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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说明 
 

 

10 月份（第 15 号） 

-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和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 

 
 

 

依据文件： 

1- 根据劳工法的规定给员工/工人成立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法律; 

2- 关于成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第 16 号政府令； 

3- 关于工厂/企业和员工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的第 21/08 的通告； 

4- 关于员工在社会保障基金注册的手续和程序的第 69/15B.S.S 的指导说明； 

5- 关于签发第 285/14 的通告修正工厂/企业和员工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的

第 21/08 的通告的第 3 条、第 4 条和第 5 条款； 

6- 关于工作风险收益的第 109/08 通告； 

7- 关于签发第 140/10 的通告修正工作风险收益的第 109/08 的通告的第 7 条和

第 9 条款； 

8- 关于签发第 233/11 的通告修正工作风险收益的第 109/08 的通告的第 8 条和

第 10 条款； 

9- 关于纠纷或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申诉解决委员会的会员和行动的第 177KB/BRK

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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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和 N.S.S.F (ប.ស.ស)投诉或纠纷解决 

rrr2sss 
 

“根据劳工法的规定给员工/工人成立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法律”于 2002 年 8

月 15 日由柬埔寨第二届国会以第八次全体议员会议批准通过。为了让所有员工/

工人能够获得社会保障、养老金、以及员工/工人的养老福利、死亡补助、还有工

作的风险、工作的意外、职业病和其他由政府按照国家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发政府

令来确定的意外收益。 

 所有员工/工人报名登记在社会保障机构，将不分别种族、肤色、性别、宗

教信仰、出身、政治理念、参与工会或在工会有任何行动的会员等等。在国家社

会保障制度之下的员工/工人，就是（１）在劳工法之下的所有员工/工人，然而这

些员工/工人为某个工厂/企业服务或工作，无论雇主和工人之间签署的劳工合同的

类型、格式和效期或该员工/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待遇的种类和金额；（２）国家的

员工/工人、公共机构的员工/工人和所有不在于公务制度管理之下的员工/工人

（已签订合同的员工）以及临时任命的外交员；（３）职业学生、那些在培训和

职业教育学院的学生；（４）由社会保障所属部门部长发出通告规定的自由职业

员工/工人。（５）临时或季节性工作的员工/工人。 

 为了确保实施，并根据公共企业的章程法和公共机构制度，有必要成立国家

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机构属公共行政机构，该机构有义务为公众服务，以及

将为私人企业的所有员工/工人提供社会安全保障。该机构称为“国家社会保障基

金”简写为“N.S.S.F (ប.ស.ស)”，该机构的技术方面将由劳工与职业培训部管

理，财政方面将由财政部管理。 

 以下的说明就是解释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重点和性质（第一部）以及

B.S.S(ប.ស.ស)投诉或纠纷的解决（第二部）。 

 

第一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的性质和制度 

 A．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的性质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或 N.S.S.F (ប.ស.ស)属于公共行政机构，对于财政方

面该机构是独立的，该机构应根据 2007 年 3 月 2 日签发第 16HNKR.BK 关于成立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政府令的规定执行其工作 。 

 对于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或 N.S.S.F (ប.ស.ស)的义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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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劳工法的规定，管理社会保障基金； 

- 保证为国家社会保障的全部会员提供合理的收益，目的是为了协助会员在年

纪老、死亡、工作风险或工作事故（比如：职业病、意外）的困难。 

- 向 N.S.S.F (ប.ស.ស)会员和雇主收集捐款资金； 

- 为自己的会员协调和安排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 

- 与相关部门-机构合作，为了： 

- 教育和宣传关于预防工作意外和职业病； 

- 采取对安全技术和工作卫生的措施； 

- 与相关部门-机构合作，为了考察和调查工作风险； 

- 安排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 

已成立的“根据劳工法的规定给员工/工人成立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法

律”，目的是为了管理养老金（养老、死亡等的收益）和工作的风险（工作意外

和职业病等的收益）。无论如何，目前只要有工作风险的情况发生，此方面自从

2008 就开始实施，并且应属于雇主的义务，养老金制度和健康保险制度还没有实

施，可是计划在将来肯定会实施。 

由于目前只有工作风险制度在实施，所以以下文本的说明只提到工作风险而

已。 

B．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工作风险） 

当工厂/企业的雇主或主人已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有注册登记和完成办

理机构要求的条件，并让自己的员工/工人也报名加入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的会

员，如果将来员工/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发生有工作风险或失去工作能力等等，他们

会获得其他的收益。这些收益将会按照社会保障法律执行，以及对所有员工/工人

实施。 

B1. 法律条款 

为了能让员工/工人成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会员，以及能够从该制度获得

的收益，需完成两个条件，包括（1）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注册条件，和（2）缴

纳捐款资金的条件。以下文本的内容将详细的说明该两个条件： 

 B1.1.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注册条件 

根据劳工法的规定给员工/工人成立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法律，雇主有义

务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以及向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缴纳捐款资金。在 B.S.S(ប.ស
.ស)的初步实施，要求拥有 8 位员工/工人以上的工厂/企业，必须在社会保障机构

注册。对于其他工厂/企业必须仍然按照劳工法之规定执行，直至有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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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需根据劳工和职业培训部于 2008 年 2 月 11 日签发

第 21/08KB-BRK 关于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的通告来执行。 

  B.1.1.1 注册的时间 

在劳工法之下的工厂/企业的雇主或主人有义务在完成开办其工厂/企业之后

最迟 45 天内必须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在工厂/企业提交注册文件的同时，

也将工厂/企业内全部员工/工人的名单提交给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以便在国家社会

保障基金注册登记。 

  B.1.1.2 注册的格式 

工厂/企业的注册需根据“企业的注册”格式或是“1.01”格式进行，并附有

“商业注册”或其他同等的法律文件。 

对于已注册的工厂/企业：注册登记员工/工人的格式需按照“信息表格”的

格式来注册登记，以便能够提供员工/工人的身份给 B.S.S(ប.ស.ស)。B.S.S(ប.ស.ស)将
会直接到工厂/企业确定工人的身份。雇主有义务在信息表格内填写员工/工人的身

份，并附有柬籍身份证、或护照、或出生证、或户口本、或居住证、或其他同等

的法律文件。 

对于新注册的工厂/企业：员工/工人的注册登记应同时与工厂/企业的注册进

行。工厂/企业拥有 50 位员工/工人以上，B.S.S(ប.ស.ស)将会直接到该工厂/企业确

定员工/工人的身份，雇主有义务在信息表格内填写员工/工人的身份，并附有柬籍

身份证、或护照、或出生证、或户口本、或居住证、或其他同等的法律文件。 

  B.1.1.3 性质 

收到“工厂/企业注册”的格式之后，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需给每家工厂/企业

提供身份编号，每家工厂/企业只能获得一次的身份编号。工厂/企业除了获得身份

编号之外，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还得提供“工厂/企业注册证书”给已注册下来的工

厂/企业。每家工厂/企业的雇主或主人需把该注册证书挂在发放工资待遇办公室

内。 

工厂/企业的员工/工人应获得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提供的身份编号和会员

卡，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将通过雇主把会员卡交给员工/工人。 

如果“工作风险保险卡”损坏或丢失，损坏或丢失人需立刻通知雇主，以及

在发通知之后 30 天内重新申办新卡，重新申办新卡要求员工/工人向国家社会保

障基金交付 2000 瑞尔。 

 B.1.2 缴纳捐款资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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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工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法律，为了确保社会保障机构稳定的进行，工厂

/企业的雇主或主人有义务向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缴纳捐款资金，捐款的金额在劳工

和职业培训部签发第 108/08 关于工作风险捐款资金的规定和捐款手续的通告内有

规定。 

  B.1.2.1 捐款的义务 

工厂/企业有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注册，相当于工厂/企业雇主或主人的

义务，在社会保障制度之下的工厂/企业，以及拥有 8 位员工/工人以上的工厂/企

业需要向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缴纳工作风险的捐款资金。工作风险的捐款资金是雇

主另外的其他义务，工人不要求缴纳该捐款资金。 

  B.1.2.2 捐款资金利率 

如果根据第 108/08 签发关于规定工作风险的捐款资金利率和办理手续的通

告的第二条款，员工/工人月工资的平均工资的 0.8%，被定为工作风险的捐款资金

的统一利率。任何工厂/企业发放工资时使用外国货币，该捐款资金的平均利率应

按照柬埔寨中央银行的兑换率来计算。 

工厂/企业雇主或主人需在每个月支付捐款资金，捐款资金的结算和缴纳应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如果柬埔寨工业的实际情况有变化和根据工业的级别，捐款资金的利率将会

重新规定。 

  B.1.2.3 捐款的日期 

初次开始缴纳的时间就在工厂/企业获得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颁发的注册证书

之后 30 天内，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颁发的注册证书需有明确的日期。 

每个月缴纳的捐款资金，工厂/企业的雇主和主人需在下个月最迟 15 日缴

纳。每个月缴纳的捐款资金，必须包括劳工合同刚刚结束的员工/工人和刚刚进来

工厂/企业工作的员工/工人。 

对于工厂/企业雇主或主人耽误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捐款资金，工厂/企

业雇主和主人需多缴纳每个月应付捐款的利息的 2%，并根据劳工法规定的社会保

障制度第 36 条款接受罚款。 

  B.1.2.4 捐款的手续 

工厂/企业雇主和主人需按照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规定的银行来进行缴纳捐款

资金到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账户，捐款资金需按照以下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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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缴纳到已规定的银行，这种缴纳方式，雇主需按照“捐款资金手续”

的格式或“2.01”的格式进行（如于 2008 年 6 月 16 日签发第 108/08KB/BRK 关于

捐款资金的规定利率和捐款资金的手续的通告的第二附录）。 

- 使用电子银行服务或 UNITY 服务缴纳，服务费将由雇主承担。 

- 根据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机构主任的指示，可以使用其他服务缴纳（祥见第

10/04B.S.S(ប.ស.ស)的通知书） 

当收到“捐款资金收据”或银行有证明工厂/企业已缴纳的证明报告之后，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应出具关于“接收捐款资金”的确定书。对于捐款资金收据、

工人人数报告、工资待遇报告或其他必要的资料，工厂/企业雇主或主人需亲自提

交 到 N.S.S.F (ប.ស.ស) 办 公 室 或 通 过 邮 局 发 件 、 或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contribution@nssf.gov.kh 发过来。 

  B.1.2.5 工资薄的检查 

工厂/企业雇主和主人应向 N.S.S.F (ប.ស.ស)提供工资薄（每个月的工资

表）、工人名单和其他资料，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检查。 

 

总之，为了工人能够获得目前正在执行的工作风险的收益（工作意外）雇主必须

完成两个重要的条件，就是（1）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注册条件和（2）缴纳捐款

资金的条件。 

 

B.2 工作风险的种类 

 工作风险指的是两种不同的风险，就是（1）工作意外和（2）职业病。 

  B.2.1 什么是工作意外？ 

 根据劳工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作意外的定义如下： 

   - 工作时的意外 

 工作意外指的是意外落到工人的身上，不管在工作或不在工作的时候，不管

有任何理由，也不管工人有无错误，在为雇主或主人工作的时候发生的意外落到

工人或职业生的身上，不管有无工作、或什么职位、或任何地方。 

   - 出行的意外 

 出行的意外也被定为工作的意外，就是说工人从住宿的地方前往工作的地

方，或回来住宿的地方，但不能转到其他地方做自己的私下工作。  
 

mailto:或通过电子邮件contribution@nssf.gov.kh
mailto:或通过电子邮件contribution@nssf.gov.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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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无论该法律已解释“工作意外”的定义（如上述说明），可是我们觉得，它还是很难的解决问

题，也很难断定它是工作的意外或不是工作的意外，工人是不是能够获得收益呢? 所指的困难，由于意

外的特点不同，然后需要按照意外的实际发生，因此检查实际的意外，会导致出现不同的解释说明。同

时，为了确定是否属于工作的意外，我们应该有统一的看法和检查如下：（1）工作意外的定义；（2）
意外和工作的关系；和（3）考虑受害工人出行的工作地点和实际的情况（出行的方向）。 

 B.2.2 什么是职业病？ 

职业病指的是员工/工人每天在工厂/企业工作的时候发生的，在工人停止工

作的时候，职业病也将会发生在工人的身上。职业病是一种与工作或工厂/企业有

关的其他病，因为很多因素引起这种病情，比如工作环境或工作活动内发生的不

正常的生物因素、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自从技术专家提供的意见之后，劳工部长和卫生部长应签发关于确定职业病

的联合声明，并附有使用力量的职业、有毒的职业清单和异常的职业清单，导致

工作者受到疾病。目前，劳工部和卫生部还未签发具体确定职业病的联合声明，

可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于 2009 年 9 月 1 日签发的第 11/09B.S.S 的通知书确定

一些病情不是职业病，比如：胃病、贤结石病、胆结石病、肠热病、发烧、心脏

病、疯猪蓝耳病、耸肩病等等。 

如果这些说明在某个具体的时间会确定的话，并符合劳工部和卫生部签发关

于职业病清单的联合声明，员工/工人停止工作之后，并受到职业病，他们将会获

得工作风险的赔偿。 

 

总之，为了确定是职业病，必须有一两个条件，就是： 
1． 这种病是工人在工厂/企业工作的时候发生的； 
2． 这种病应在于劳工部和卫生部签发确定的职业病清单的联合声明中。 

 

对于收益权利和收益的结算方式将在下一个法律说明解释。 

 

第二部：N.S.S.F (ប.ស.ស)的投诉和纠纷的解决 

 由于工作风险的定义（工作意外和职业病）还未能确定下来是不是涵盖全部

的工作风险，以及为便于 N.S.S.F (ប.ស.ស)的投诉和纠纷解决，劳工部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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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F (ប.ស.ស)投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解决 N.S.S.F (ប.ស.ស)
会员和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之间的有关执行社会保障的法律和制度的纠纷或投诉。 

 该委员会的义务有哪些？该委员会是否有权利批示决议书？如何解决投诉和

纠纷？该文本的法律说明将会下面解释这些问题。 

A. 委员会的成员 

N.S.S.F (ប.ស.ស)的投诉或纠纷解决的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 由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主任提名一位主席、和两位主席助理 

- 由工人代表提名一位会员、和两位会员助理 

- 由雇主代表提名一位会员、和两位会员助理 

B. 纠纷解决委员会的权力 

N.S.S.F (ប.ស.ស)的投诉或纠纷解决的委员会有权力解决有关 N.S.S.F (ប.ស
.ស)、会员和雇主之间在执行社会保障制度和规定的时候发生的纠纷和投诉。纠

纷解决委员会有义务解决一些发生的投诉。如果有发生投诉，委员会在解决的同

时需把它分为 3 个种类： 

 B1. 工人的投诉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会员（工人）如果对有关提供社会保障收益和服务制度

的异常情况或雇主没有向 N.S.S.F (ប.ស.ស) 注册登记自己的名字，会员（工人）

可以投诉到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的委员会。 

 

 例如：在金边市某制鞋厂的女工已工作近 10 年了，自从该女工停止在该制鞋厂工作大约

2 个月之后，因为她经常肚子痛，然后她去了一所靠近她家的医院检查身体，结果医生证明她

得了严重的肺部疾病（水进入肺里）。 

 当收到医生证明之后，她去找她之前报名的工会，以便要求工会帮忙申请 N.S.S.F (ប.
ស.ស) 给她提供收益，并自称她得了职业病。收到委托书之后，该工会就去要求 N.S.S.F (ប.
ស.ស) 提供收益给她，可是被 N.S.S.F (ប.ស.ស) 拒绝，并说她不是得了职业病。 

 由于 N.S.S.F (ប.ស.ស) 拒绝提供收益给她，该工会可以投诉到 N.S.S.F (ប.ស.ស) 投
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有关不提供收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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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雇主的投诉 

 雇主也有权利投诉到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关于不正当的

遵照法律或遵照 N.S.S.F (ប.ស.ស) 官员的指示去执行工作，和其他投诉与国家社

会保障基金有关的实施。 

 C- 解决纠纷的程序 

 在提交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案子给法院（雇主所在地的法院）之

前，必须事先经过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的协调。收到投诉之

后，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需召开内部委员会会议讨论解决投

诉问题（该会议需保密），并要求原告方参加和提交资料或一些必要的信息。在

此情况下，如果委员会觉得应该要有技术专家出席参加会议（比如：医生），因

为其能够诊断是不是工作意外或职业病，委员会可以邀请技术专家参加此次保密

会议。 

 在此情况下，原告方可以亲自出席听证会，或委派代表或持有书面授权委托

书的代表替代自己参加听证会。如果原告方是工人，当收到 N.S.S.F (ប.ស.ស) 投
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的正式邀请函，要求在工作时间提交证据或相关文件，则该

工人的收益权利（包括工资和其他福利）不会失去。 

 如果原告方耽误不能按照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委员的邀请函出

席听证会，并没有合理的原因，委员会还仍然继续自己的解决程序（原告方缺

席）或可以通过发决议书停止该投诉案例。 

 自从委员会召唤原告方参加保密听证会之后，委员会需在听证会之后 15 个

工作日内发决议书。该决议书需立刻提交给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主任，国家社会保

障基金主任需亲自交一份决议书的复印件给投诉方，复印件应有正确的证明。 

 如果投诉方不同意 N.S.S.F (ប.ស.ស) 投诉或纠纷解决委员会发的决议书，投

诉方可以在 8 个工作日内上诉反对此决议书。如果投诉方不在 8 个工作日内上诉

反对此决议书的话，则该决议书应最终有效力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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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以上的法律说明是指提供额外信息给我们会员而已，并不是提

供法律意见。对于按照该法律说明来执行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我们商会不

负责任。在按照该法律说明执行之前，商会鼓励会员寻找更多法律专家来

解释说明。对于其他信息，请与商会秘书处联系，电话号码：023 301 181

或邮箱： kimpichda@gmac-cambo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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