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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家和省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关工资分配方面
的政策文件，包括： 

1、十八大报告、国务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
干意见》； 

2、《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166号）； 

3、《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粤人社 

发〔2012〕117号）和《关于公布我省高温津贴标准 

的通知》（粤人社发〔2012〕118号）等等；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
标准的通知 



   一、国家对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有关要求 

（一）十八大报告的要求。 

•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 

•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
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   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
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 

•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
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 



（二）国务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 

 

•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
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
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
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
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     ——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
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
入予以坚决取缔。 

•     ——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
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的措施包括： 

•   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
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 

•   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
和信息发布制度。 

•   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
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   研究发布部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   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到2015年，集体合同签
订率达到80%，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
题。 



社会平均工资的概念 

• 1. 城镇非私营单位 

• 2. 城镇私营单位 

•      

• 城镇地区全部非私营法人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
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
台投资经济等单位。工资统计是统计单位的就业人员，而
个体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非单位就业人员不在工资统
计范围内。   

•     在内资法人单位中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
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
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
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
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 



•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2012年为50278元，月平均4190元 

•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012年为50577元，月平均4215元 

•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 2012年为31920元，月平均2660元 



•     单位就业人员：指在各类法人单位工作，并由
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
就业人员。 

•       在岗职工：是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
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
人员。为准确反映行业用工情况，从2011年起，
将在岗职工中的劳务派遣人员进行了单独统计。 

•      其他从业人员是指除在岗职工以外，实际参加
本单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
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离退
休人员、兼职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以及在本单位
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 



社平工资主要指标： 

•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作用： 

• 1.社保缴费基数所用社平工资 

• 2.经济补偿金的上限基数 

•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
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工资指导线制度 

•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
观调控” 

•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
工资指导线，并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指导和
服务。 

• 《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制度试行办法》（劳部发
[1997]27号） 

  工资指导线水平的制定应以本地区年度经济增长率、
社会劳动生产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主要
依据，并综合考虑城镇就业状况、劳动力市场价
格、人工成本水平和对外贸易状况等相关因素。 



我省工资指导线制度主要内容 

• 工资指导线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实行不同的
调控办法 

• 2011年广东省企业工资指导线： 

• （一）工资增长基准线为15%。生产正常、
经济效益达到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可
根据本企业职工工资与人工成本水平及企
业的经济效益，结合工会和职工代表意见，
大体按照基准线安排本年度的工资增长。
企业在安排工资增长时，要加强对企业人
工成本的核算，保持企业的发展潜力。 



• （二）工资增长上线（警戒线）为20%。
对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较大、职工工资水
平偏低的企业，可以适当提高工资增长幅
度，但一般不要超过警戒线，避免加大企
业人工成本，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和竞争
力。 

•   对于上年度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本
地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竞争性企业，其
工资增长原则上不应突破上线。 



• （三）工资增长下线为5%。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
长缓慢的企业，可按不低于下线的标准安排企业工资增长。
职工上年工资水平较高、人均实现税利与上年持平的企业，
可参考下线安排本企业的工资增长。 

•    经济效益下降幅度较大或亏损的企业，经与工会或职
工代表协商同意，可适当降低增长幅度，但支付给职工的
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应采取各项措施保障
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 

•   对于依靠国家特殊政策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性行
业和企业，工资水平已达到本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3倍以上的，原则上不应再增加工资。 



• 三、实施建议 

•      

• （一）各类企业在确定本企业工资增长时，应当
着力提高工资水平偏低的生产一线职工的工资水
平。有条件的企业实行生产一线职工与经营者工
资增长挂钩机制，生产一线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
增长的企业，经营者工资不得增长。对工资水平
低于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或两年以上不增
资以及工资增长缓慢的生产一线职工，应适当提
高工资增长幅度。 

•      



•  （二）推行企业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
益同步增长机制。企业应着力促进企业职
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将工资
指导线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工资分配有机
结合起来，参照工资指导线及经济效益增
长状况合理确定本企业的工资增长，建立
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企业的
和谐发展。 



•  （三）各类企业应根据省及本地区颁布的工资
指导线，参照所属行业工资指导线，结合本企业
实际，与职工积极开展平等协商，确定本企业人
均工资增长水平，并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或制订实
施方案。企业要运用好工资的激励作用，按照以
人为本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岗位的工资水平，理
顺内部分配关系，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
充分体现工资的激励作用，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
性，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科学合理的决定机制和正
常增长机制。 



年份 基准线 上线 下线 备注 

2005 10.5% 16% 2－3% 

2006 11% 15% 3% 

2007 10.3% 15% 2% 

2008 

15% 21% 5.5% 珠三角地区 

10% 15% 3.5% 
东西两翼和
粤北地区 

2009 7% 12% 
零或负增

长 

2010 12% 17% 4% 

2011 15% 20% 5% 

我省近年工资指导线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一）相关政策： 
 

•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知》 (卫监督发[2007]186号) 

• 《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广东省人民 

政府第166号） 

• 《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粤人社发 

[2012]117号） 

• 《关于公布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人社 

[2012]118号）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一）相关政策： 
 

• 《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广东
省人民政府第166号），经省政府常务会议
通过，已于201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
一办法改变了以往对高温劳动保护的监督
检查缺乏法律依据和统一标准的尴尬局面，
切实加强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一）相关政策： 
 

•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其他部门，
出台了《关于印发<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
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2〕117

号）和《关于公布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
（粤人社发〔2012〕118号），进一步明确
了发放高温津贴的情形以及我省高温津贴的
标准。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二）高温津贴有关内容： 
 

• 高温津贴的性质： 
 

高温津贴与工资的关系：高温津贴，是对在高温
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特殊劳动消耗的补偿，属于
工资范畴。但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最低工资标准
不包含高温津贴。 

 

发放高温津贴所需费用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
税前扣除按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执行。 

 

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二）高温津贴有关内容： 
 

• 高温津贴政策的适用范围： 
 

发放时间：每年的6月-10月； 
 

高温津贴发放的适用范围： 
 

1、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安排与之建立劳
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作的；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二）高温津贴有关内容： 
 

• 高温津贴发放的条件和标准： 
 

条件：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不
含33℃）的，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
津贴。 
 

标准：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如按
照规定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每人每天6.9元。 



案例7： 
杨某于2011年12月入职某建筑公司任施工现场
管理人员，2012年12月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
终止劳动关系。2013年2月，杨某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公司支付2012年6月至10月期间的高
温津贴。公司认为公司已在高温天气下，为其

提供了免费清凉饮料，不同意支付高温津贴。  
 

问题：公司的做法是否正确？ 



案例答案： 
 

《广东省高温天气保护办法》第十四条规
定：„„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充抵高温津贴。 

        杨某作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是露天作业
人员，根据我省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每
月标准150元标准，在每年6月、7月、8月、9
月、10月发放高温津贴，不能通过发放免费
清凉饮料等防暑降温措施来代替高温津贴的
发放，因此，该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二）高温津贴有关内容： 
 

• 高温津贴发放办法： 
 

通常情况下按月支付，并在工资清单中列
明具体项目及数额。 

 

用人单位可按从事高温作业劳动者当月实
际出勤且从事高温作业的天数折算高温津
贴的三种情况： 



• 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因下列情形之一未
能正常出勤的，用人单位可按劳动者当月
实际出勤且从事高温作业的天数折算高温
津贴： 

 

（一）因事假、旷工未提供劳动的； 
 

（二）在医疗期、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
疗期间、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产假、
看护假、计划生育假等未提供劳动的； 

 

（三）劳动者其他个人原因未出勤从事高温作业的
情形。 



案例8： 
小孙为某公司的露天作业人员，2012年6
月，因家里有事，在工作日期间，请了5

天事假，其他时间正常出勤。  
 

问题： 2012年的6月份，公司应支付小
孙多少高温津贴？ 
 
 



案例答案： 
 

《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规定，因
事假未正常出勤的，用人单位可按劳动者当
月实际出勤且从事高温作业天数折算高温津
贴。《关于公布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
规定“如按照规定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
每人每天6.9元”。 
2012年6月份共有20天工作日，1天法定节假
日（端午节），工作日期间，小孙请假5天，
因此，用人单位应支付的高温津贴为：（21-
5）×6.9=110.4元。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二）高温津贴有关内容： 
 

• 高温津贴发放办法（续）： 
 

用人单位当月临时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按其当月从事高温作业的天数以及政府有关部门
规定的标准折算发放高温津贴。 

 

非全日制用工的，按从事高温作业的天数折算高
温津贴。 

 

实行特殊工时的，按月全额发放。 



案例9： 
小李为某杂志的编辑，因记者人手不够，
单位临时派小李在2012年6月外出采访10
天，主要在建筑工地、公园等露天场所。 
  

问题： 2012年6月，单位需不需要向小
李支付高温津贴，应支付多少？  
 
 



案例答案： 
 

   《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规定“用
人单位当月临时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按
其当月从事高温作业的天数以及政府有关部门
规定的标准折算发放高温津贴”。《关于公布
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如按照规定
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每人每天6.9元”。 
   小李属于临时从事高温作业人员，应按从
事高温作业的天数进行折算，按每天6.9元计
算，工作10天，共计69元。因此，单位应在
2012年6月向小李支付69元的高温津贴。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二）高温津贴有关内容： 
 

• 高温津贴的调整机制： 
 

并不是一成不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
会同相关部门根据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
工资、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进行调整。 

 

目前全国其他省市高温津贴的发放情况：江苏、
浙江、上海每人每月200元，发放4个月；山东
120元，发放4个月。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三）高温天气期间的工作安排： 
 

• 日最高气温达到39℃以上，当日应当停止户外露天工作； 
 

• 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39℃以下（不含39℃），全
天户外露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12时至16时应当暂
停户外露天工作； 

 

• 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以下（不含37℃），用
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
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 用人单位采取降温措施，使作业场所温度低于35℃的（不
含35℃），不适用以上规定。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四）高温天气期间的劳动保护措施： 
 

• 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 
 

• 合理布局生产现场，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采用良好
的隔热、通风、降温设施，保证生产现场符合国家标准； 

 

• 向劳动者提供高温天气必需的劳动防护设施和用品，在高
温工作环境下设立休息场所，并设有座椅，保持通风良好
或者配备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 

 

• 每年6-10月的高温天气期间，向从事露天工作和室内高温
工作的劳动者免费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清凉饮料。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五）其他注意事项： 
 

• 高温天气，是指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
台站发布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的天气。 
 

• 高温津贴必须以货币形式发放，不能以发放清凉
饮料等实物代替高温津贴。 
 

• 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
降低职工工资。 
 

• 不得安排怀孕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16-18周岁的
员工）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露天作业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六）高温津贴的维权问题： 
 

• 《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未向劳动者发放高温
津贴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补发；
逾期未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罚款。”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六）高温津贴的维权问题（续）： 
 

• 对用人单位违反相关规定，未向从事高温
作业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的，劳动者可
以向用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主管部门投诉，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改正，
给予补发，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高
温津贴发放双方存在劳动争议的，也可以
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  



二、高温津贴政策解读 

（六）高温津贴的维权问题（续）： 
 

• 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劳动者
工作时间，减轻工作强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
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应按照国家规
定和劳动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
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
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无故拖欠或者克
扣劳动者工资的，劳动者可以向用工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