。Samant（2020年）
指出，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本身的潜力，有机会使职业安全
卫生适应数字平台经济：“将职业安全卫生法规的要求整

合到数字平台的算法中是有前景的。例如，调整工作时间
限制规定或将强制性安全管理程序集成到司机平台软件
中，包括基于车辆的司机疲劳评估技术。” 这意味着仅仅
将现有法规扩展到平台经济从业者是不够的，而是需要
促进创新和适应新就业形式的具体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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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适用于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护的 
国际标准

4.1. 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
工人的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保障标准促进以下关于将社会保障扩
展到所有工人的关键原则(Behrendt和Nguyen 2018年, 9): 

 X 所有就业类型工人提供保护的普遍性；
 X 国际劳工组织标准规定或建议的最低水平覆盖的充

分性；
 X 待遇的转移接续性；
 X 透明度；
 X 性别平等；以及
 X 良好治理和对社会保障的信任。

根据这些原则，《2020-2022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指出， 
对于国际劳工组织来说，普遍覆盖的重要道路不仅包
括向所有工人提供保障，而且还包括待遇的充分性， 
回应生命周期中不同需求的全面性，以及对工作世界不
断发展的适应性。

同样，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Schoukens 2019年)确定
了若干原则，这些原则是全民社会保障覆盖战略的基础， 
涵盖所有形式的就业：

 X 劳动中立性——措施在设计上应尽可能对劳动状态
保持中立，以免鼓励创造一种形式的就业而非另一
种形式的就业。

Shoukens (2019年, 5) 认为，“为了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
体系，建议区分适用于所有相关工作群体（标准工人、兼职
工人、自雇人员）的基本原则和必须考虑每个相关工作群
体具体工作情况的应用规则”。

 X 对等性——合理的对等性水平可确保工人在相关制度
中支付的费用与从制度中获得的待遇之间的关系在不
同形式的就业中具有可比性。

 X 可获得性——这涉及到加入社会保障体系和申请待遇
的难易度和便利性。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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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全面性——对于欧盟来说，这一概念涉及对各类工人广
泛应用社会保障原则和工具，并避免存在不同保护水
平的碎片化体系。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建议各国考虑在统一和协调
良好的社会保障框架内逐步实施基于大风险池的强制性
计划（见图4）。

 X 图4. 所有工人工伤保险的高速路与低速路

低速路
 X 自愿性覆盖
 X 小风险池
 X 低质量且难以获得待遇和服务
 X 复杂和繁琐的行政程序
 X 低透明度
 X 低信任度
 X 碎片化
 X 孤立或无衔接的政策
 X 融资框架不足
 X 没有社会对话

高速路
 X 强制性覆盖
 X 大风险池
 X 高质量待遇和服务
 X 容易获得
 X 简化的行政程序
 X 利用数字技术
 X 高透明度和高信任度
 X 统一的/协调的制度
 X 整合的政策框架
 X 充足的财政空间
 X 缴费和税收融资的良好组合
 X 广泛和知情的社会对话

低速
路

高
速

路

来源：改编自国际劳工组织（2021a）和拉扎维·沙拉（2021年）

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
号）规定，至少50%的所有雇员——以及在养家糊口者死
亡的情况下其配偶和子女——都应该得到保障。国际劳
工组织1964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第121号）
进一步规定，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雇员（包括合作社成员
和学徒）、配偶、子女和其他受抚养人都应得到保障。少数
例外情况可能适用，例如，在临时性雇用的情况下（第4
条）。但是，1964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第121
号）要求逐步将立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根据《公约》第4条
可能被排除在外的雇员类别，并鼓励各国在必要时通过
自愿保险确保向自雇人员和某些类别的无薪工作人员提
供待遇（第3（1）段）。

平台经济的兴起和工作流动性的增加要求建立包容性的社
会保护体系，确保待遇和权利在不同计划之间以及不同就
业状态之间的转移接续。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国家要么寻求

将自雇人员纳入其一般社会保险，要么大力协调分散的社
会保障计划（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2020年，15-16）。

4.2. 工伤保险的原则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 

（第102号）（第六部分），必须涵盖因工作事故或职业病而
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任何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丧失工
作能力和收入能力的情况。这包括向受伤人员或其家属提
供医疗和联合护理以及现金待遇。第121号公约确认必须
采取综合办法改善工作条件，限制工伤的影响，促进残疾人
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中的康复和重返社会。下表说明了国
际劳工组织第102号公约的规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第121
号公约关于所涵盖意外事故、覆盖范围、待遇性质、期限和
资格条件以及康复和重返工作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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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表2. 工伤标准

第102号公约 第121号公约

意外事故 因与工作有关的事故或疾病导致健康不良
和/或丧失工作能力，导致收入暂停；完全
丧失或依照规定部分丧失谋生能力（可能
是永久性的），或相应丧失能力；养家糊口
者死亡时失去对家庭的支持。

所涵盖的意外情况应包括因工伤造成的以下情况：生病；
根据国家立法界定，由于这种情况导致丧失工作能力，并
涉及暂停收入；收入能力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超过规定程
度，可能是永久性的，或相应的能力丧失；以及规定类别的
受益人因养家糊口者死亡而遭受的支持损失。

覆盖范围 至少50%的雇员及其妻子和子女。 包括合作社成员和学徒在内的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雇员、
配偶、子女和其他受抚养人都应纳入保险范围。少数例外
情况可适用（第4条），例如，在临时雇用的情况下。

待遇 医疗和相关福利：全科医生、专科医生、牙
科和护理；住院治疗；药物治疗、康复、假
肢、眼镜等，以维持、恢复或改善健康和工
作能力，满足个人需求。现金待遇：定期支
付：在丧失工作能力或残疾的情况下，至少
为参考工资的50%；在养家糊口者死亡的
情况下，至少为参考工资的40%。

生活成本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一般收入水平
发生重大变化后，需对长期待遇进行调整。

如果无能力是轻微的，且主管当局确信该
笔款项将得到适当使用，则为一次性付款。

如第102号公约所述。此外，在工作场所提供某些类型的
护理。

在丧失工作能力或残疾的情况下，定期支付至少相当于参
考工资的60%。在养家糊口者死亡的情况下，国家立法承
认的寡妇、残疾人和受扶养鳏夫、受扶养子女以及所有其
他人的待遇。至少相当于参考工资50%的定期付款。原则
上，必须提供丧葬待遇。规定这些定期付款的最低金额。

将定期付款转换为一次性付款的可能性：（1）在收入能力
损失不大的情况下；（2）在特殊情况下，经受伤人员同意，
当主管当局有理由相信此类一次性付款将以对受伤人员
特别有利的方式使用时。需要第三方持续帮助的残疾人的
补充待遇。

待遇期限 在整个意外事故过程中，必须给予该待遇。
只要该人员需要医疗护理或仍然丧失工作
能力，则无需等待时间，临时丧失工作能力
的情况除外（最多3天）。

如果《公约》生效时的法律规定了迟延，并且原因仍然存
在，则在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有确定等待期的可能性。

待遇资格条件 不允许为受伤人员待遇设置资格期限。对
于受抚养人，可根据推定配偶无能力自立
和子女未满规定年龄的情况，发放津贴。

如第102号公约所述。存在规定职业病暴露期的可能性。
存在国家当局规定寡妇可以领取福利的条件的可能性。

重返工作 与一般职业康复服务机构合作，为残疾人
重新安排合适的工作。

为残疾工人重返工作岗位、更换工作等提供职业康复服
务。

除上述技术标准外，社会保障管理中性治理的社会保险
原则规定，领取待遇的权利是在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合
同关系之外确立的。因此，在雇主破产的情况下，待遇不受
影响，这与雇主对待遇支付负有高度专属责任的情况不同 

（国际劳工组织2021b）。此外，国际良好实践表明，即使

雇主不履行其义务，例如，如果工人没有登记或雇主没有
支付应有的缴费，工人也应有权享受待遇。社会保障有义
务与雇主一起进行必要的努力，以确保缴费得到执行。 
这些要素为工人提供了纯粹商业保险体系无法满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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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初创造的工作人员补偿后来演变为“工人补偿”，并最终演变为“工伤”保险。
7 履行指标可能存在偏差，因为它们可能反映了提交所需证明的人员的处理时间。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比较
根据传统的“工人补偿计划”6，工人或其尚存家属的补偿
由雇主负责（国际劳工组织2021b:8）。雇主也有责任提供
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雇主应对工人或其家庭成员因缺乏
预防措施而遭受的损失负责（国际劳工组织2021b）。鉴于
履行这些义务的财务负担完全由雇主承担，他们倾向于寻
求商业保险，以减少工伤索赔的成本和波动性带来的财务
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保险范围和待遇由群体保险政策定
义。后者可能因缔约方的选择以及他们认购不同保险计划
的意愿而有所不同（国际劳工组织2021b）。

依赖纯粹商业保险合同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追求利润
的商业保险公司专注于最具可解决性和盈利性的消费者，
往往忽视风险发生率较高的行业的工人，如运输行业，或
风险更加模糊和难以评估的行业，如配送工作或家庭工
作。即使有国家授权和义务覆盖商业保险项下的某些类
型的职业，保险公司通常也不会做出重大努力覆盖依赖
性弱势工人（如临时工）或微型企业家和自雇人员。由于
与国家计划相比，风险共担相对有限，并且它们承担着高
昂的营销费用，商业保险公司可能收取高额保费（国际劳

工组织 2021d）。此外，商业保险单可能包括与事件或疾病
相关的几项除外责任，最终导致无法获得赔偿。确定待遇
资格的调查对于自雇人员来说也可能是繁琐、漫长和昂贵
的（国际劳工组织2021c）。工人可能必须证明其雇主的责
任。经验表明，即使法律规定了这一义务，雇主和工人也
面临着很高的诉讼风险。因此，尽管商业保险公司在处
理注册和申请方面可能相对高效和快速，但保险索赔可
能涉及收集信息和严格医疗评估要求的繁琐过程，这在
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获得治疗和待遇领取的重大延误7。加
入商业保险的雇主通常会面临大额免赔额计划，这会给
雇主或个人带来成本，并阻止索赔。雇主面临经验评级的
直接影响，由于担心保费水平的变化，可能希望限制索赔 

（国际劳工组织2021c）。在职业病的情况下，如果工人不
再担任该疾病被承认的工作，或者他们不再依附于引起该
疾病的雇主及其商业保险公司，他们将无权享受待遇。待
遇通常是对于短期医疗。商业保险公司避免长期定期支付
收入补偿，不根据工资增长提供通货膨胀和价值化的待遇
指数化，一般来说，康复待遇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
可能不得不加入补充保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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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些不足，许多国家用社会保险取代了雇主责
任。社会保险方法促进以下原则。“无过错”的概念是指受
伤工人或已故工人的遗属有资格享受待遇，而无需在法
庭上证明雇主的“过错”（国际劳工组织2021c）。雇主集
体分担责任意味着赔偿制度的总成本由所有雇主分担。 
风险在雇主之间更平均地分担，这降低了高风险行业的
保费，特别是那些最弱势工人所在的行业。待遇包括长期
定期付款以及医疗和康复。社会保险有一项公共授权和
内在利益，即扩大对所有工人的覆盖范围，以确保更广泛
的缴费基础。大量预算可用于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确保
预防和康复（国际劳工组织2021c）。

虽然建立国家工伤保险计划可能会被视为成本高昂，但
应注意的是，即使是商业保险也需要专业人员和公共行
政部门来确保雇主的合规性，并监督保险市场的有效性、
质量和效率（国际劳工组织， 2021b）。

存在公共和商业工伤保险共存的不同模式（国际劳工组
织，2021c）。例如，工伤保险立法可以对公共保险计划（
瑞士、瑞典、泰国）（国际劳工组织2021c）涵盖的待遇总
额设定上限。在其他国家，雇主的责任可能超出国家公共
工伤保险缴费。雇主责任将通过私营载体提供，即使存在
公共计划（英国的情况）（国际劳工组织2021c）。一些国
家依靠公私伙伴关系扩大社会保险处理行政任务的能力。 
在这些情况下，下文表3总结的国际良好实践要求在让私
营伙伴参与提供社会保险时遵守以下考虑因素。例如，重
要的是根据质量指标与私营代理签订合同，而不仅仅是
价格。公共社会保险监管机构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协议，并
密切监督私营实体的社会保险管理和交付，以避免其通
过积极交叉销售保险产品滥用对客户的权力，保持工伤
保险管理费用较低，促进公平对待和包容所有工人，并确
保对其数据的保护和保密。

 X 表3. 社会保险交付中公私合作的风险

风险

 X 在没有透明度、客户知晓和同意的情况下交叉销售产品。
 X 个人数据的市场化。
 X 由于供应商的不时变更而丧失经验、专业性和机构记忆导致服务提供中断。
 X 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监督，成员对商业工伤保险的信任可能会受到非法性和管理失当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

缴费意愿。
 X 与最弱势群体的接触可能会受到影响（由于社会保险向更难接触到的人群提供的成本较高，因此，由于吸脂效

应，为涵盖这一群体所作的努力较低）。
 X 当只有少数供应商在特定地点投标时，可能会出现社会保障交付方面的地方垄断和缺乏地方竞争。这导致了高

昂的管理费用和较低的服务质量。
 X 签订合同必须建立在信任和质量的要素上，而不仅仅是价格。

本节广泛引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份出版物：

国际劳工组织2021c工伤保险制度的成功要素：政策、 
机构治理、立法、行政和可持续筹资实用指南

国际劳工组织2021d通过供应链改善安全和健康的九种
商业实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0245.pdf%20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024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s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0245.pdf%20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800245.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2148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214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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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技术将工伤保险扩展到数
字平台从业人员
国际劳工组织鼓励社会保障管理适应新就业形式的特
点（Behrendt和Nguyen，2019年）。根据La Salle（2021
年）的说法，数字技术有可能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管理的生
产率、效率和安全性，以及通过降低获得服务的成本来鼓
励需求，从而促进覆盖范围的扩大。社会保障机构的管理
有时可能会抵制将各种形式的就业工人纳入，因为担心
这将大大增加其运营成本。因此，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
的数字化转型将重点放在提高行政部门的生产率和效率
上（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9年）。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会
保障依靠数字技术迅速扩大覆盖范围，覆盖传统上难以
接触到的群体。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促进数字
就业工人参与社会保险的潜力更大，因为这类工人更熟
悉数字媒体（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9年）。

在引入数字解决方案之前，各机构要求亲自提交申请并
认证纸质文件（La Salle，2021年）。人们排队等待，并不
得不返回进行后续事宜，直到待遇得到批准和发放。手动
程序造成积压和错误，并阻止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La 
Salle，2021年）。当面申请和社会保障成员身份变更要求

当面前往服务中心、通勤，有时是从远方往返，有时是一
个单一流程多次往返，而且在被呼叫到指定柜台之前通
常需要很长的等待时间。不幸的是，这在许多国家仍然是
现实（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9年）。纸面驱动的流程阻
碍了数据和信息的整合，并增加了与管理部门的交互次
数。社会保障人员传统上是孤立地工作，在与其他行政部
门隔离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而不考虑成员已向其他业务
部门提供的信息。下表介绍了数字解决方案在社会保险
中的应用示例，这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为会员提供社
会保障服务的便利性，并在La Salle（2019）上进行了扩展。

使用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包括指纹、人脸、虹膜、语音、签
名和手部几何结构，可以减少与识别和注册工伤保险相
关的管理负担。它们还消除了亲自出示生命证明的必要
性，这是持续支付永久伤害待遇所必需的（国际社会保障
协会，2019年）。通过尽可能预先填充信息，使用组织内
各种数据库或社会保障之外（司法部、内务部等）的可用
数据，可以简化注册。电子社会保障卡提供安全的个人识
别码，从而减少社会保障业务处理中的欺诈行为。用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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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移动货币简化了缴费。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客户
可以实时检查雇主或平台公司是否代表他们缴费，或者
社会保险机构是否有效地登记了他们的缴费（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2019年）。远程访问基于互联网的患者记录可
以提高残疾评估的一致性，有可能加快索赔处理和减少
上诉。数字技术可以通过跨部门或业务单位提供更快速
的协调来协助案例管理，以应对被保险人的整体需求和
情况。例如，伤残保险索赔可能导致获得康复待遇、职业
培训补贴和成员工作场所调整的权利，需要不同部门的及
时干预。大数据分析可用于检测工伤待遇支付中的欺诈行
为，例如，通过检查人们是否在作为全职工人缴纳税费的
同时享受永久性残疾待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9年）。

这些创新提高了社会保障机构的能力，吸纳多种就业形式
和更复杂需求的工人。

数字化为在线完成许多管理流程提供了可能性，允许无缝
和更便捷的社会保险管理，以满足平台公司员工在时间上的
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访问需求（Behrendt等人，2019年）。 
但是，人们也认识到，对于有特殊情况和多种需求的人来
说，人性化界面仍然很重要。数字技术使需要较少援助
的工人的流程自动化，并使员工专注于弱势工人的个性
化援助和案例管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9年）。最后， 
案例研究将表明，数字界面还可以将服务分散给第三方，
如业务支持机构、合作伙伴协会或商业银行，这些机构可
以作为社会保险机构的中介机构。

 X 表4. 数字技术在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中的影响

阶段 描述 影响

个人身份识别和
雇佣关系的验证

 X 生物特征包括指纹、面部、虹膜、语音、签名和手部几何特征。 
这提高了成员身份识别的安全性和快速性。

安全

高效

 X 电子社会保障卡和独特的数字个人识别码使行政交易比纸质交易
更加安全，增加了行政行为的可追溯性，并有助于防止欺诈和错误。

安全

诚信

 X 区块链技术已被用于注册电子合同，允许追踪弱势工人（尤其是
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生涯，从而加强他们的法律保护。

权益转移接续

参保  X 通过尽可能使用各种数据库中的可用数据预填充信息，可以简化
注册。例如，税务机构和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助于确认住所、收
入、地址中的人数和其他属性。

用户成本降低

业务处理快速

 X 不同的存储库可用于通过与不同数据库的数据匹配来验证被保
险人提供的信息。

安全

 X 人工智能生成的聊天机器人和问答提供快速、个性化的信息渠
道，然后再参保或申领待遇。

高效

风险评估  X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可以通过提供职业风险的分类、监测和预测来
改进和加快决策过程。

准确

 X 在职业健康和安全领域，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链接提供了来自工
作场所传感器和其他工具的额外信息，以帮助预防和风险监控。

快速决策

保费收缴  X 保费的收取包括报告要求、文件保管、会计对账和向机构汇款。 
数据通信可使某些对账过程自动化。

快速处理

 X 移动货币简化了保费支付，特别是对于数字平台从业人员，他们
使用智能手机作为工作工具。根据工人的情况，可通过互联网和
其他数字媒体定期发布缴费通知和其他信息。

有效

 X 客户无需等待月度、季度或年度报表，即可实时检查雇主或平台
公司是否代表其进行缴费，或社会保险组织是否有效地登记了
其缴费。它降低了发布报表的成本。自动化使后台人员可以自由
地进行现场检查。监察员可以实时访问雇主的信息。

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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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描述 影响

待遇申领、资格验
证和权利裁定

 X 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可用于识别、验证和身份确认，从而提供更强大
的安全性，防止欺诈性索赔。他们允许会员以快速、无成本和方便
的方式提供生命证明，以确保持续支付长期待遇。

安全

准确

 X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成员的满意度，提高残疾
评估的一致性，加速索赔的处理，减少上诉数量。

快速决策

高效

 X 数字技术可以辅助案例管理。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可以减少简单案
例中的个人干预需求，从而在复杂案例中腾出更多时间进行面对
面交流。通过允许所有业务部门访问相同且完整的成员信息，数
字记录可以更好地协调、优先排序和监控干预措施，包括转介给
外部合作伙伴，例如在医疗或康复服务领域。

便捷

尊严

有效

待遇支付  X 数字技术提供了从社会保障管理局到外部金融支付提供商的安
全和直接的信息流，并简化了通过直接存款和移动货币获取待
遇的过程。

有效

 X 数字技术允许加强内部控制和审计跟踪，通过允许受益人数据
库与其他机构或计划的数据存储库进行交叉检查，可以使待遇
支付更加准确和安全。

信托风险控制

高效

 X 跨政府部门的通用支付引擎/平台允许加强对错误和欺诈的控
制。例如，大数据分析通过检查人们是否在作为全职工人向税务
机关缴款的同时领取永久伤残待遇，帮助检测工伤待遇支付中
的欺诈行为。

错误最小化

投诉和救济机制  X 提交查询和劳工投诉的在线平台 便捷

有效

来源: 作者改编自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2019年) 和La Salle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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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涵盖平台从业人员的法定和有效工
伤保险概述

7.1. 欧洲的法定工伤保险
在所有欧洲国家，工伤保险对雇员都是强制性的。如图5
所示，在大多数国家（57%），自雇人员有法定的工伤保
险；其中约三分之一国家（36%）对自雇人员采用强制性
工伤保险；大约五分之一国家（21%）对自雇人员采用自
愿性工伤保险。

7.2. 欧洲自雇人员的有效工伤保
险覆盖范围
在许多国家，很难获得按职业类别分列的有效工伤保险
覆盖面的统计细目。国际劳工组织（2021a）估计，全世界
约有35.4%的工人得到工伤保险计划的有效保障。根据
欧盟的调查，瑞典和西班牙的自雇人员的工伤保险覆盖
率最高，其次是波兰和法国（欧盟委员会2018年），见图6。

 X 图5. 2020年欧洲国家自雇人员参加工伤保险，
按欧洲国家占比（%）

    来源：欧盟委员会2020年。

36%
43%

21%

强制性
 自愿性
 没有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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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图6. 2017年部分欧洲国家参加工伤保险的自雇人员（自报）比例(n=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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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欧盟委员会2018年。

8 根据1997年《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法案》第12-12.2节。

7.3. 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
覆盖范围
如上所述，在许多国家，数字平台从业人员没有参加工伤
保险，因为他们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在欧洲，一些平台
从业人员现在被默认为“雇员”（例如，在西班牙或葡萄牙，
数字平台就业的某些类别工人就是这样），因此他们与普
通标准雇员享有相同的工伤保险保护。在加拿大，有两种
情况。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安大略省，建筑业的独立经
营者、独资经营者和合伙人被视为工人，享有与雇员类似
的权利。未包括在这些类别中的其他独立工人可以作为
自雇人员申请安大略省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局的保险8。 
本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魁北克省，该省与安大略省有类似的
安排（另见案例研究）。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乌拉圭对作

为自雇人员的平台从业人员实行了专门的强制性保护。
墨西哥也为自雇人员提供自愿保险。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如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实施工伤保险计
划的历史悠久，并逐步将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新职业

（国际劳工组织2021a和2021c）。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
已在2020-21年自愿计划下将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
数字平台就业（更多详细说明，请参见后面的案例说明）。
与日本和韩国类似，澳大利亚的政策框架也在快速发展。
参议院平台经济特别委员会于2021年6月发布中期报告，
建议改善目前对平台从业人员的保护。（第一份中期报告：
澳大利亚的按需平台工作）。

在接下来考查的案例研究中，数字平台从业人员被纳入自
愿性自雇人员工伤保险制度，但瑞典的基本工伤保险制度
除外，该制度强制涵盖自雇人员。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21-06/apo-nid312940.pdf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21-06/apo-nid3129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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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设计
由于雇员通常强制参加工伤保险，因此本节考虑了不同
国家自雇平台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覆盖情况。平台从业
人员工伤保险的设计提出了几个问题。本节介绍了自雇
人员获得工伤保险的条件、资格限制以及强制性或自愿
性工伤保险的选择。这表明，不同国家提供全面的工伤保
险待遇包，类似于为雇员提供的待遇包。一些国家试图确
保缴费不会造成过度的财务负担，从而伤害工人，否则工
人将不得不支付通常完全由雇主支付的缴费（国际劳工组
织2021c）。最后，本节考虑了补偿如何与劳动法和补充措
施中的其他保护相关联。

8.1. 社会保障法为自雇平台从业
人员提供保障
在大多数国家，平台从业人员可以作为自雇人员加入工伤
保险。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享受和雇员同等的工伤保险待遇。

在承认雇员身份基础上提供工伤保障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依据社会保障法，依赖性承包商强制
参保，并享有与雇员同等的工伤保险待遇。在西班牙，自
雇人员特别社会保障计划强制涵盖经济依赖性自雇人员。 
经济依赖性自雇人员指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定期为自然人

或法人（即客户）提供经济活动或专业活动，其至少75%
的收入来自于该客户。具体而言，与平台工作相关，西班
牙新《骑手法》引入了对“通过数字平台”交付“任何消费品
或商品”的平台从业人员都采用“雇佣推定”。在法国，依据
关于劳动、劳动关系现代化和职业道路保障的2016-1088
号法令，依赖于单一客户的平台从业人员可以享有工伤
保障。该法令规定，与在线平台有经济和技术依赖关系的
独立工人可以享受工作事故保险，如果他们声明这样做， 
由在线平台承担责任和费用（Palli 2020年）。然而，该法令
并未对劳动法中的独立工人的分类提出质疑，它只是在社
会保障法方面增加了合同方的一些责任。2019年11月，意
大利2019年第101号法令，为自雇的配送平台从业人员的
社会保护引入了新规定。这项改革针对的是在城市中使用
自行车或类似交通工具送货的平台从业人员。这次改革赋
予他们等同于雇员的工伤保障，并根据意大利法律享有职
业健康安全的权利（法令2008年第81号）。

自雇人员享有法定强制性社会保障
在奥地利、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瑞
典，所有自雇人员加入工伤保险是强制性的。在瑞典，每个
从事有偿工作的人（雇员、自雇人员、一些学生等）都经由
瑞典社会保险机构强制参保。此外，自雇人员可以通过联
邦集体协议保险——工伤保险（TFA）自愿获得额外保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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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人员享有法定自愿性社会保障
其他国家只提供自雇人员的自愿保险。在魁北克，为平台
企业工作的自雇人员可以自愿申请加入工伤保险。在美国
大多数州，企业主可以自愿以个人身份加入工人补偿保险
制度。在西班牙，自2019年起，除了工伤保险，其他社会保

障险种对自雇人员都成为强制性的（根据2018年第28号皇
家法令），但工人可以根据自雇人员特别社会保障计划自
愿选择加入工伤保险。在丹麦、芬兰和挪威，自雇人员如
果自愿选择参保，也可享受一般保险计划，但需自己缴费。

 X 表5. 选定国家通过提供工伤保险保护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情况

工人分类 自愿性覆盖 强制性覆盖

雇员 – 葡萄牙（特定类别）、西班牙（特定类别）、加拿大各
省的独立承包商。

自雇人员 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芬兰、
挪威、葡萄牙（其他类别的自雇人员）、罗马尼亚、加
拿大所有省份。

爱沙尼亚、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
卢森堡、马耳他、马其顿北部、瑞典、斯洛文尼亚、塞
尔维亚、土耳其、冰岛。

来源: Shoukens (2019年:19), Kool等人 (2021年)

自雇人员享有的法定社会保障根据职
业而不同
一些国家根据具体职业的不同采用强制性或自愿性工伤
保险。在德国，农民强制缴纳意外保险。自雇人员、自由职
业者和没有雇佣合同的艺术从业人员可自愿加入法定
意外事故保险，但他们需要自己支付保险费。在葡萄牙， 
第454/2018号法律针对以平台为中介的个人运输行业引
入了“雇佣关系推定”（第12条）。2021年10月，葡萄牙通

过立法，要求网约车和送餐公司向部分司机和外卖员赋
予雇佣权利，从而将权利扩大，不限于出租车行业。例如，
在马来西亚，2020年之前，针对客运行业工人（出租车司
机、电子约车和公交车司机）的自雇人员保险计划是强制
性的 。自2020年1月1日起，在自愿的基础上，该保护扩大
到19个其他经济部门的自雇人员。韩国有自动默认选择
和自愿性计划。特殊类型的工人默认加入工伤保险计划， 
并可以选择退出。小企业主（自雇人员）可以申请自愿性工
伤保险计划。马来西亚的社会保障机构（PERKESO）也在探
索在行政许可注册或续期时自动参保，以扩大覆盖范围。

 X 专栏2. 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不同职业

在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覆盖范围的扩大是逐步的，按照职业进行的：

 X 截至2021年5月，韩国相关法律规定了13种特殊类型的工人。
 X 马来西亚的覆盖范围已扩大到小贩和在线业务、信息技术、数据处理、农业、渔业、畜牧业、艺术和娱乐以及医

疗保健行业的工人。
 X 在日本，自雇人员计划涵盖运输工人（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等）、建筑工人、渔民、伐木工人、药品配送人员（个人） 

、废物处理人员和海员。但是，目前还没有涵盖其他类别的自由职业者，包括独立艺术家、动画师、自行车配送 
（如Uber Eats）和目前正在三方委员会讨论其覆盖问题的其他所谓“自由职业者”。

两个国家有特殊的覆盖范围。日本在1965年建立了一个
特殊的参保制度，允许某些新就业形式的工人参加工伤
保险。特别自愿性制度涵盖事实上以雇员身份工作的雇主

（例如，雇主和雇员在施工现场共同工作的小型承包商）
和自雇人员（例如自雇建筑工人）。特殊参保制度不是强制
性的；工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但是，加入和退出必须
经县劳动局长批准。在法国，除工伤事故外，独立工人必须
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平台从业人员通常是独立工人，因此
通常不包括工伤事故，除非他们或他们的平台自愿加入
一项计划。但是，自2016年起，在数字平台上工作并符合

某些要求的自雇人员可以自愿加入国家工人赔偿保险制
度，平台运营商有义务支付由此产生的保费，并且不能将
费用转嫁给平台从业人员（JILPT 2020年）。

如前所述，政策环境发展迅速，特别是关于将平台从业人员
纳入工伤保险方面。日本、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在2020-21
年间研究探讨通过怎样的政策选择更好地扩展工伤保险的
覆盖范围。许多欧洲国家也在探索改进立法。德国联邦劳工
部出版了一本关于工作未来的白皮书，其中平台工作占据
了突出地位。拟议中的计划是改进平台自雇人员的工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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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Hauben, Kahancová和Manoudi，2021年, 54）。2021
年12月，欧盟发布了一项关于改善平台从业人员工作条件
的法令建议。在此之前，在平台从业人员就业状况方面，欧
盟已经做出了100多项法院判决和15项行政裁决。欧盟有
超过2800万人通过数字劳工平台工作——到2025年，这一
数字将达到4300万。一旦法令通过，预计有170到410万人
将被重新归类为工人。其他人可能会成为真正的自雇人员，
因为一些平台可能会调整他们的业务模式。

8.2. 对覆盖范围的限制
一般来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对自雇人员施加额外的限
制，阻止那些有义务或希望向工伤保险缴费的人员。在韩
国，为了有资格加入针对特殊类型工人的工人赔偿保险

（WCI）计划，相关人员必须定期提供在线服务并对这些
服务收取费用，并且不得使用其他人提供此类劳动服务。
为了有资格加入WCI自愿计划，自雇人员被要求雇用少
于300名工人，或者不雇用任何工人，除非相关法律规定
的特殊类型工人。在法国，平台运营商代表工人支付工伤
事故保险费的义务仅适用于2019年收入超过5268欧元或
上一年交易超过20笔的工人。在奥地利，根据一般性计划，
如果自雇人员的收入低于每年5527欧元的最低保险限额，
则免除其缴费。如果正在耕种的土地价值低于1500欧元，
且生活费用主要不由农场产出支付，则免除向奥地利工伤
事故农民保险计划缴费的义务。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工人
愿意，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加入（Schoukens 2021年, 157）。

8.3. 工伤和职业病工资补偿条件
除某些例外情况外，平台从业人员获得工伤和职业病工资
补偿的条件通常与雇员相同。例如，奥地利、丹麦、法国、德
国和瑞典就是这样。工伤事故的等待期要么不存在，要么
仅限于几天，自雇人员的等待期与雇员的等待期大致相
同。例如，奥地利、丹麦和德国没有等待期。这也是马来西
亚的情况。根据PERKESO针对自雇人员的计划，工伤保
险的覆盖从缴费日期和时间开始，并在缴费收据上确认。
除了处理索偿所需的时间外，补偿不需要等待期。在瑞
典，有一天的等待期，但如果被保险人满足补偿要求，他
们也可以在等待日获得补偿。

在一些国家，雇主有义务在工人受伤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
支付工资。换言之，社会保险仅在该期限后接管报销。在德
国，雇主负责支付受伤后最多长达六周的工资。同样，在魁
北克，工伤保险计划要求雇主直接赔偿其工人受伤的前14
天，标准、公平、健康和安全委员会（CNESST）给雇主报销。
这一管理机制减少了工人在受伤后收款的延迟，因为通过

9 在2021年相当于27400加元。
10 在2021年相当于83500加元。

CNESST的付款授权可能需要两周以上。但是，对于自雇人
员，CNESST从第一天开始支付待遇，尽管受伤和收到第一
笔付款之间的时间取决于索偿流程的顺畅性。

自雇人员在日后确定职业病方面通常享有与领薪工人相同
的条件。在瑞典，如果工人在终止雇佣后感染疾病，但被视
为职业病，则工伤保险在工人年满65岁之前仍然适用。“工
作场所”和“正常工作时间”的定义通常出现在雇员工伤保
险规定中，但可能会给平台从业人员带来问题。在魁北克，
工人在工作时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伤害被认为是工伤。工人
只需填写一份声明表（索偿表）解释发生的情况。对于平台
从业人员不在提供服务或待命的情况下，没有特别规定。

8.4. 待遇包
一个整体的定义。对于魁北克的CNESST，“工伤”是指由
工业事故或职业病引起或期间发生的伤害或疾病，包括
复发或加重，包括通勤期间发生的事件。

全面覆盖。根据《自雇就业社会保障法案》，马来西亚的自
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提供了一整套待遇：医疗待遇、临
时伤残待遇、永久伤残待遇、经常性护理津贴、家属待遇、 
丧葬待遇和康复。

多层次系统。在瑞典，法定工伤保险下的赔偿涵盖工作收
入损失；牙科护理费用；医疗费用，包括国外费用；特殊情
况下的疾病现金津贴；特别援助费用；遗属和葬礼费用。 
补充保险提供更广泛的一揽子承保费用，包括医疗、药品、
理疗、损坏的衣服和眼镜。

短期收入替代待遇，与雇员相同。在日本、韩国、西班牙、
瑞典和加拿大魁北克——以及与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
等其他国家情况类似——自雇人员的收入替代待遇与普
通雇员的规定相同。例如，在韩国，如果工人有资格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他们可以在脱产接受住院或门诊治疗期
间（至少四天）领取相当于其日平均收入70%的临时残疾
津贴。在加拿大，法律规定了最低收入替代补偿，等于每
小时最低工资乘以正常工作周（40小时）。9最高收入替代
补偿将以最高可保险收入为基础。10收入更高的工人将
获得该最高金额的保障。在法国，自2018年以来，（特殊）
独立工人社会保障计划开始逐渐与从属性工人的计划合
并，待遇也变得更加统一。

精神健康。非经济损失——如疼痛、痛苦和社会心理损
失——并不总是包括在伤害和职业病待遇包中。但是，日
本、瑞典和加拿大魁北克认为神经和心血管疾病和心理
压力造成的精神疾病是与工作相关的疾病（日本卫生、劳
工和福利部劳工标准局工业事故补偿司,2014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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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2020年3月修订的《工业事故赔偿保险法》将多个
工作的总工作时间纳入了与工作相关负担的评估（JILPT 
2020年）。

通勤。与加拿大一样，马来西亚也涵盖为自雇就业活动而
旅行时发生的事件。但对于在通勤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可能很难确定它是实际通勤上班还是已经上班。韩国工
人薪酬与福利服务机构(COMWEL)已经确定，如果运输企
业主、出租车司机和快递服务司机在家中有自己的商用车
车库，他们在发生通勤事故时可能会被排除在待遇之外。

长期定期现金津贴。在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以
及所有为自雇人员提供工伤保险覆盖的欧洲国家，对于
从工伤或职业病康复后遭遇身体或精神永久残疾而导致
个人通过工作赚取收入的能力永久性下降的工人，有残疾
抚恤金。一般而言，自雇人员有权享受定期津贴，包括长期
定期津贴，具体取决于其残疾程度。在瑞典，法定工伤保险
支付的最大补偿是以个人终身年金形式支付。

收入缴费基数。在韩国，自雇人员的临时残疾津贴是根据
工人申请该计划时选择的收入水平计算的。在日本，现金
支付主要基于个人缴费基数，津贴水平取决于缴费水平。
在加拿大，自雇人员也是基于其申报的收入进行补偿。在
意大利，计算津贴时考虑的薪酬是年收入，必须至少相当
于保障最低月收入的14倍。

多个工作。在法国，在一般性计划下也是工薪人员的独立
农民（例如，他们在农村经济中开展第二项活动）必须为
他们所属的每一个计划缴费，但只有一个计划支付待遇 

（事故发生时正在开展的工作所属的计划）。在西班牙，
将自雇就业与带薪工作结合起来的人员可能会根据事故
发生时开展的活动获得待遇。在日本，原则上，在为从事
次要或多重工作的工人（多重工作工人）计算工伤赔偿保
险（基本每日津贴额）时，不允许收入合计，但是，2020年
3月修订的《工业事故赔偿保险法》引入了立法措施加以
允许（修订法案第8（3）条）。

医疗待遇。加拿大拥有全民医疗保险，为住院服务和医疗
提供全面保险，这些服务和医疗由税收提供资金，不需
要专门缴费。医院药品受强制性公共/私营体系的保障，
包括共同支付和扣除。在魁北克，全民保险向受伤工人提
供的医院和医疗护理服务由CNESST向公共体系全额报
销。工伤保险计划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涵盖全民健康保
险范围以外的所有必要服务。在韩国，雇员和自雇人员的
医疗待遇相同。在承认工人有权因职业病获得补偿待遇
方面，该国采用了“混合制度”，将“清单制度”和“一般定
义制度”相结合。在过去，工人必须证明他们的工作与疾
病之间存在重大关系，才能被认可为患有职业病。然而，
在现实中，工人很难证明这种关系或疾病的职业来源。为
了减轻工人的举证责任，2018年，韩国在《工伤保险法》
中引入了一项推定条款。根据这项规定，如果任何疾病符
合诊断标准，并且工作与该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可

将其认可为职业病。因此，这使得工伤保险计划能够加强
对工人的保护。在马来西亚，有一种“清单制度”。1969年

《雇员社会保障法》附表5规定了职业病。

医疗赔偿的及时性。在韩国，自雇人员和领薪工人只有在
其状况被正式确认为工伤或职业病后才能获得工伤保险
待遇。由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认可通常需要一段时间，因此
在确认受伤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资格之前，允许他们接
受作为国民健康保险（NHI）覆盖范围一部分的所需医疗
服务；国民健康保险和工伤保险覆盖之间的差异将在国
民健康保险公团（NHIS）和韩国工人薪酬与福利服务机构

（COMWEL）之间解决。此外，虽然只有在确定可赔偿事
件后才支付医疗待遇，但如果他们的状况被确认为工伤
或职业病，工伤保险计划将报销全部医疗费用。

康复。在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魁北克省，
自雇人员享有与雇员相同的医疗康复待遇。在魁北克，如
果由于工伤，工人无法回到受伤时从事的工作岗位，法律
规定了康复的权利，包括职业康复，CNESST将与工人协
商，制定个人康复计划。当工人参与该计划时，应支付工
资替代津贴，并且在工人能够执行“适当就业”后的12个
月内可支付全额津贴。马来西亚的重返工作方案于2007
年推出。该康复方案采用系统的病例管理方法，帮助残疾
的被保险人重返工作岗位。

康复中心。马来西亚的社会保障康复中心旨在恢复被保险
人满足工作需要的能力。PERKESO与多家医疗专业人员
和服务提供商签订了合同，提供这些康复服务，包括制定
康复计划（通常由医疗专业人员完成）、身体康复、职业康
复、假肢/矫形器提供商和许多其他服务。PERKESO的教
育贷款福利向被保险人的受抚养子女提供贷款或奖学金。
申请人必须是因工伤死亡或者是55岁之前由于不明原因
死亡的被保险人的受抚养子女，并且符合遗属资格要求。

补充支持。平台从业人员可能受到社会保障立法的保护，
但仍然无法受到补充立法的保护。例如，在马来西亚，据
报告平台从业人员不受其他补充性立法或规定的保护，
但是这些立法或规定支持雇用关系中的工人的整体福利

（如《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最低工资法》等）。没有《职业
安全与健康法》的覆盖，针对平台从业人员的预防活动仅
限于PERKESO组织的预防活动。

8.5. 工伤保险缴费
缴费基数
在韩国，特殊类型的工人可以在就业和劳动部为各种职
业规定的收入水平中选择一档。同样，在马来西亚，根据
最低计划设立了四个收入类别，规定最低缴费额。在西班
牙，自雇人员同样有权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决定其缴费基
数。由于现行制度，西班牙约85%的自雇人员选择法定最
低基数。这降低了他们未来的待遇水平，因为这些待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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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他们申报的收入成比例。目前正在考虑一项新的计
划，根据实际收入而不是每月固定数额缴费。这一变化主
要是自由职业者协会的要求（Gómez和Pérez，2020年）。 
自雇人员将根据其估计收入选择其缴费基数。他们一年
最多可以改变六次。如果年终时缴费与实际收入不匹配，
缴费人将支付额外款项或要求返还。

葡萄牙还曾根据几个收入等级计算自雇人员缴费。自2018
年起，社会保障局根据自雇人员每季度申报的价值和纳
税申报的价值确定缴费收入基数。税务局通过电子方式
将自雇人员申报的收入告知社会保障机构。在瑞典和意
大利，缴费基于报告的收入。在前者中，管理部门直接从
瑞典公司注册局或瑞典税务局获得信息。在后者中，有一
个最低缴费水平。如果收入低于该最低值，则考虑后一参
考收入。魁北克采用混合做法。个人被保险人由其申报的
金额承保；但是，此人需要能够随时证明他们实际赚取了
该金额。他们可以提供纳税申报表或上一份合同的副本， 
以证明其收入水平。有最低和最高年度可保收入。收入更
高的工人将获得最高金额的保险。在马来西亚，PERKESO
正在探索缴费收取从收入申报改为从交易任务（微工作）
收取。在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的商业保险也存在类似的模
式。滴滴，一个电子打车平台，通过从在线订单费用中扣
除，为他们的员工提供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费率
在韩国，工伤保险计划的缴费费率因企业类型而异。根据
就业和劳动部的一项法令，缴费费率依据截至每年6月
30日过去三年中工业事故赔偿保险待遇总额与总薪酬的
比率，同时考虑工伤保险待遇所需金额，例如《工伤保险
赔偿法》规定的年金、预防工伤事故和改善事故受害者福
利的成本。韩国工伤保险缴费完全由自雇人员支付。在加
拿大，自雇人员还根据其经济部门支付保险费，除被视为
独立承包商的情况外，该费用完全由工人承担。在瑞典， 
所有工人都要缴纳一系列法定保险，并且不可能选择或
退出其中任何一项。雇员按其工资总额缴纳32.5%的社
会保险费，而自雇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比率略有下降，
为28.97%。在马来西亚，1.2%的工伤保险缴费是所有自
雇人员的标准。考虑到2019新冠疫情期间对平台工作的
需求增加，马来西亚的PERKESO已经与联邦政府一道，
在政府的刺激方案下设计一个配套缴费计划。马来西亚
的平台几乎从不为平台从业人员缴费。他们的工人需要
自行注册并支付自己的保险费。此外，由于工作性质的原
因，平台从业人员的收入根据对微工作的需求而波动。因
此，大多数人的缴费并不稳定。表6提供了几个国家自雇
人员工伤保险缴费的比较概览。

 X 表6. 自雇人员工伤保险缴费

国家 自雇人员缴费费率

日本 申报收入的0.3–5.2%

韩国 申报收入或工资的0.7–28.1%

印度尼西亚 申报月收入的1% 

瑞典 申报收入的0.2%

智利 申报收入的0,95% + 申报收入的3,4%（最高值，实际值取决于职业）

波兰 申报收入的1.8% 

马来西亚 收入的1.2%

保加利亚 根据评估的风险，收入的0.4%-1.1%

来源：作者和国际劳工组织 (2021a:164)

8.6. 筹资
一般而言，由于缺乏关于自雇人员风险状况的信息，因此
有理由在新计划开始时设立一个与一般风险池分离的基
金。在马来西亚，自雇人员的工伤保险从主要工伤保险基
金中建立了一个单独的保险池。虽然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
这两个基金的财务管理，但这一安排保证了两个基金之间
资金转移的更高透明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共享的
管理和交付平台，基金的管理存在交叉补贴。

另一方面，西班牙选择在一般社会保障计划中纳入自雇
人员。这旨在平衡不同工作形式的劳动力成本，从而避免
对雇佣员工的抑制，并稳定整体社会保障资金，这一资金
已被非雇员工作形式的扩张所侵蚀。一些国家有理由设
立单独的资金池，因为自雇人员可能需要不同的条件，例
如根据其收入状况调整的待遇率和缴费。但是，在日本和
韩国，对自雇人员和雇员适用不同的规定，但是只有一个
单一的基金。在韩国，《工业事故赔偿保险法》要求就业和
劳工部长设立一个（单一）工业事故赔偿保险和预防基金。



9. 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的管理
	X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国际实践24

 9
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的管理
雇主在雇员工伤保险的管理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告知
和培训工人他们的权利和工伤保险程序，并收集和汇出
社会保障缴费。发生事故时，雇主启动既定程序，向工伤
保险机构通报受伤情况，为受伤人员提供快速急救，确保
其他工人的工作场所安全，并改进风险控制（国际劳工组
织 2021c）。雇主记录事故，指导雇员前往医疗机构，并协
助制定程序，以支持他们及时返回工作岗位。他们促进事
故的伤后审查，并采取预防和康复措施。但是，自雇人员必
须独自执行大部分管理任务。这带来了一些挑战，需要对工
伤保险的管理进行调整（国际劳工组织2021c）。接下来的
案例表明，工伤保险如何在各国进行调整，以核实发生在固
定工作环境之外的事故，在收入不稳定时执行强制保险义
务，或快速且经济高效地与工人个人而不是雇主打交道。

9.1. 关于工伤保险管理组织的决定
关于工伤保险的组织和管理，需要做出三个级别的决定。
第一个是决定是否将自雇人员纳入管理雇员计划的一般
管理部门，还是为自雇人员的工伤保险计划创建独立的
管理部门。在本报告的所有案例研究中，自雇人员的工伤

保险计划属于所有工人工伤保险的管理范围。这也是全世
界大多数国家最普遍的情况，只有少数例外（国际劳工组织
2021c）。例如，在法国，自雇人员社会保障制度（Régime 
social des Indépendants，简称RSI）以前由一个独立管
理部门管理，涵盖微型企业家、贸易商、手工业工人和自
雇人员的社会保障。但是，在2020年1月，RSI被纳入了一
般社会保障计划的管理。由于几个灰色区域以及与雇员
社会保障的重叠，该计划变得更加难以管理。这一改变的
理由是行政成本增加，RSI与一般计划之间的规则逐步协
调和职能共享（如收款），以及确保待遇在两个不同的管
理下可转移的复杂性。这一变化帮助自雇人员获得了更
广泛的线下和在线服务网络。关于自雇人员工伤保险组
织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决定是：是否在一般计划下管理一
个不同的基金，还是在同一基金和管理下管理不同的计
划。这两个方面已在上一节筹资问题下讨论过。

下文将讨论为自雇人员调整适用工伤保险。第一项任务包
括确定工人身份、提供信息并登记以及接收缴费。其他任
务如下图7所示。该图显示了申请待遇的典型行政程序，
从工人受伤的那一刻开始。

2424



	X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国际实践
9. 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的管理

25

 X 图7. 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程式化管理流程

来源：作者

 X 平台公司
 X 社保机构

工伤保险医疗小组确认受伤与工作有关， 
评估伤残程度

被认可的医疗服务机构

申请
包含工伤保险评估的要素

受伤工人向工伤保
险认可的医疗服务
机构寻求医疗服务

工伤保险机构
分析事故报告，与受伤工人和其他各方进行面谈，

以确认事故与工作相关以及受伤人员享有工伤
待遇的资质

一名工伤工人报
告了这起事件

提供
 X 津贴（短期和长期现金津贴）
 X 职业培训和康复

支持医疗服务和后续治疗的成本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9.2. 宣介与信息
由于没有雇主联系工人并就工伤保险进行沟通，自雇人
员很难了解到受工伤保险保护的可能性。这方面的一个
良好实践是，法国要求平台向工人告知其在社会保障缴
费和税收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提供有关政府当局的直
接电子链接。通过此链接，工人可以访问有关社会保障和
税收要求的目标信息。在韩国，类似的结果是通过不同的
过程实现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创业，他必须在国家税务局
登记并获得商业登记证。然后，该信息将与社会保险机构

（COMWEL、NHIS、NPIS）共享，这些机构将针对这些工
人进行社会保险宣介。数字技术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这
些数据交换和个人针对性的通信。阿根廷职业风险监管
局给出了使用数字解决方案提供个性化信息的另一个例
子。该机构开发了一个名为“Julieta”的智能聊天机器人，
用于回答有关工伤待遇的在线问询。

马来西亚、韩国和瑞典的例子表明，除了这些最新发展
外，向自雇人员提供信息仍然需要投资于面对面接触。在
瑞典，专业雇员联盟（TCO）组织自雇人员。TCO制定了平
台从业人员作为自雇承包商接受临时工作时的工作条件

指南。TCO还通过提供法律咨询、社会保险程序方面的协
助和专业发展，为自雇承包商提供支持，以确保其成员得
到公平对待。在韩国，COMWEL通过尽可能广泛的沟通，
努力增加参保人数。为此，它结合使用模拟和数字渠道以
及面向公众的方法，如电视和广播广告、短信服务及其
网站。此外，该机构在全国有7个地区总部和54个分支机
构，所有工作人员直接通过面对面会议以及电话和电子
邮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咨询。此外，它还授权保险事务局

（IBAs）促进社会保险注册。IBAs是根据特别法律成立的
公司，旨在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险管理流程的注册和
处理提供支持。他们至少需要一名注册公共劳动律师和
一名税务会计师。IBAs为工人少于30人的企业提供免费
服务。全国有多达5000家IBAs。在马来西亚，PERKESO
还依靠一个私营组织网络来扩大其宣介范围。PERKESO
已与监管机构和工人协会等行业顶尖机构签署协议，以
推广自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通过每次登记，所谓的社会
保护代理机构可以赚取缴费的5%，作为继续扩大覆盖范
围的激励。PERKESO利用其行业网络，可以触及社区基
层的平台从业人员。



9. 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的管理
	X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国际实践26

9.3. 身份识别与参保
在日本，现行程序不允许个人参加社会保障。自雇人员需
要通过一个集体实体注册，以方便独立工人的注册。特殊
申请人必须首先填写“特殊加入申请表（针对自雇人员）”， 
其中明确了业务范围、他们的历史信息和缴费基数信息。
然后，申请人请求有组织的实体代表他/她通过劳工标准
监察办公室向劳工局提交申请。这当然是对独立自雇人
员登记的限制。

在加拿大魁北克的CNESST，个人注册可以离线或完全
在线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程序由一个自动化、用户友好
的界面指导。在马来西亚，PERKESO使用一个在线系统，
允许用户注册、检查他们的缴费状态、进行缴费以及获取
有关工人保护的信息。如上所述，在韩国，IBA减轻了自雇
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管理工作负担。IBA的范围包括保
险关系的登记、终止和变更；传达有关保险收入和保费的
信息；支持资格管理；以及自雇人员必须向当地劳工局或
COMWEL报告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在瑞典，对平
台从业人员有特殊安排。所谓的伞式公司是一种私营实
体，在平台从业人员履行工作任务期间为他们处理行政
税和社会保障缴费提供便利，以换取费用。然而，伞式公
司不是雇主。因此，平台从业人员往往被排除在补充保险
之外，补充保险只能通过行业范围的集体协议以较低的
成本提供。个体工人可以自愿获得补充保险，但与自动获
得保险的其他工人相比，他们处于劣势。

9.4. 入职教育和培训
传统上，对工人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风险的教育和
培训是通过雇主进行的。入职培训和后续培训使工人了
解其在工作环境中的设备、工具和风险方面的健康和安
全权利和责任，以及受伤时应遵循的程序和步骤，以及获
得急救、医疗援助和工资补偿的必要性。

即使被视为自雇人员，平台从业人员也通常受团队负责
人监督。层级线中的第一人应首先知道如何应对工人的
医疗紧急情况、治疗和补偿问题，因此培训应针对平台公
司的所有直接主管以及所有工人。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

（HSE）指出，为公司工作的承包商和自雇人员通常不熟
悉其工作环境或为正式雇员提供的安全系统，并建议他
们接受特定培训（英国，HSE 2012）。这种方法的一个例
子是英国广播公司为其制作人和独立工作者编制的指南

（英国广播公司，n.d.）。

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监管机构考虑将强制性培训计划整
合到移动平台中，目的是在其各自的工作场所开展并记
录风险评估（Samant2019）。许多公司结合使用传统和
在线工具以及通过移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提供的培训， 
使分散的广大用户能够更容易地获得这些工具和培训。 
例如，HSE为音乐行业的自由职业者编制了一份风险评
估，该评估可在网上查阅（音乐人工会，n.d.）。加拿大职
业健康和安全中心提供各种电子学习课程，包括事故调
查、心理健康和重返工作岗位。这些课程可以在平板电脑
和智能手机上观看（国际劳工组织2019a，21）。

9.5. 缴费
在马来西亚，工伤保险缴费可以每月或每年在现场（线下） 
或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瑞典社会保险局也允许每年支付
和定期分期付款。在韩国，被保险自雇人员还可以在线支
付每月缴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个人直接向工伤保险汇
款缴费。如上所述，在这三个国家中，某些指定组织也可
以充当中介。

另外还有三种特殊实践值得一提。在乌拉圭和印度尼西
亚，社会保障组织已与平台公司达成协议，通过保留缴
费来源来促进缴费。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保障机构BPJS 
Ketenagakerjaan与按需平台Gojek合作。合作伙伴司机
需要通过专门的网站在线注册。每月自动从Gojek账户
余额中提取一笔缴费，用于支付工伤保险（JKK）和死亡
保险（JKM）（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2019年，9）。自2019年
以来，法国的平台运营商需要每年向税务部门披露一次
有关其工人收入（高于特定阈值）的详细信息。该信息将
转发给社会保障机构（ACCOS）。如果平台从业人员选择
加入职业伤害保险，则缴费由平台支付。未能遵守此报告
义务的平台将面临未申报收入5%的罚款。

在智利，社会保障从每张电子发票的总金额中扣除10%， 
并将其转入自雇人员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本例中为养老金）。 
自雇人员在年末申请纳税返还（包括营业费用）时，会考虑
其超额支付或少支付缴费的情况（Freudenberg和Schulz 
Weidner，2020年）。同样，数字技术对于能够无缝处理这些
单独交易的数据交换至关重要。15页表4描述了数字技术如
何促进工伤保险和一般社会保险的大多数核心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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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当局将平台从业人
员的信息传送到社会保

障机构

 X 图8. 法国平台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和领取待遇的流程

来源：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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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报告事故
对于在他人场所工作的自雇人员，场所负责人通常有责任
向健康安全和工伤保险部门报告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提供
任务的人员的责任可以扩展到家庭工作中与工作相关的
事故。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在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或加
拿大，报告事故的责任在于自雇人员，或者在发生疾病的
情况下，责任在于医生。

在各经济部门中，自雇人员的伤害一直被低报，特别是对
于不知道工伤保险或可能容易受到平台运营商报复的低
工资工人（Dworsky和Broten 2018年，16）。如果员工报告
事故，他们可能会害怕被平台排斥或以其他方式受到歧视

（经合组织2020:7）。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法律保障和非报
复政策来保护提出索偿的工人。例如，可以要求平台运营
商将账户停用的原因告知员工（经合组织，2020年，11）。

物联网为事故通知提供了更快速、更自动化的机会。物联
网是指具有嵌入式电子设备的对象，可以在网络上传输数
据，而无需人工交互。它依靠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传感器技
术。例如，发生交通事故后，客户通常会联系工伤保险机
构提出索偿。取而代之，如果发生事故，汽车或智能手机
会在事故发生时向中介机构或工伤保险机构发出警报，
则可以派遣应急服务。

9.7. 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的目的是确定事故的根本原因，并确定预防新
伤害的措施。它包括对物理（事故环境）、口头（证词）和书
面信息（风险评估）的分析。对于自雇人员，责任由工人自
己承担，并可能需要向主管当局提交报告。在这些过程
中，自雇人员可以得到工会、专业组织或商业支持机构的
协助。如上所述，在马来西亚，社会保障代理机构从社会
保险公司获得支持工作的佣金。在瑞典和韩国，支持机构
收取费用。在韩国，他们还可以向小企业提供免费服务。

9.8. 申领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索偿申请需要立即执行。自雇人员和中小企业
雇主往往缺乏申请待遇的行政能力。申请表和提交这些
表格的流程需要适应自雇人员的工作环境。在韩国，自雇
人员几乎可以在线提交所有文件。自雇人员以外的经授
权人员（例如家庭成员）可以代表受伤个人访问在线系统
并提交申请。或者，他们的医疗机构在事先征得受伤工人
或自雇人员同意的情况下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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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报告，他们可能会失
去获得工人补偿待遇的权利。通常情况下，雇主会定期跟
进工人，以确保他们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并确保他
们得到了适当的照顾，但自雇人员无法获得这种照顾。社
会保险可能必须在个案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在
韩国，当工人因工伤事故住院时，COMWEL工作人员可
以探视他们，并向受伤工人提供解释和必要的信息。让员
工回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将最大限度地减少长期或永久性
残疾索偿的可能性，并帮助员工恢复正常生活。

9.9. 医疗鉴定和残疾等级确定
下一步是由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实所诊断的伤害/
疾病是否与工作有关，以及申请是否最终可予赔偿（“鉴定
调查”）。通常，行政人员和雇员代表都在核查机构中有代
表，但自雇人员及其工作条件很少在这些委员会中得到体
现。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所有的行政处理都是由CNESST与
该省的独立医生合作完成的。CNESST受专业医生根据能
力范围对诊断、可预见的恢复期、护理需求和治疗持续时
间所发表的意见的约束。CNESST规定了定期医疗报告，
以评估受伤工人的工作能力。

对于自雇人员来说，一个难以理解的领域是，当他们主要在
受限和受控环境之外工作时，如何确定受伤或疾病是否与
工作有关。为了减轻与此相关的负担，魁北克的CNESST根
据工人的声明推定工伤。需要自雇人员提供简单的解释。
但是，待遇支付受到医生监控情况的严格要求。对于在通
勤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很难确定事故是否确实发生在
通勤上班期间。因此，在日本，包括私营出租车运营商和
私营货运代理在内的一些特殊参与者没有受到通勤事故

的保护。在韩国，运输企业主、出租车司机和送货服务司
机如果在家中有自己的商用车车库，就不能享受通勤期
间发生事故的待遇。

在职业病的情况下，自雇人员或支持处理工人案件的组
织通常有责任记录工人的就业和收入历史、主要客户的
姓名以及经济部门和工作地理区域，尤其是接触有害或
危险物质或操作的历史。韩国对接触某些化学品的赔偿
有特殊要求。如果申请自愿工伤保险计划的自雇人员在
工作期间接触灰尘、振动、铅或有机溶剂，他们必须接受
特殊体检，并根据相关规定提交体检结果。特殊体检的费
用由COMWEL支付。

9.10. 案例管理
如果存在工伤保险机构签订的合同或与工伤保险机构签
订的特殊协议，则雇佣公司或工伤保险机构的案例经理
应能够指导员工前往急救和医疗机构。案例经理需要向
员工提供足够的信息，以确保医疗账单被发送到适当的
地方进行支付。理想情况下，如果需要不同类型的治疗，
他们将作为连续护理的一部分进行后续跟踪。因此，如下
面的小案例研究所示，案例经理在持续护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他或她查看工人档案的各个方面，包括可能影响
受伤工人康复的医疗、职业、社会心理和情境因素。指派
案例经理处理工伤保险案例是工伤保险机构和/或平台
公司的额外费用。但是，他们的参与往往有利于受伤工
人，因为他们简化了流程，促进更快、更全面地获得护理，
提高了护理质量，改善了康复效果。专栏3中的案例描述
了通过加拿大安大略省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委员会为雇
员和自雇人员提供的服务类型。

 X 专栏3. 重返工作: 兰斯的故事，加拿大安大略省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委员会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委员会（WSIB）收集了重返工作岗位的成功案例，证明工伤保险计划不仅
帮助工人恢复生产能力，而且帮助他们恢复自我价值感和尊严。一个例子是建筑工人兰斯的故事。WSIB为他提供
的全面支持帮助他完全重新融入同一家公司。为了实现这一点，WSIB部署了一整套待遇和服务，并采用了综合案
例管理方法。一揽子待遇包括财务援助；案例管理；辅助设备；医疗、护理、社会心理和身体康复支持；以及WSIB与
其工作场所的合作，以帮助工人过渡到新的管理角色。如果是自雇人员，可能需要特定的职业康复，以符合自雇经
营的相关领域与实践。

来源：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 WSIB,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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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管理工作量通常集中在最复杂的案例中。在魁北克
的工人赔偿委员会，15名代理人在受伤工人首次提出索
偿时照顾他们。他们继续管理无长期残疾风险的受伤工
人案件（约占案件总数的60%）。其他案例涉及定制服务 

（两个负责“重返工作岗位”的工作组）。第一个小组由六
名代理人组成，他们负责处理极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的
案件（约占案件的20%）。第二组由40名代理人组成，负
责处理返回工作的可能性较低的案件（赔偿代理人、康复
顾问）（国际劳工组织2021c:40）。

除了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例子外，马来西亚的康复计划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个被转介到该计划的被保险人都被指派
给一名积极参与整个重返工作流程的案例经理（Amsharija 
Binti Mohamed 2015年；Zahra Binti Abdul Malek 2018
年）。案例经理执行各种任务，以确保对康复过程进行一致
和系统的管理，并确保受伤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这些任务包
括对个人需求的初步评估，然后是关于工作场所改造或提
供专业医疗的建议。工作场所的改造包括工作范围、任务、
工作时间和/或工作场所的调整。如果马来西亚的重返工作
计划参与者无法重返工作岗位，他们有权获得岗位选配和
安置方面的援助，包括新职业所需的新技能开发和职业培
训。参加者还可获得康复补贴，以鼓励参加医疗康复课程。

9.11. 投诉、诉讼和救济
社会保障机构需要让平台从业人员在不满社会保障机构
决定的情况下，能够轻松、不昂贵地投诉和上诉。在韩国，
任何人如果对COMWEL做出的决定不满意，可提出审查
其档案的请求。这必须在通知员工该决定后90天内通过分
支机构进行备案。提出请求后，审查委员会进行审议。该委
员会由相关专家组成，必须在COMWEL内建立。如果当事
人再次对关于审议申请的决定不满意，他们可以向就业和
劳动部内设立的审议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

当事人无须经过上述所有程序，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COMWEL，受伤工人可以从分支机构获得行政支持， 
他们可以使用公共或私营劳动律师提供的行政和法律服务。 
法律代理和法庭听证费用要低，因为即使是少量的费用
也能阻止平台从业人员提起诉讼（经合组织 2021年, 7）。 
自2020年6月起，西澳大利亚在线提供仲裁和争议解决系
统（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政府，WorkCoverWA 2020年）。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CNESST审裁员的所有决定都要接受
内部审查，并接受外部上诉委员会（即劳动法庭行政官）的
审查，该委员会将举行公开听证会。工人和雇主均有权对
CNESST的任何决定提出上诉。在马来西亚，社会保障上
诉委员会是雇员保险争议解决机构，由雇主和雇员的代
表组成。自雇人员保险的社会保障法院作为一个独立的
机构负责与自雇人员计划相关的争议解决。

9.12. 预防
鼓励安全是工人补偿的中心目标（Dworsky和Broten，2018
年）。社会保障机构负责职业事故和疾病的赔偿，在某些情
况下还负责受伤工人的康复。因此，他们有动力促进劳动力
的安全和健康，并促进预防工作（国际劳工组织2021:8）。 
对于平台从业人员而言，工会、政府部门和社会保险机构
在预防工伤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合组织，2019
年）。在比利时，工会向配送食品的骑手发放头盔和灯；而
在西班牙，国家工作安全、健康和福利研究所开展了一项
活动，以改善平台从业人员的道路安全。在加拿大魁北
克，标准、公平和工作安全与健康委员会制作广告，在电
视和社交网络上播放，以提高对预防工伤重要性的认识。
在马来西亚，PERKESO定期开展有关职业安全卫生和健
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活动（国际劳工组织，2016年）。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020年，26）就改善平台从业人
员职业安全卫生的可能性征求意见。切实可行的建议包
括为送货人员提供导师计划或伙伴系统，使工人熟悉新
地点，以减少压力和风险。数字技术也为预防提供了可能
性，例如将职业安全卫生法规的要求整合到数字平台的
算法中。例如，注册时的强制性安全培训要求、在平台软
件中嵌入工作时间规定、自动发送职业安全卫生信息以
及基于车辆的驾驶员疲劳评估技术（Samant， 2019年）
。在预防教育中使用游戏技术的情况也有所增加（国际劳
工组织，2019b）。

9.13. 监察
国际劳工组织1978年《劳动行政管理公约》（第150号）指出，
劳动行政管理应包括非雇员的所有类别的工人。监察是劳
动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加拿大魁北克省，CNESST
积极努力避免将工人误分类为虚假的自雇就业身份。 
它通过审查一系列标准来评估自雇人员是否应被视为工人 

（根据《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法案》第9条）：获得的报酬、 
从属关系、工具和设备的所有权、盈利的可能性和财务损失
的风险，在公司的融入度。如果被发现实际上是一名工人， 
雇主（或主要客户）必须强制将该自雇人员登记为工人， 
即使该工人没有劳动合同。

在线劳工平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交易都是数字化
和可追踪的（经合组织，2019年）。这提高了增强社会保
护合规性的潜力。例如，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之
间的数据共享要求加强了平台从业人员收入和缴费基础
的透明度。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有助于控制总工作时间， 
这对于评估员工的工作量和推断其对于平台公司的从属
关系和依赖性非常重要。此外，大数据、闭路电视和实时
视频可以促进公共场所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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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2020-21年，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其他新就业形式的工
人免受工伤事故和疾病的伤害已成为欧盟和许多其他地区
的政策重点。在2019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围绕这一问题的
紧迫感有所增加，因为运输和配送部门的数字平台从业人
员继续工作，但在工作事故或疾病的情况下缺乏保护。此
外，数字平台就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工人的重要收入来源。

新一代的政策和法律正在寻求为数字平台从业人员提供
劳动保护和工伤保险方面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在网约车和
配送行业，将这些工人归类为事实上的雇员（de Stefano等
人，2021年）。同样，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12月发布了一项
建议性的指令，确立了帮助欧盟成员国确定通过数字平台
从业人员就业状况的标准，以此作为保障这些工人劳动和
社会保障权利的基础。根据这项提议的立法，数字劳工平台
有权对基于某些控制措施的分类提出质疑或“反驳”，并有
责任证明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198
号建议书，在确定雇佣关系时，事实至上是一项前提原则。
该建议书第12段建议各国明确界定法律规定的确定是否
存在雇佣关系的条件。此类标准的制定及其在国家法律

下的适用将防止将工人误分类为“自雇人员”，并将确保
根据工伤待遇计划保护更多类别的数字平台从业人员。

本研究展示了工伤保险扩展到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当他
们未被归类为雇员时）的努力。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和欧
盟文件建议，作为扩大社会保护工作的一部分，应对所有
工作类别的工伤保险立法和政策进行审查，以确保公平
对待所有工人。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避免适用于不同类
别工人的社会保障法规的碎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
坚持包容和公平待遇的原则，并通过在综合社会保障制
度下规范具体的新职业来谨慎推进。在大多数情况下，所
提供的保护水平与雇员的社会保障非常相似，尽管对管
理模式可能作了一些调整。本出版物中的案例研究显示
了在实施工伤保险过程中与私营代理进行某些形式的合
作所提供的机会，但也指出了完全或主要通过营利性计
划实施工伤保险的风险。本报告表明，增加数字技术的使
用促进了在公共工伤保险计划下覆盖所有就业形式工人
的行政可行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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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案例研究
本节回顾了针对非标准就业形式工人和自雇人员的工
伤制度规定，以及它们对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加拿大、 
瑞典和西班牙平台从业人员的适用性。

COMWEL –韩国工人薪酬与福利
服务机构
韩国工人薪酬与福利服务机构（COMWEL）的成立是为
了通过补偿与工作有关的事故来促进工人保护；设置和
运营保险机构，促进受伤工人的康复和重返社会；以及实
施预防工伤事故和提高工人福利的服务。工人薪酬保险

（WCI）计划涵盖一名以上工人的工作场所，无论其就业
类型如何，以及强制性覆盖所有建筑工作场所。WCI由韩
国就业和劳动部委托COMWEL实施。该计划涵盖的工人
是指2012年《劳动标准法》中“工人”一词定义范围内的
工人。尽管小企业主和特殊类型的工人，如高尔夫球童和
快递工人的工作条件与法律规定的其他工人的工作条件

相似，但他们并未受到《劳动标准法》的保护。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WCI法》和《WCI执法法令》中包括了专门针对一
些过去处于传统WCI计划中灰色地带的工人的特殊条款。

针对中小企业雇主的WCI 

资格
中小企业雇主在经济地位和活动方面与工人非常相似。 
尽管如此，如果发生工业事故，他们无权享受任何WCI待遇。 
因此，引入了WCI自愿计划，以保护自雇人员，并为他们提
供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的社会保障。要符合WCI自愿计划的资
格，自雇人员必须雇用少于300名工人或不雇用任何工人。

如何计算保险费
自雇人员的保险费是通过将就业和劳工部长公布的收入乘
以适用于该企业的缴费率计算的。想要申请自愿计划的自
雇人员可以选择下面表7所示的收入水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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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表7. 2021年韩国自雇人员保险费和待遇计算的标准
收入（韩元）

水平 每月标准收入 每日平均收入

1 2 092 800 69 760

2 2 519 430 83 981

3 2 946 060 98 202

4 3 372 690 112 423

5 3 799 320 126 644

6 4 225 950 140 865

7 4 652 580 155 086

8 5 079 210 169 307

9 5 505 840 183 528

10 5 932 470 197 749

11 6 359 100 211 970

12 6 785 730 226 191

注: 1美元 = 1,118 韩元

关于待遇申请的决定
WCI自愿计划在就待遇申请作出决定时，适用与工薪工
人强制性计划相同的规则和待遇类型。但是，对于本计划
下的自雇人员，在评估通勤事故时可能要考虑特殊因素。
待遇金额将取决于人们在参加自愿计划时选择的标准收
入，该标准收入与用于确定保费的标准收入相同。

针对特殊类别工人的WCI

资格
在韩国的WCI计划中特殊类型的工人兼有工人和自雇人
员的特征。他们在没有公司监督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同时
以类似于工人的其他方式工作。由于其模棱两可的身份， 
特殊类别的工人被排除在传统的WCI覆盖范围之外。 
因此，为了保护这些特殊类型的工人，韩国于2018年7月推
出了针对特殊类型工人的WCI计划，从四种特殊类型的工
人开始。此后，它逐渐将其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特殊类型
的工人。截至2019年，该计划包括九种特殊类型的工人。 
这些类别见下文表8。

为符合特殊类型工人WCI计划的资格，人员必须满足以
下所有要求:

1. 他们定期提供在线劳动服务，并收取服务费。
2. 他们不得利用他人提供此类劳动服务。

但是，与《劳动标准法》界定的工人不同，特殊类型的工人
如果不想加入WCI计划，可以申请被排除在外。

如何计算保险费
这些特殊类型工人的保险费是通过将就业和劳动部部长
宣布的月收入水平乘以适用于企业的缴费率（取决于经济
部门）计算得出的——见表8。保险费由从事特殊就业的人
员及其雇主平等承担。

 X 表8. 2021年韩国自雇人员保险费和待遇计算的标准收入和费率（韩元）

特殊类别工人 宣布的月收入 每日平均收入 缴费费率

主要从事人寿保险公司业务的保险律师 2 623 000 87 433 7/ 1000

主要从事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其他业务的保险律师 2 183 000 72 766 7/ 1000

混凝土搅拌车的车主司机 2 254 040 75 134 37 / 1000

学习辅助导师 1 016 300 56 133 9 / 1000

高尔夫球童 2 454 540 81 818 7 /1000

在快递服务中从事收货或送货的上门快递员 2 200 000 73 333 19 / 1000

主要由一家快速服务提供商委托的上门快递员 1 454 000 48 466 19 / 1000

与金融机构签订信托合同的贷款律师 1 944 000 64 800 7 / 1000

与从事贷款经纪业务的公司有直接合同的贷款律师 2 638 000 87 933 7 / 1000

信用卡律师 1 756 000 58 533 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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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别工人 宣布的月收入 每日平均收入 缴费费率

主要由一名指定司机委托从事指定驾驶服务的人员 1 750 000 58 333 19 / 1000

上门推销员 1 597 500 53 250 9 / 1000

上门租赁设备检查员 1 392 000 46 400 9 / 1000

电气和电子家用电器装配工和修理工 2 932 000 97 733 9 / 1000

货车司机 4 310 000 143 667 19 / 1000

注: 1美元 = 1,118 韩元
来源：COMWELL 2021年。

11 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见https://www.4insure.or.kr/index.jsp.

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了上述每种特殊类型工人的定义， 
如《保险业务法》、《工程机械管理法》、《卡车运输业务法》等。

关于待遇申请的决定
在就待遇申请作出决定时，特殊类型工人与强制性计划中
的领薪工人适用相同的规则和待遇类型。待遇金额将根据
特定特殊类型工人的标准收入决定，如表8所示。

行政管理
韩国的线上社会保险信息系统11促进电子登记、提交电
子证明和提交申请，这大大便利了客户服务和管理从事
特殊业务类型的工人。

主要的行政挑战涉及特殊类别工人的收入报告，特别是
企业主的收入。由于收入不稳定，这些工人面临着增加的
行政工作量。存在降低行政负担的空间，例如，将社会保
险系统与所得税申报系统联系起来。

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自2022年1月）
平台劳动的兴起给韩国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并非所有
平台从业人员都被视为特殊类型工人，因为有些平台从
业人员无法达到某些特定标准。《工伤保险赔偿法》对特
殊类型工人有“专属”要求：特殊类型工人主要需要提供企
业运营所需的劳动力，并从企业获得报酬。目前，韩国一方
面正在收紧特殊类型工伤保险的豁免条件，另一方面也在
研究平台从业人员的参与问题，他们无法满足具体标准，
因此无法申请工伤保险。缺乏对雇主的依赖意味着平台
从业人员往往被错误地归类为自雇人员，因此在合同条
款或雇佣合同方面没有被归类为特殊类型工人（S.Y.Lee 
等人，2021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正在制定一项新
的规定。它将涵盖快递服务人员、食品配送服务人员和指

定司机。预计保险期的计算方法如下：工人每天从平台接
领的服务数量和工人每天通过平台获得的收入将按月汇
总。收集平台从业人员劳动服务和收入信息的平台业务
运营商负责履行《就业保险法》规定的义务（例如，报告被
保险人和预扣保险费等）。

结论
虽然特殊类型工人可以申请工伤保险，但实际参保率低。
截至2020年5月，在总共503306名符合条件的特殊类型
工人中，只有16.84%的人登记参加了工伤保险，83.16%

（418546人）自愿申请被排除在外（S.Lee 2021年）。主要
原因如下：第一，公司担心参加工伤保险后，特殊类型工人
权益的保护范围将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劳动法可能会适
用。其次，特殊员工可能担心，如果他们被要求参加工伤保
险，这将影响他们与公司的持续合同关系。此外，工人必须
承担每月一半的工伤保险费。

日本工业事故赔偿保险
政策对话
在日本，“不同工作类型”工人的法律保护成为2017年3
月政府实现工作类型改革行动计划的中长期目标。卫生、
劳动和福利部，通过劳工政策委员会的基本劳工政策委
员会（该部的一个咨询小组），于2018年9月发表了一份
报告，指出“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用类似雇佣的工作方式，
劳工管理部门必须采取措施，涵盖范围更广的不同工作
人员，而不是只关注《劳动标准法》传统定义下的工人。” 

（如Kamata 2020第4节所述）。这表明该部打算通过研究
保护的必要资格范围、行业或工作类型的差异以及需要行
政干预的问题来考虑类似雇佣的就业风格的多样性。该部
于2019年6月公布了对研究发现的初步审议结果。

https://www.4insure.or.kr/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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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法律分类
在日本，司法判例和劳动行政部门将雇佣关系中的 

“从属和依赖雇主”视为符合“工人”概念的必要条件。因此， 
法院采用了一些关键因素，以防止根据《劳动法》将工人误
分类为虚假自雇就业。其中包括: 

i. 接受或拒绝工作要求的自由；
ii. 就工作内容以及如何实施发出指令的程度；

iii. 工作是否在特定工作时间内或在雇主指定的 
工作场所进行;

iv. 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自由更换为其他人；以及
v. 计算和支付报酬的方法。

此外，在强化决策中还提到了以下因素：

i. 该人员是否具备从事该工作所需的设备或工具
方面的商业交易员资格，以及他们是否支付费用;

ii. 对于一位特定客户的排他性；以及
iii. 是否适用工作规则或附加福利。

因此，通常考虑多个因素的组合（Kamata 2020年）。

工伤保险制度的现行设计
覆盖范围
在日本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初期，只有《劳动标准法》规定
的雇员受到保护。工人事故赔偿保险制度强制适用于所有
受雇于适用《劳动标准法》的企业并领取工资的工人。这些人
员包括定期或临时雇用的日薪工人，以及全职和兼职工人，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非雇佣企业
主、自雇人员、家族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工人不在工伤保险
范围内。考虑到这些工人在工作或通勤期间可能也有受
伤的风险，但不能享受社会保险，日本于1965年建立了
一个特殊的参保制度，允许这些工人获得工伤保险覆盖。

特殊参保制度不是强制性的。工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
但是，加入和退出必须得到县劳动局长的批准（Kamata 
2020年；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工人赔偿局，n.d.）。特
别自愿制度涵盖事实上以雇员身份工作的雇主（例如，
雇主和雇员在施工现场共同工作的小型承包商）和自雇
人员。至于自雇人员，该制度涵盖运输工人（出租车司机、 
卡车司机等）、建筑工人、渔民、伐木工人、药品配送（给个
人）、废品处理者和海员。

工伤保险扩面至平台从业人员
在2020年间到2021年初的一个国家三方委员会讨论之
后，特殊保险计划最初局限于某些职业，如私营出租车司
机和自雇建筑工人，已在2021年扩大到更多的自由职业

者，包括独立艺术家、动画师、自行车送货员和信息技术
工程师送货员（例如Uber Eats）以及在以与领薪员工类
似的方式工作时受伤或生病的其他“自由职业者”。根据
新规定，自由职业者如果被视为与承包公司有雇主-雇员
关系，包括如果他们在公司的指导和监督下有效工作，则
将被相关劳动法律覆盖（共同社新闻2020年；日本，METI 
2021年；Yomiuri Shimbum 2021年）。

缴费
自雇人员可以从16个收入等级中选择一个来缴费。适用
于这些收入等级的工伤保险费率由国家法规规定，并取
决于行业类型。与这些行业的普通雇员相比，自雇人员或
特殊参保工人没有特殊费率。

待遇
特殊参保人员享受与普通雇员相同的待遇政策。医疗康
复等实物治疗也与雇员所获得的一致。现金支付主要基
于个人支付基数，待遇水平相同，待遇水平取决于支付水
平。不像其他国家，非经济损失（如疼痛、痛苦、社会心理
损失）很少得到补偿，在日本（如同在加拿大魁北克省），
由于心理紧张导致的神经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精神疾病传
统上被视为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劳动标准法实施条例》，
附表1-2，第8项和第9项），关于这些疾病的确认，日本的
法律制度可以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与工作有关的
量化负担指标，如加班时间，作为行政确认标准发挥着重
要作用。2020年3月修订的《工业事故赔偿保险法》引入了
立法措施，通过计算从事多种工作的工人的总工作相关负
担来确认工作相关事故（多重工作相关事故）（修订法案第
7（1）（2）条）（JILPT 2020年）。

行政管理
参保程序
目前的程序不允许个人参保。自雇人员需要参加团体保
险，这有助于登记和覆盖独立工人。特殊申请人必须首先
填写“特殊加入申请表（适用于自雇人员）”，其中必须说
明具体的业务内容、业务经验和缴费基数信息，并委托“
特别联合小组”代表自雇人员通过劳动标准监察办公室
向劳动局提出申请。

工伤认定
日本工伤保险认证的范围包括业务伤害和通勤伤害。业务
伤害和业务内容必须密切相关。对于不同类型的特殊参保
者，有关于工伤认定的特殊规定。一些特殊加入者没有受到
通勤灾难的保护，如私营出租车运营商和私营货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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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图9. 2017-21年加入PERKESO 自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的活跃工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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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PERKESO 2021年，截至2021年6月1日。

结论
2017年的全国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有意提高表演者、运输
服务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的工业事故赔偿（Kamata，2020
年）。为这些类别的工人实施工人赔偿的挑战之一是如何
确定保险费金额和建立一个特殊参保组织，因为希望参加
该保险的人必须属于一个特殊组织。目前的程序仍然不允
许个人参保。目前正在进行磋商，以制定政策。

马来西亚PERKESO的工伤计划
覆盖范围扩大至平台从业人员
2017年6月之前，由于缺乏雇主-雇员关系，自雇人员在
马来西亚没有受到工伤保护。但是，国家社会保障机构
PERKESO和人力资源部认识到马来西亚自雇就业的急
剧增加。2018年，在1480万在职成年人中，有286万独立
工人（Schaper，2020年）。为了解决这种情况，2017年6
月1日通过了《2017年自雇就业社会保障法》。一开始，该
法案规定的计划对客运部门的自雇人员是强制性， 其中
包括出租车、网约车和公交车司机。该计划试点成功后，
从2020年1月1日起，保护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自愿参
加的自雇人员，覆盖其他19个经济部门。覆盖范围包括
小贩、住宿场所、在线商务、信息技术、数据处理、农业、 

渔业、农业、艺术、娱乐、医疗等。在马来西亚，登记注册的
自雇人员约占所有自雇人员的5%，占所有平台从业人员的
18.63%。PERKESO从2017年只覆盖2338名工人发展到现
在的149494名自雇人员，其中包括54%的平台/零工工人。

登记注册
为了提高工人的覆盖率，PERKESO正在探索在行政许可
证注册或续期时自动参保。

缴费
缴费率设定为可保收入计划的1.25%，分为四类：1050林
吉特、1550林吉特、2950林吉特和3950林吉特。最低保障
计划规定的最低缴费额为每天0.44美元。

为平台从业人员配套缴费
马来西亚的平台几乎从不为平台从业人员缴费。这些工
人承担自己的缴费。此外，由于其工作性质，平台从业人
员的收入根据对微工作的需求而波动。因此，大多数人的
缴费并不稳定。考虑到2019新冠疫情期间的平台工作需
求增加，PERKESO与联邦政府合作，在政府刺激计划下
设计一个配套缴费方案，如表9所示：

 X 表9. 截至2021年6月1日，马来西亚的配套缴费计划概览

编号 计划 目标群体 缴费人员总数 补贴总额 (林吉特)

1. PenjanaGig 零工工人 11111 1811093

2. SPS Lindung 配送骑手 78611 18316121

3. Skim Prihatin Wanita (SPW) 女性创业者和女性自雇人员 735 119805

来源: PERKESO 2021年，截至202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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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加入和退出该计划的同时，配套缴费成功地为90457
名工人登记了该计划。为了跟上平台工作的性质，PERKESO
正在探索潜在的变化，将收取缴费从收入申报改为从交易
任务（微工作）收取。

资格
自雇人员的保险覆盖从缴费支付的日期和时间开始，并在
支付收据上得到确认。

待遇
根据《自雇就业社会保障法》，自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为自
雇就业的被保险人提供工伤保护，包括职业病和与工作有
关的活动中发生的事故。在马来西亚，自雇被保险人的可
承保人身伤害是指因其自雇活动（包括为其自雇活动而
旅行）引起的事故或职业病。职业病是指由1969年《雇员
社会保障法》附表5规定的任何职业引起的疾病。

自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提供以下待遇：
 X 医疗津贴;
 X 临时伤残津贴;
 X 永久伤残津贴;
 X 持续出勤补贴;
 X 受抚养人津贴;
 X 丧葬津贴;
 X 教育津贴; 以及
 X 身体或职业康复设施。

但是，在为平台从业人员提供足够的待遇方面存在重大
挑战。例如，平台从业人员不受其他补充性立法或法规的
保护，这些立法或法规（如《就业法》、《职业安全卫生法》、

《最低工资法》等）保障工人的整体就业福利。没有《职业
安全卫生法》的覆盖，针对平台从业人员的预防活动仅限
于PERKESO的预防活动。

筹资
自雇人员工伤保险基金是与主要工伤保险基金分开的独
立资金池。

行政管理
PERKESO使用一个在线系统，允许用户注册、检查其缴
费状态、缴纳缴费以及访问有关工人保护的信息。通过现
场现金支付或通过网上银行进行在线支付，可以每月或
每年进行支付。

PERKESO开发了创新方法，以确保扩大覆盖范围。例如，
监管机构或工人协会等行业顶尖机构被确定为社会保护
代理机构，以促进自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每次注册后，
公司代理人可获得缴费的5%，作为继续扩大覆盖范围的
激励。利用其行业网络，PERKESO可以触及社区/基层的
平台从业人员。

 X PERKESO自雇人员社会保障计划宣传页

来源：PERKESO网站，2021年。

遗憾的是，对于平台工作人员来说，没有集中的数据库。 
有时会在各种平台（如Grab和Foodpanda）上出现重复数
据。一些平台工作人员也无法得到识别，因为他们在国际平
台（Facebook或YouTube）工作，这些平台的数据不易访问。

上诉和诉讼
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是雇员保险争议解决机构，由雇主
和雇员的代表组成。自雇人员保险的社会保障法院作为
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与自雇人员计划相关的争议解决。

结论
马来西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就覆盖范围而言，新兴
就业群体（如平台员工）与传统灵活就业员工之间没有
区别。只要他们是特定行业的自雇人员，则适用同样的规
则。为了满足不同收入水平被保险人的需要，并提高保险
的负担能力，设立了不同的支付基数。PERKESO促进与
行业领导者的合作，在基层开展教育和扩大保护。它投资
于技术，以跟上先进的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步伐。该机构
主张持续监测和改进若干相互依存的立法，这些立法最
终也会对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工作条件产生影响（如《职
业安全卫生法》和《最低工资法》）。请聆听并阅览马来西亚
社会保障机构首席执行官拿督斯里Mohammed Azman 
Bin Dato’Aziz Mohammed博士介绍马来西亚的经验。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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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SST – 加拿大魁北克工伤赔偿委
员会标准、公平、健康和安全委员会
前言
从历史上看，在加拿大，自雇人员不受工人补偿立法的保
护。但是，各省已将至少一些自雇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覆盖
范围。目前，所有省份都为自雇人员提供自愿个人保险。12

例如，在安大略省，建筑业的独立经营者、独资经营者和
合伙人被视为工人；而某些其他行业的此类工人可向安
大略省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委员会申请，视为受法律保
护。13其他省份（如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马尼托巴省）
有称为“个人保险”的自愿计划，可供自雇人员选用。魁北
克标准、公平、健康和安全委员会（CNESST）为自雇人员
提供基于团结的无过失基金，与向雇员提供基金是同一
个基金且待遇相同。

平台从业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的分类
只在魁北克省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法院案例要求对
当地送货平台公司的员工进行重新分类，以使他们
具有正式雇员的身份。这不适用于魁北克的其他城
市或更大的平台公司。在法律进一步澄清平台从业
人员的身份之前，这些工人可以根据《工伤事故和
职业病法》作为自雇人员自愿向CNESST购买保险。

自雇人员的法定个人工伤保险覆盖
根据魁北克工伤保险立法，在发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时，
自雇人员通常不会自动获得保险。要获得保险，他们通常
必须申请可选的个人保险。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自雇人员没有劳动合同，CNESST
也可以将其视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工伤事故或
职业病，客户可以为这些工人提供保险。事实上，他们为之
工作的人并不被视为客户，而是他们的雇主。首先，即使是
雇用至少一名工人并在魁北克设有机构的微型企业，也必
须强制对该工人进行登记。其次，CNESST积极、系统地努
力避免将工人误分类为虚假的自雇就业状态。

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CNESST通过审查以下一系列
标准来评估自雇人员是否应被视为工人（根据《工伤事故
和职业病法》第9条）：

 X 获得的报酬;
 X 从属关系;
 X 工具和设备的所有权;
 X 盈利的可能性和财务损失的风险;
 X 融入公司。

12  例如马尼托巴省，参见: https://wcb.mb.ca/wcb-coverage-for-app-based-workers.
13 《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法案》第12–12.2节, 1997年.

如果被发现实际上是一名工人，雇主（或主要客户）必须
强制将自雇人员登记为工人，即使该工人没有劳动合同。

参保收入和缴费
与雇员不同的是，个人参保人员的保障范围取决于其申报
的收入。但是，此人需要证明他们赚了这笔金额。他们可以
在注册时提供纳税申报表或最后一份合同的副本。2021年
最低和最高年保险收入分别为27400和83500加元。收入
更高的工人将获得该最高金额的保障。自雇人员个人根据
其经济部门和可参保收入，每年一次性或分期支付保费。

待遇领取资格
从事故发生之日起，在事故发生前登记在册的工人，如果
因受伤而无法工作，有权获得替代工资。没有等待期。就
雇员而言，该计划要求雇主直接赔偿其工人受伤后的前 
14天，而CNESST向雇主报销。这一管理机制减少了受伤与
领取待遇之间的延迟，因为支付授权可能需要两周以上的
时间。对于自雇人员，CNESST从第一天开始支付待遇，受伤
和收到第一笔付款之间的时间取决于索赔流程的顺畅性。

待遇
加拿大拥有全民医疗保险，为住院服务和医疗提供全面
保险，由税收提供资金，不需要专门缴费。医院药品受强
制性公共/私营系统的保障，包括共同支付和扣款。在魁
北克，全民保险向受伤工人提供的医院和医疗护理服务由
CNESST向公共系统全额报销。工伤保险计划提供全面的
医疗服务，涵盖全民健康保险范围以外的所有必要服务。

根据CNESST，注册工人和自雇人员可以申请与正规雇员
相同的收入替代待遇。对于CNESST而言，“工伤”是指由
工业事故或职业病引起或过程中发生的伤害或疾病，包
括复发或加重。这个概念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工人
在工作时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伤害被视为工伤。工人只需
填写一份声明表（索赔表）解释发生的情况。

法律规定了最低收入替代赔偿，等于每小时最低工资乘以
正常工作周（40小时）。2021年是27400加元。最高收入替
代赔偿将以最大可保险收入为基础，2021年为83500加元。
收入更高的工人将获得该最高金额的保障。自雇人员将根
据其申报的收入获得补偿。

如果由于工伤，工人无法回到受伤时的工作岗位，法律规
定了康复权利，包括职业康复，CNESST将与工人协商，
制定个人康复计划。当工人参与该计划时，应支付工资替
代待遇，并且在工人能够执行“适当就业”后的12个月内
可支付全额待遇。

https://wcb.mb.ca/wcb-coverage-for-app-based-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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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和周期
与雇员一样，自雇人员有权享受定期待遇，包括长期年金。
获得的待遇取决于他们的残疾程度。

行政管理
在加拿大的任何省份，都没有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工人赔偿。
所有行政处理都是由CNESST与魁北克省的独立医生合
作完成的。注册可以在自动界面的指导下在线完成。申请
索赔也可以通过CNESST数字平台在线完成。

CNESST受专业医生在能力范围对诊断、可预见的恢复期、
护理需求和治疗持续时间发表的意见的约束。CNESST要
求定期医疗报告，以评估工人的工作能力。

上诉
CNESST审裁员的所有决定都要接受内部审查和外部上诉
委员会（劳动法庭行政官）的审查，该委员会将举行公开听
证会。工人和雇主均有权对CNESST的任何决定提出上诉。

结论
新冠疫情暴露了运输、食品配送和快递部门零工工人的脆
弱性，因为他们继续提供所需的货物和服务。因此，加拿大
政府通过其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在2021第一阶段开始了全
国性的协商，以改善平台经济的劳动条件（加拿大，就业和
社会发展部，加拿大2021年；N.D.）。邀请零工工人分享他
们的观点（Lam和Phung 2021年）。工人协会和集体提交
的材料表明，零工经济中的自雇就业与高程度的不稳定、
焦虑、倦怠以及无法为购买住房等生活决策相关。对一些
工人来说，尤其是最年轻的工人，在多个不稳定的工作岗
位上过长时间打零工成为一种新常态。因此，职业健康和
安全保护的政策对策需要放在劳动法改革的更广泛背景
下，包括讨论工作时间和休息、断开连接的权利、信息和咨
询等问题。14 请聆听并阅览加拿大魁北克标准、公平、健康
和安全委员会参保缴费顾问Etienne Vaillancourt先生介
绍加拿大魁北克的经验。

瑞典社会保险机构

前言
在瑞典，工伤保险对包括自雇人员在内的所有工人都是
强制性的。长期以来，瑞典的目标一直是制定法律法规，
为传统员工和真正的自雇人员提供类似的社会保护。 
瑞典立法者的目标是在不同商业模式下的所有工人之间
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

14 参见2019年《专家组关于现代联邦劳工标准的报告》的结论（Report of the Expert Panel on Modern Federal Labour Standards）(加拿大就
业和社会发展部，2019年)。

平台从业人员分类
雇员和雇主的概念在社会保障立法中的定义与在劳动法
中的定义不同。社会保障立法中的概念与税法中的概念密
切相关，但劳动法中的概念是不同的。在社会保障规定中，
雇员的定义是有就业收入的人，而不是有劳动合同的人。

瑞典社会保险机构和工会积极努力确保不会将工人误分
类为自雇人员或个体承包商/经营者。

但是，平台从业人员的分类尚未完全确定。许多平台从业
人员是任务工人；也就是说，他们在没有正式雇用的情况
下工作，也没有在商业当局注册的公司。在瑞典，平台公司
和工人有时使用伞式公司作为中介。在决定是否将伞式公
司工人视为雇员或个体自雇人员方面一直存在困难。虽然
工人在社会保障方面通常被归类为自雇人员，但将伞式公
司用作劳动中介使区分更加困难，因为它们可能不属于任
何一个投保类别（即雇员和自雇人员）。

覆盖范围
工伤赔偿旨在为因工作事故或工作有害影响导致工作能
力下降提供经济保障。所有从事有偿工作的人（雇员、自雇
人员、一些学生等）都有法定工伤赔偿计划的保险。职业伤
害保险涵盖自雇人员，定义为以简单合伙、贸易合伙或有限
合伙形式经营公司的人，但也包括任务工人。

瑞典社会保险机构管理工伤赔偿和遗属待遇，瑞典养老金局
管理丧葬费。自雇人员可以通过联邦集体协议保险——工
伤保险（TFA）——强制性职业伤害保险的重要补充——自
愿获得额外保险。TFA也是一种“无过错”保险，这意味着无
论是否有人应为伤害负责，都会支付待遇。

参保收入和缴费
在瑞典，雇佣自雇人员和让雇员从事这项工作在社会保
障支出方面几乎没有差别。工伤、疾病和育儿待遇的计算
基于预期收入。当工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时，这一原则更难
适用。特别是对于平台从业人员来说，这会产生问题，因
为该系统的设计目的不是为了处理来自不同方面的许多
小额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的计算基
于已报告的收入。管理部门直接从瑞典公司注册局或瑞
典税务局获得信息。这可能更适合收入不具有常规性的
平台从业人员。

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主要来自雇主的强制性缴费。这些雇
主缴费也由自雇人员亲自支付，数额相同。它们包括所有强
制性保险，不可能选择或退出任何保险。2017年，雇员按工
资总额缴纳32.5%的社会保险费，具体如下：

 X 养老金保险——10.21%;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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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医疗保险——4.35%;
 X 失业保险——2.64%;
 X 遗属养老金保险——0.7%;
 X 育儿保险——2.6%;
 X 工作场所事故保险——0.2%;
 X 一般薪金税——10.72%。

自雇人员支付的社保缴费费率略低：28.97%。

待遇
法定社会保险项下的赔偿包括工作收入损失；牙科护理
费用；医疗费用，包括国外医疗费用；特殊情况下的疾病
现金津贴；特别援助费用；遗属津贴和丧葬费用。法定工
伤保险支付的最大补偿是个人终身年金。如果被归类为
工伤的伤害导致一个人通过工作赚取收入的能力永久性
下降，则支付这种形式的补偿。如果工人在终止雇佣关系
后但未满65岁之前患上职业病，工伤保险仍可适用。补充
保险提供范围更广的一揽子承保费用，包括医疗、药物、物
理治疗、衣物、眼镜损坏以及涉及疼痛和痛苦的心理伤害。

行政管理
瑞典专业雇员联盟（TCO）组织自雇人员，并制定了在接受
自雇承包商临时工作时，在工资和其他物质条件方面的要
求准则。TCO还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收入保险、专业发展和
账单或发票服务，为自雇承包商提供集体谈判以外的支持，
以确保其成员受到公平对待。

一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计划来管理平台从业人员的社
会保障缴费。在瑞典，零工工人倾向于在伞式公司注册，
伞式公司是一家私营实体，在零工工人履行工作任务期
间代表他们处理行政税和社会保障付款，并收取费用。 
由于这一程序，零工工人被纳入基本公共社会保障体系。
但是，他们往往被排除在补充保险之外，补充保险是瑞典
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个别工人可以自愿参加
补充保险，但与通过行业性集体协议自动覆盖的其他工
人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尽管平台从业人员可能通过伞式
公司工作，但这些公司没有这样的集体协议，因此零工工
人必须依靠更昂贵的商业保险。因此，零工工人获得的工
伤保险覆盖率较不充分。

15 根据最近两次COLLEEM （合作经济）调查。
16 在欧盟，某些经济部门的平台工作受国家部门规定的约束，涉及关于就业状况、劳动条件和所得税的非常具体的规则。这些部门包括家庭清

洁服务、家庭护理服务和其他家庭服务。

此外，伞式公司并不作为雇主。工人在决定其任务时有充
分的自主权，不被提供工作，并且在任务之间不缴纳社会
保险费。这可能导致一些不利。例如，自雇人员可能没有
资格在两次任务之间享受工伤待遇。

结论
瑞典有一个针对工伤的两级保护制度，包括一个基本的强
制性制度和一个补充性的自愿制度，后者包括范围更广的
保障清单和更好的待遇水平。与任何其他工人一样，自雇
人员必须参加基本工伤保险。因此，瑞典的自雇人员报告
的工伤社会保障覆盖率是欧洲最高的。但是，他们没有享
受补充性社会保险，而补充性社会保险为大多数其他工
人提供了更充分的保护。平台从业人员也可能不会在任务
之间得到持续保护。瑞典立法机构于2019年调查了改善社
会保障体系保护的可能性，重点关注协作经济和平台从业
人员。此次调查未产生任何具体的改进建议（Westregård 
2019年，215）。请聆听并阅览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副主
任Kristoffer Lundberg先生介绍瑞典经验。

西班牙平台从业人员的劳动分类
及其社会保障覆盖
平台从业人员分类
平台工作在西班牙的普及率从2017年的12%上升到2018
年的18%。15 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合法劳动地位正在演变，
并根据工作时间和职业变得碎片化。首先，“经济上依赖的
自雇人员”这一类别为个人、直接和主要为一个客户从事
经济活动的工人确立了某些权利，他们从该客户那里获
得了至少75%的收入，并且没有雇用工作人员或将其服
务分包给第三方。家庭工人也享有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自
雇人员签约。当他们的服务通过数字平台中介时，就会出
现这样一个问题：家庭工人是由中介平台雇佣还是由客户

（家庭）雇佣。16 在少数个别案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
局以错误分类为由对平台公司采取了法律行动，在认为适
当的情况下，识别有义务支付社会保障缴费的个体实体。 
最后，该国最近出台了针对任何产品交付平台的特别立
法，不包括家庭服务和运输平台，根据该立法，此类行业的
工人（除非另有证明）被视为雇员（《2020年皇家骑手法》）。

覆盖范围
自雇人员自愿参加工伤保险，除非平台从业人员被归类
为雇员。工伤保险是2018年第28号皇家法令下唯一不强
制自雇人员参加的保险。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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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自雇人员计划提供与雇员相同的待遇。

缴费
雇员根据其实际收入（工资）缴费，而自雇人员有权在一定
限度内自由决定其缴费基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约85%）
选择了法定最低基数，损害了他们未来的待遇权利，也损害
了当前的社会保障收入。一些领先的自由职业者协会长期
以来一直要求根据实际收入支付缴费，而不是不管他们挣
多少钱都按月支付固定数额。

根据新的自雇人员多层次缴费制度，工人将根据其预估
收入选择缴费基数，每年最多可更改六次。如果年终缴费
与实际收入不匹配，缴费人将支付额外款项或要求返还。

合规
在西班牙，2018-2020年体面工作计划包括打击数字平
台和电子商务中的虚假自雇就业的具体措施，劳动和社
会保障监察局和社会保障办公室正在密切合作，以识别
和重新分类数字平台上的虚假自雇人员。2019年和2020
年，Uber Eats、Glovo、Amazon和Deliveroo的近30000
名工人被单方面重新归类为雇员，并要求雇主和工人支
付相应的社保缴费调整额。

结论
就西班牙而言，社会对话在新法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2021/9号皇家法令规定，如果数字平台使用的部分算
法可能影响劳动条件，工人代表可以获得这部分算法的
信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可能导致社会保障资金不足， 
这导致社会保障管理局努力积极防止平台从业人员被错
误分类，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一般性计划的范围。请聆听
并阅览西班牙劳工和社会经济部劳工总局监管管理分局
技术顾问Noel Rodríguez García先生介绍西班牙经验。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events-and-meetings/WCMS_783051/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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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案例问卷

设计问题
1. 覆盖范围

 X 关于在贵国将平台从业人员分类为领薪工人或自雇
人员方面，法院诉讼和判例的现状如何？

 X 如果平台从业人员被归类为自雇人员，则工伤保险
的缴费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的？

 X 对于自雇人员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是否有任何限制 
（例如，仅涵盖某些职业，或排除某些职业，或仅包

括高于或低于某些收入阈值的工人，或要求最低工
作时间或其他）？

2. 缴费基数

 X 如何确定自雇人员的参保收入？任何经济部门（如农
业、建筑工程等）是否有任何不同/特殊规定？

 X 如果这是一个固定费率的缴费，它是多少，它与平
均工资有什么关系？

 X 是否有一些收入在缴费时不予考虑?

3. 保险费率 

 X 是否对平台从业人员从事的某些经济部门或职业
类型进行具体评估？

 X 自雇人员的工伤保险费率是否与领薪工人相同?
 X 自雇人员对此充分支持吗? 

4. 资格

 X 对于自雇人员，申请工伤保险医疗待遇的资格要
求是什么（是否有等待期，是否只有在确定可赔偿
事件后才给予）？

 X 这些要求与领薪工人相同吗?
 X 一些自雇人员（尤其是从事数字平台工作的自雇

人员）不在典型“工作场所”内或有时在“正常工作
时间”之外（可能没有按照通常仅在有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定义）工作并遭遇伤亡：这在社会保障法中
是否构成问题？

 X 是否存在任何规定，排除对自雇人员在不提供服务
或待命的等待时间或休息时间的保护?

 X 一些自雇平台配送工人通勤到配送中心或与配送负
责人会面的地方，或直接从家里前往配送。在通勤期
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可能难以认定是实际通勤上班还
是已经上班。贵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5. 待遇

 X 自雇人员的待遇（疾病/事故清单）是否与领薪工
人相同？

 X 医疗待遇是否从事故发生时直接支付？
 X 如果没有直接支付医疗待遇（例如，只有在认定与

工作有关的疾病后才予以补偿），社会保险是否会
报销医疗费用支付前的这一期间？

 X 由于不存在雇主以帮助即时支付医疗费用，在认定
之前，自雇人员如何获得医疗保障？

 X 现金津贴支付的期限和周期与领薪工人相同还是
不同？

 X 是否有通常由雇主承担的任何成本（如缩短期限的
工资）以及自雇人员的这些成本由谁承担？

 X 自雇人员是否有长期定期现金津贴?

6. 筹资

 X 对自雇人员或平台从业人员缴费是否有任何补贴?
 X 对基金本身是否有补贴? 
 X 行政管理如何得到资金保障?
 X 有政府资助或来自其他基金的补贴?

运营/管理问题
1. 宣介与推广

 X 工人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往往对职业病
一无所知。部分信息是通过雇主提供的。考虑到自雇
人员的分散性，在这方面有哪些策略？

2. 登记过程 

 X 是否有任何具体的简化的或支持的模式来帮助自
雇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注册（伞式公司、特定应用
程序或简化管理方法）；它们是基于工人的自我组
织还是政府的支持？

3. 缴费 

 X 当工人是自雇人员时，谁向工伤保险汇款？是约定
社团还是个人？

 X 平台是否有法律义务像在法国一样申报平台从业
人员的收入？

4. 申请裁定

 X 对于雇员，索赔通常可由受伤工人、雇主或治疗医
生提出。如果发生事故，雇员通常必须立即通知其
雇主，雇主随后必须通知社会保险。对于自雇人员，
如何管理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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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官方卫生当局的诊断

 X 通常有由雇主填写的文件，并将其转交给卫生当
局。通常情况下，雇主报告该人员无法工作、继续
无法工作或可以恢复工作。在没有雇主的情况下，
谁来这样做？

 X 如果发生职业病，必须保存过去合作的记录。包括
工人从事的工作类型、操作岗位或值班时间、工人
的就业历史或接触有害或危险物质或操作的历史。
如果是自雇人员，会发生什么？

6. 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实诊断出的伤害/疾病实际
上与工作有关，以及索赔是否最终可予以赔偿（“认定调查”）

 X 这是怎么做的？是社保裁定人员吗？在这些核查机构
中是否只有行政人员，还是在这些委员会中也有领
薪工人代表和自雇人员代表？

 X 通常要求雇主根据索赔人的主治医生签发的医疗证
明，就受伤当天和随后的残疾天数向受伤工人支付
赔偿。自雇人员呢？他现在不能工作，谁来替他付钱？

 X 是否有一种快速评估方法来缩短等待时间？一些
社会保险仅在评估部分与私营机构（商业部门）合
作，是这样吗？

 X 在工伤认定调查中，是否对社会保障表格进行了
调整，例如工作时间记录和要求自雇人员提供的
其他信息？ 

 X 如果职业病清单作为决定的参考，它是否适应这些
职业的新工作模式和疾病?

 X 职业病诊断是否需要劳动关系证明？

7. 医疗费账单 

 X 在社会保险机构进行评估期间，谁来支付医疗费用？
 X 社会保险是否向自雇人员报销停工期的费用？

8. 调解与和解

 X 如有争议，工人必须申请仲裁。如果工人的伤害最
初未被确认为职业性伤害，或者他拒绝评估水平，
那么工人进行调解或上诉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
个阶段由谁支付工人工资和医疗费用？

 X 如果有必要进行行政审查，是否向工人提供行政
支持？考虑到在核查完成之前没有人支付工资，有
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加快这一进程？在某
些情况下，我们听说社会保险正在与商业机构合
作进行核查。

9. 必须提出工伤保险赔偿申请

 X 对于自雇人员是否存在任何困难? 
 X 是否有任何简化措施或向他们提供协助?

10. 医疗进展 

 X 雇主通常负责与医疗进展报告和社会保险恢复报告
有关的行政事项。对于自雇人员如何进行这些事项?

11. 待遇支付 

 X 有新支付模式吗?
 X 在某些情况下，雇主有责任在雇员离职后继续支付

残疾津贴。这在贵国存在吗？ 

12. 雇主的其他正常义务

 X 通常雇主进行预防工作。对于自雇人员，是否由社
会保险部门接管这部分工作？

 X 是否有关于为自雇人员提供工作场所住宿和康复
支持的特殊规定？

13. 自雇人员计划有多么高效?

 X 相较于领薪工人是否增加了运营成本？
 X 当涉及多个雇主时，如何减少因劳动状态、工作地

点的变化而产生的行政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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