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劳务派遣的立法宗旨是让用工单位在“临时性、辅
助性、替代性”的职位聘用劳务派遣人员，但是，许多
用工单位在实务中并没有严格遵守该立法宗旨。近年来，
企业滥用劳务派遣制度已受到社会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媒体强烈呼吁颁布劳务派遣新的立法以保护劳务派遣人
员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国内各地区的差异，以及相关利
益群体的激烈争论，全国性的规范至今未出台。于是，
地方政府纷纷各自制订地方性法规以规范劳务派遣制度。

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 2012 年 2 月 1 日发布
《广东省劳务派遣管理规定 <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

称“《规定意见稿》”）。在 2012 年 3 月 2 日之前，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地向立法部门
表达、发送意见和建议。本文将对《规定意见稿》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及分析。

与用工单位的义务相关的主要条款：限制劳务派遣人员的人数和明确定义劳务派
遣的关键用语

《规定意见稿》的以下条款将对目前劳务派遣实务造成重大影响 :

第 12 条  用工单位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超过 20 人且占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和
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总人数 10％以上的，应当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用工单位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不得超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和接受的被派遣劳
动者总人数的 30%。

用工单位应当建立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名册。

第 26 条 用工单位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超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和接受的被派
遣劳动者总人数的 30% 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超过比例的被派遣
劳动者人数处以每人每月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 31 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1. 临时性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的工作岗位。
2. 辅助性岗位，是指为用工单位主营业务提供服务的工作岗位。
3. 替代性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休病假、产假或者脱产培训、服兵役、

工伤治疗等情况不能提供劳动而暂时由被派遣劳动者代替的工作岗位。

第 32 条  本规定施行之日起，用工单位在非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
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被派遣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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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监督。被派遣劳动者有权
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依法
参加或者组织工会，劳务派遣单位
或者用工单位不得拒绝。

我们的意见

首先，从第一部分所列的条款
可见，《规定意见稿》不仅限制用
工单位接受劳务派遣人员的人数，
还清晰和严格地定义“临时性、辅
助性、替代性”这三个劳务派遣的
关键用语。从而纠正用工单位过多
地使用劳务派遣人员代替聘用正式
员工，将劳务派遣人员安排在主营
业务长期工作的情形。

其次，第二部分所列的第 11 条
和第 24 条将加强当地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对劳务派遣事务进行管理，进
一步说，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
社会就业的最新信息和数据。第 17
条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在用工单位所
在地设立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
机构，将促使劳务派遣单位在业务
发展到其所在地之外的地区之后，
能够完善对该地区业务的经营管理。
同时，劳务派遣人员在用工单位所
在地参加社会保险，将有利于保护
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享受
到实际工作地的社保福利和服务。

第三，从法律角度来说，第三
部分所列的第 5 条将成为劳务派遣
人员在用工单位参加工会，通过工
会参与用工单位的政策制定、内部
规章制度制定和决策的法律依据。
这将有利于保护劳务派遣人员的合
法权益，填补目前的劳务派遣人员
能否参加用工单位工会的立法空白。

然而，《规定意见稿》中有某
些条款可能也会导致实务中会产生
更多纠纷。例如，第 32 条规定在某
些情形下，用工单位将被视为与劳
务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那么这
种情况下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的
关系又将如何处理，该《规定意见
稿》并未给出相应的规定。这意味
着有可能出现同一员工同时与用工
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规定意见稿》在
出台前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修改。

《规定意见稿》仅仅是广东省
政府目前提出的征求公众意见的草
稿。一般来说，要经过长时间才到
实施阶段，并且，内容在正式版本
完成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不确定
性。此外，由于劳务派遣的复杂性，
很难预测地方政府在考虑公众的意
见之后，是否会对《规定意见稿》
的内容进行修改或补充，甚至会中
止立法。进一步说，由于给公司实
务造成的重要影响，很有可能的是
立法将给予用工单位一段过渡期间，
以使他们在法规的正式版本实施之
前，作好准备或进行纠正。

希望本文的内容有助于您了解
《规定意见稿》的内容。如果您有
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密切关注广东省的立法，尤其是劳
务派遣方面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努力为您提供最新和最全面的法律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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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务派遣单位的义务相关的主要
条款：向相关行政部门报告劳务派
遣情况，按规定设立依法取得营业
执照的分支机构

第 11 条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在
派遣劳动者之日起 30 日内，向当地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告被派遣劳动
者个人资料及用工单位名称、工作
地点、派遣岗位等劳务派遣情况。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在被派
遣劳动者的《就业失业登记证》上
注明劳务派遣情况，并建立专门的
管理台帐。

第 17 条 劳务派遣单位在注册
地以外的地级以上市派遣劳动者的，
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设立依法取
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被派遣劳
动者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参加社会保
险。

第 24 条 劳务派遣单位未按照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报告
劳务派遣情况的，由用工所在地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未报
告劳务派遣情况的被派遣劳动者人
数处以每人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
的罚款。

与劳务派遣员工的权利相关的重要
条款：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
位参加工会

我们注意到，与其他省份相比，
《规定意见稿》中有关工会的条款（即
第 5 条），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
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劳
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履行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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