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十四：劳动和社会保障规则

肯尼亚的劳动条件

2016年肯尼亚总人口约为4850万人，其中劳动人口为

1850万人。据估计，每年有841600人进入劳动市场，其

中107800人从事有薪工作，20200人在现代部门中从事

自营职业或充当家庭主妇，2016年，713600人在非正规

部门就业。2016年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约为61%。肯

尼亚的青年就业人口比率为32％，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平均值为59％，相比而言，肯尼亚的青年就业人口比率

非常低，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失业率为11％。

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就业总量而

言，肯尼亚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占多数（83％）。2016

年，该部门的就业人数为1330万。该部门新增747300个

就业岗位，占2016年所有新增就业岗位的89.7％（2017

年经济调查）。该部门已成立了雇主组织和工会联合

会。肯尼亚有十一个代表非正规工人的保护协会/联盟，

代表600多个非正规部门团体。

性别

肯尼亚的工作场所，特别是在管理阶层，传统上男性占

主导地位。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失业率较低，就业率

高，工资较高。2016年，男性失业率为9.3％，女性失业

率为9.3％（世界银行）。但是，女性的地位正在慢慢好

转，管理层中女性人数的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政府也

鼓励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位。

青年

2016年的肯尼亚劳动力市场概况预计每年有80万青年

离开学校，开始寻找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但是只有

少数人成功。青年高失业率（32.4％），非正规经济增

长，未充分就业率高就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遏制这一问

题，政府制定了“国家就业政策”，设立了青年企业发展基

金和Uwezo基金等旨在提高青年能力的举措，并且每年

为青年预留价值Sh2000亿的政府招标项目。

该国还在努力提高青年人口的技术技能，这些技能可以

让青年在正规部门获得有薪工作。大约有748个技术，工

业，职业和创业培训机构（TIVET），政府正在积极推行

一项政策，即在每个县至少设立一所理工学院，以培养

更多的技工，提高青年的技术技能。

童工

童工现象在肯尼亚并不普遍。这是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方案

的结果，这一方案实现了小学和中学教育的高入学率。

此外，肯尼亚的法律禁止使用童工：“宪法”与“未成年人

保护法”一起，为儿童提供法律保护，使其免遭危险或剥

削性劳动，该法明确禁止强迫劳动、贩卖和其他类似奴

役的行为。

工会

每个员工都有权加入工会。这是“宪法”和“劳资关系法”规

定的一项权利。肯尼亚工会运动组织了270万工人，预计

加入工会的工人占总劳动力的15％。这些工会以部门为基

础，涵盖几个行业，例如肯尼亚商业、食品和工人联合

会，代表银行、食品、零售和金融等不同部门的工人。

中央工会组织（COTU-K）是肯尼亚唯一的国家工会中

心。该组织在全国拥有43个注册和附属工会，并拥有约

250万名员工（2016年）。该组织在一般的劳动力市场问

题上扮演着行之有效的政治角色。重点是帮助其所代表

的正规部门的工人谈判改善工资，工作场所安全，附加

福利以及获得更好的雇佣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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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

在肯尼亚就业受“就业法(2007)”、“工伤和福利法”和“职业

安全和健康法”管辖。

如“投资者指南”(现代劳工制度)第1.1.3条款所述，肯尼亚

的就业形式如下所示。

a) 临时雇佣——雇员一次被雇用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

并且每天支付工资。但是，在下列情况下，合同将转

换成月度合同，如果临时雇员连续工作一段时间或者

连续工作天数合计不少于一个月；根据合理预期，雇

员从事的工作不能在三个月内完成。

b) 定期/临时雇佣——雇员被雇用的时间超过一天并且有

特定期限。

c) 终身雇佣——雇员被无限期雇用或到规定的退休年

龄。雇员将在每个月规定的时间领取工资。此类雇佣

通常试用期为六个月，如经雇员同意，可再延长六个

月。

d) 服务合同——雇主可聘请顾问或独立承包商执行某项

工作。顾问或独立承包商将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而在

这种关系下，雇主与工人的雇佣合同没有任何关系。

就业指南

a) 服务合同，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必须符合雇

用要求。这些要求构成最低的雇用条件。

b) 雇员可以签订口头或书面合同，但是如果雇用时间超

过三个月，必须签订书面合同。

c) 开始工作后的两个月内，雇主有责任编制合同，并让

雇员签字，表示其同意接受该合同。

雇佣合同的具体信息

 � 雇员姓名、固定住址、性别及年龄；

 � 当前雇用关系的开始日期；

 � 与原公司或附属公司（如果有的话）终止雇佣关系的

日期；

 � 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

 � 职位及职责简介；

 � 享有年假、病假、丧亲假、产假/陪产假或累算假日薪

酬；

 � 年基本工资；

 � 参与任何佣金、红利、股票奖励、股票期权、分红计

划或安排，以及任何其他福利(如汽车、贷款、保险计

划、住宿、俱乐部会员资格、季票贷款、员工折扣或

费用安排)；

 � 纪律和申诉程序；

 � 实物形式的福利；以及

 � 养恤金安排。

工人的工资将取决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谈判。然而，

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业，例如农业和建筑业的最低薪

酬率或就业条件。这些最低工资率是由国务院劳工部

(http://www.labour.go.ke/resources/category/17-regu-

lation-of-wages-guidelines.html）公布的“工资令”规定

的。他们构成符合工资令规定的任何雇员的雇佣条款，

并且不能通过协议进行更改。

养恤金和福利

肯尼亚为雇用肯尼亚公民的雇主制定了强制性的法定国

家社会保险养恤金计划。国家社会保险养恤金计划为雇

员提供一次性总付退休金。

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基金法（NSSF），雇主必须使用雇

主编码在基金进行注册并每月为雇员缴纳保险金。扣减

额必须在次月的15日汇出，如遇周六、周日或法定节假

日，必须在15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汇出。

雇员有权加入工会，并且不得因选择加入工会而受到雇

主的惩罚或歧视。

只要工会代表大多数“工会”雇员，雇主必须承认该工会，

并参与与工人就业条款和条件有关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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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

每周的正常工作时间如果是白班，52个小时，如果是夜

班，60个小时。此外，雇员有权每周休息一天。

加班

雇主可以自由雇用员工加班，但需要给予补偿。工资管

理规定（一般规则）规定了计算额外工资(加班费)的标

准。工作日加班工资是基本小时费率的1.5倍，休息日和

法定假日加班工资是基本小时费率的两倍。

然而，员工加班是有限度的。在任何连续两周内，从事

夜间工作的雇员，加班时间和正常工作时间总和每周不

得超过140小时，所有其他雇员，不得超过116小时。

员工假期

a) 每连续12个月的服务中，雇员有权享受21个工作日(不

包括公共假日)的全薪假期。

b) 除年假外，女员工有权享受三个月的全薪产假。男员

工有权享受两周的全薪陪产假。

c) 连续工作两个月后，雇员有权享受不少于7天的全薪病

假，并且有权每12个连续服务月享受7天半薪病假。最

多五天的无薪事假。

解雇雇员

员工被解雇之前，雇主必须根据服务合同发出终止劳动

合同通知，临时雇用关系除外，临时雇用关系可在任何

一天结束时终止，无需通知。试用期合同可在七日内通

知终止。

在未经通知而终止劳动合同或辞职的情况下，雇主/雇员

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支付代替通知日补偿。

劳资纠纷的解决

雇主和员工之间的纠纷可由劳资管理人员解决或通过调

解解决，但是须由就业及劳资关系法院做出最终裁定。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向就业及劳资关系法院提出

申诉或诉讼，该法院是唯一有权审理和裁定该类性质案

件的法院。因此，如果该案件有可能通过就业及劳资关

系法院的审判终结，那么试图进行仲裁或调解的努力就

是徒劳的。

其他权利

a) 长期雇用合同或月度雇用合同终止时，除非该员工已

注册退休金或公积金或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否则雇主

必须向员工支付工龄工资。

b) 雇员在终止雇用关系时有权获得工作证明，除非该雇

用关系持续时间少于四个星期。

c) 裁员时，每满一年工龄可获得15天的工资作为辞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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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为雇主的程序

a) 申请国家社会保障基金(NSSF)雇主登记。

要求：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申请表；成立或合规证书（适
用于外国公司）；公司PIN证书及营业许可证。

该申请可以提交给Huduma中心（一站式政府服务中

心）或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办事处（http:/ /www.nssf.

or.ke/)。

b) 获得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注册证书。证书包含雇主代

码，政府能够为其肯尼亚员工缴纳社保基金。

时长：1天

费用：无

此外，雇主和员工可制定商业养恤金计划。

肯尼亚还设立了强制性法定国家医疗保险基金(NHIF)，每

个有收入的人(国家法或国际法排除的情况除外)都应注册

登记，缴纳该基金。雇用肯尼亚公民的雇主必须注册该

基金账户，并每月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扣减额必须在

次月的9日汇出，如遇周六、周日或法定节假日，必须在

9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汇出。

注册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账户的程序

1) 申请国家医疗保险基金雇主登记。可在医疗保险基金

办事处办理。

要求：国家医疗保险基金申请表，可在该机构的网站
（http://www.nhif.or.ke/）上查阅，成立或合规证书（适
用于外国公司）；公司注册证书/合格证明以及公司识别
代码。

2) 获得雇主代码。雇主将被签发一个代码，通过这个代

码，他/她可以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

时长：1—2天

费用：无

总收入（Shs） 每月保险费（Shs）

0–5 999 150

6 000–7 999 300

8 000–11 999 400

12 000–14 999 500

15 000–19 999 600

20 000–24 999 750

25 000–29 999 850

30 000–34 999 900

35 000–39 999 950

40 000–44 999 1 000

45 000–49 999 1 100

50 000–59 999 1 200

60 000–69 999 1 300

70 000–79 999 1 400

80 000–89 999 1 500

90 000–99 999 1 600

100 000 及以上 1 700

自由职业（特殊的） 500

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计划的医疗福利只能覆盖实际发生

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因此，大多数公司为员工缴纳商

业医疗保险。

作为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雇主有责任提供其他福利，

如水、食物、住房和医疗救助。通常，雇主支付给员工

的是所谓的“综合薪酬”，其中包括计划用于获得这些福利

或代表这些福利的要素。

法定福利以外的其他福利完全由雇主酌情提供，比如奖

金、员工购股权、低息贷款、住院和门诊医疗保险、学

费、差旅和娱乐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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