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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 - 无论是在丹麦开展新的商业活动还是收购一个现
存的商业主体 - 均需意识和考虑到与丹麦人员人事雇佣相关的
规定。

简介
中国投资者 - 无论是在丹麦开展新的商业活动还是收购一个现存的商业主体
- 均需意识和考虑到与丹麦人员人事雇佣相关的规定。
一部分受到法令管辖的相关内容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人事职员， 即：休假权、
产假权、育婴假、进修假和工作环境状况。
涉及到雇佣、解除合同提前通知、薪金标准等事宜，其可适用条款受相应的雇
员种类的影响：受薪员工适用于丹麦受薪员工法案的相应条款，并且在很多情
形下也适用相关的集体协议；而体力劳动者 (蓝领员工) 常常受到相应的集体
协议的管辖，并且该集体协议通常通过和相关的工会来协商达成。
和其他国家相比，在丹麦，雇主，即用人单位，和雇员， 即劳动者，占相应
组织和协会的会员比例非常之高。很多丹麦雇主是丹麦雇主联合会下某些雇主
分协会或者特殊雇主协会 (如：金融或者农业部门的雇主协会) 的会员。雇员
也通常是相应的工会会员 (如：金属工工会，商业雇员和文书工会等) 。 绝
大多数的工会同时也是雇员联合会“保护伞”，即：丹麦工会联合会的会员。
丹麦工会联合会是一个服务性组织，并对所有工会面对的、各式各样的惯例性
事项开展相应的协商和合作活动。由此可见，丹麦的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
由集体协议合同来规范。
因此，当中国投资者在丹麦开展新的商业活动或者收购一个现存的商业主体
时，均需要了解丹麦的雇佣法律和相应的集体协议的详细机制和信息。
通常雇主和雇员协会之间的协商每2到4年开展一次。集体协议覆盖了工资标
准、工作小时等相关条款事项。
无论雇员 (白领和蓝领员工) 享有何等条款，该条款都必须受到该公司或者商
业主体收购者的同意和接受。根据丹麦事业转移法案 (贯彻执行了欧洲联盟指
令EC Directive 87/1987)，收购者的该责任是强制性的。因此，在采取任何
企业收购兼并活动之前，中国投资者应对是否可再度协商雇佣条款的可能性进
行调查并作出细致考虑。
除此之外，丹麦雇佣详情声明法案规定了雇佣合同内容的最低法律要求，即：
书面形式立定。若雇佣者未能履行该要求，雇员有权得到相应的赔偿。

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条款
受薪员工
丹麦受薪员工法案规范了相关雇员和雇主劳动关系中的绝大多数的事项。值得
引起注意的是，该法案条款是不允许被减损从而损害雇员的利益的。因此，
丹麦受薪员工法案所涵盖的条款则被视为是受用于受薪类型员工的 “最低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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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相关法律不同的是，当雇主解除劳动合同，丹麦法定解除合同提前通
知期限取决于相应雇员连续性受雇佣的时长：连续受雇佣的期限越长，需满足
的解除合同提前通知的时限也越长。相应的丹麦法定规定如下：
连续受雇佣的期限
5个月
2年9个月
5年8个月
8年7个月
超出以上期限
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
1个月
3个月
4个月
5个月
6个月
6个月的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是丹麦受薪员工法案提供的最长法定要求。
如雇员解除劳动合同，丹麦和中国相关法律较为相似，即：雇员应提前一个月
提出通知。雇佣关系的终止应在该月的月底生效，并且不受到连续受雇佣的期
限长短的限制和影响。雇佣关系可以设定试用期，较中国相关法律 (6个月)，
丹麦拥有较短的试用期期限，即3个月。合同双方均可以在试用期限内提前14
天要求终止劳动合同。此外，该14天的期限应该包含在3个月的使用期限内。
另外，根据2015年最新的丹麦受薪员工法案的相应调整，无论该解雇是否为不
公平解雇，雇主均有责任对其被解雇的、并且为其连续工作了12年和17年或者
超过12年和17年的受薪员工支付一定额度的经济赔偿金。该经济赔偿金的额度
取决于该员工受雇佣的时长。相应的丹麦法定规定如下：
连续受雇佣的期限
12 年或者长于12年
17年或者长于17年
经济赔偿金额度
等同于1个月工资额度
等同于3个月工资额度

体力劳动者 (蓝领员工)
在丹麦，雇主并无法定义务向其体力劳动者雇员提供解除合同提前通知。体力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前通知时限可以由各个相应的集体协议来规范。一般
一个典型的集体协议，如：“2012 - 2014 工业协定”的规范如下：
如雇主解除劳动合同：
连续受雇佣的期限
短于6个月
6个月
9个月
2年
3年
6年
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
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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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
21天
28天
56天
70天
若相应的雇员年龄达到至少50岁，则：
连续受雇佣的期限
9年
12年
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
90天
120天
如雇员解除劳动合同：
连续受雇佣的期限
短于6个月
6个月
3年
6年
9年
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
无要求
7天
14天
21天
28天
如无相应的集体协议可供适用，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可以通过雇主的自行量
裁来决定，但是该解除合同的提前通知时限的时长必须满足“合理性”的要
求。此外，针对非技术员工的解除合同的提前通知时限往往更短，如：3天。

不公平解雇
受薪员工
根据丹麦受薪员工法案的相应规定，若被解雇员工受雇佣期限达到至少一年时
长，并且该解雇不能根据雇员的行为或者/和相应公司状况得到一个合情合理
的、可辩解的论证，则该解雇视为不公平解雇，并且雇主有责任对其被解雇员
工支付相应的补偿。
由不公平解雇导致的任何补偿都将根据该雇员受雇佣期限的长短以及每个案件
的情况估计来决定，并且通常由一个最大额度限制来表示，即：等同于对该雇
员解除合同提前通知时限的薪水数额的一半。但是，该补偿数额全部总计最高
不超过该员工6个月薪水的总额。

体力劳动者 (蓝领员工)
如果雇工关系受到集体协议的规范，不公平解雇的补偿则适用于相应的集体协
议的特定条款。但是，该补偿数额全部总计最高不超过该员工52个星期的薪水
的总额。

特定的反歧视条款
根据丹麦特定的反歧视条款，雇主不可因关于怀孕、种族因素、原始种族因
素、年龄因素和残疾等因素为由解雇其雇员。相应的保护条款并没有提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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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补偿总额额度。根据最新的丹麦相关的法律判决，相应的补偿额度一般
总计最高达到该雇员一年工资的总和。但是根据每个独立案件的不同情况，雇
主可面临支付更高补偿金的风险。

大规模裁员
丹麦集体裁员法案 (贯彻执行了欧洲联盟指令EC Directive 75/129，并根据
欧洲联盟指令Directive 92/56修订) 要求雇主必须在尽可能的最早期阶段，
将预期的大规模裁员告知当地劳工部门，并且主动展开和相关雇员或者其代表
的相应协商。在协商中，双方应致力于达成共识，从而通过如取代替换、再次
培训受影响员工等方式，来避免、限制或者减轻该大规模裁员带来的影响。
如果通过以上的协商，双方依旧无法避免大规模裁员，雇主必须将其大规模裁
员告知当地劳工部门，并且该大规模裁员不能在该告知做出后的30天内发生效
力 (在某些情况下该时间限制为8个星期) 。因此，当以上条款适用时，相应
的计划和适时安排的考虑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丹麦集体裁员法案规定了其大规模裁员条款的适用范围，即在30天
内，涉及到该裁员的雇员数量超出了：
10位雇员 (公司具有20 至 100 名雇员) ；
10 % 的雇员总数量 (公司具有 100 至 300 名雇员) ；
至少30 位雇员 (公司具有 300 名雇员)。
以上条款的履行是非常重要的，若违反任何相应的协商义务，雇主将受到如补
偿或者罚款的批准行制裁。集体协议通常也对集体裁员做出了特定规定。

薪酬与工资
丹麦相关法令并未对最低工资标准做出要求， 但是集体协议往往会为相应受
规范的雇员设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要求。该最低工资标准会根据不同的集体协
议而不同。
在丹麦，雇主并无法定义务向雇员的超时工作支付报酬。若有可适用的相关集
体协议的规定，通常情况往往和相应的中国法律类似，即：若延长雇员1小时
的工时，雇主则需支付其雇员50 % 的额外工资报酬；和相关的中国法律略有
不同的是，丹麦法律对于在休息日和公共假期延长雇员工作时长的情形给予同
样的对待，即雇主应支付其雇员100 % 的相应的额外工资报酬。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劳动法的相关条款在对待法定休息日， 即：元旦，春节，国际劳动
节和国庆节等，在延长雇员工作时长的情形下，给予雇员更高的保护，即雇主
应支付其雇员200 % 的相应的额外工资报酬。
即使一些雇主一般自愿性的制定了雇员利润分享方案，但是丹麦法律未对雇主
提出该强制性的制定要求。除受限于某些特定要求外，该分享方案计划的设定
往往会基于税收利益优势的考虑。根据丹麦受薪员工法案第17条款的规定，受
薪员工在其与雇主的雇佣关系终止时，有权按照相应的比例，享有该雇佣关系
终止年度的，该雇员本应该享有的任何奖金和红利的权利。

工作时间
丹麦贯彻执行了1993年11月23日生效的欧洲联盟指令EC Directive 93/104
/EC。该指令对机构组织工作时间的相关事项做出了规定。
丹麦实行在4个月时间段内，雇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的工时制
度。

假期享有权制度
丹麦假日法案对丹麦雇员的假期享有权利设定了规范。根据该法案，法定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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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起于每年的5月1日，止于次年的4月30日。除了极少数个别例外，该法案
适用于所有的雇员，但是不适用于总经理和公司其他高层人员。
丹麦法律规定，一个假期年度的带薪休假权在该假期年度的次年日历年度生
成，即：源于假期年度起于2014年5月1日，止于2015年4月30日的带薪休假权
将在受雇佣的日历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内生成。
按月份支付薪水的受薪员工 (白领员工) 有权在假期期间享有被支付全额薪酬
的权利。除此之外，雇主应向雇员支付等同于其薪水 1 % 额度的假期补助，
该补助包含了假期年度的相应生成年内衍生出的任何税收优惠。
按小时支付薪水的雇员 (蓝领员工) 虽不具有在假期期间享有被支付全额薪酬
的权利，但是有权被支付等同于其薪水12.5 % 额度的休假津贴，该津贴包含
了在相应生成年衍生出的所有获益。该休假津贴由雇主向丹麦劳工市场假期基
金支付，并且在相应员工休假时按相应比例支付给其雇员。
假期的相应事项必须和雇主达成一致，但是雇主应尽可能的尊重其雇员的意
愿。
享有5周假期的权利 (无论受薪还是不受薪) 是不受公共假期的休假权的限制
和影响的。
集体协议一般也会包含其他可供选择的或者相对补充性质的休假条款。
某些集体协议除了提供丹麦假日法案规定的法定假期外，还提供给雇员额外休
假的权利 (一般为5天)。建立在独立协商上的劳务合同也通常提供额外的、一
般为5天的非法令假期。

竞业限制条款
在其相应关键雇员的劳动合同里涵盖竞业限制条款是十分必要的。该条款一般
禁止了其雇员在劳务合同终止后，开展与原雇主商业活动具有竞争活动的行
为，或是禁止其雇员在劳务合同终止后联系原雇主顾客、代理商和分配商等行
为。
即使该条款的具体细节往往根据不同情况要求而变化，但是为了满足其履行和
执行要求，该条款往往给予原雇员在劳务关系终止后，享有一定形式经济补偿
的权利。若该竞业限制条款具有法律可行效力，对于受薪员工的该经济补偿数
额往往等同于在终止其劳务关系时，该雇员薪金的至少 50 % 的数额 (包括
所有相关获益在内)。该丹麦经济补偿标准和中国某些在司法实践中对劳动者
有更高保护要求的地区，如深圳，是一致的， 即：要求雇主支付前12个月平
均工资的 50 % 予以补偿。在丹麦，除极个别例外以外，雇主可提前一个月通
知，要求终止该竞业限制条款。总经理职务的相关竞业限制条款不授予总经理
其经济补偿的权利。

雇员发明
雇主应该在雇佣合同中确保一个清晰、可执行的、具有法定效力的、有关雇员
发明的条款。该条款不仅应涉及可受专利保护的发明，而且也应该涵盖任何其
他形式的、可受到一定保护的发明创造，或者/和可带有任何商业价值的发明
创造在内。

平等支付 - 同工同酬
根据丹麦平等工薪支付 (男性和女性) 法案 (贯彻执行了欧洲联盟相关的平等
支付指令)，在提供同样工作或者提供具有相等价值工作的前提下，雇主应对
其雇员支付平等的工薪，即：同工同酬原则。

丹麦工作环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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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工作环境法案覆盖了在雇佣关系期间所有需要履行的工作项目，并且要求
绝大多数的商业企业的雇主和雇员代表设立安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对工作
程序的安全性进行监管，并且确保员工接受到足够的相关指示。这些委员会会
从丹麦职业卫生服务部门处得到更一步相关的指导和资讯。丹麦的该职业卫生
服务部门同时也为一系列的特殊部门 (如：一般性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建筑
和建设部门等) 提供协助。此外，丹麦工作环境当局也会开展查访活动，从而
确保相应的标准得以贯彻。

职业伤亡事故
雇主有责任义务向雇员支付任何在为雇主提供服务过程中引起的、雇员的人身
伤亡或者职业疾病的赔偿或者损坏。丹麦法令规定要求雇主为其雇员参加保险
制度，从而确定当以下情形发生时，雇员可享有保险待遇，雇主对相关费用的
支付责任得以履行：医疗护理、丧失生产能力的补偿、永久损伤的补偿、与死
亡相关的过度津贴以及丧失相关支持者的补偿。
此外，雇主应设定特种职业作业损失补偿性保险从而确定当以下情形发生时，
雇主对相关赔偿费用的支付责任得以履行：对疼痛和苦难的赔偿以及丧失生产
能力的补偿。

总经理职位
总经理可为、但是不必要一定是董事会成员。作为雇员的高级管理人员会员，
总经理不受到丹麦受薪员工法案的规范。
通常赋予总经理的权利和资格，特别是涉及到关于如解除合同的提前通知期
限、解雇费用、假期事项、公司车辆以及其他利益和养老金等事项，均规定在
一份相关的劳务合同当中。如果总经理被派往海外，补偿包通常还会包含私人
住宿和学校费用等事项。
总经理和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往往是单独协商的，但是其涵盖的众多条款却通
常通过该公司的操作惯例以及公司的规模和商业活动种类来制定。
雇主要求解除雇佣关系的，其解除合同的提前通知期限通常为6 - 12个月；总
经理要求解除雇佣关系的，其解除合同的提前通知期限通常为3 - 6个月。
最近趋势显示，在越来越多的实践操作中，总经理的薪水往往部分上与该公司
的经营状况相连，但是判断公司经营状况的标准均不同。通常，总经理薪水的
15 % - 25 % 与部分公司税前收益相关联。
总经理通常享有的额外补贴包括公司车辆、家用电话、移动电话、宽带连接、
养老金以及人身意外和健康保险。
此外，总经理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包的具体明确组成通常取决于相关可适
用的税收责任。

免责声明：
该文章意提供给科曼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任何人就具体特定事宜，不应根据或
者依赖该文章或者该文章所包含的信息。任何具体事宜应另寻特定的相关意
见。因此，科曼律师事务所将不对就该文章及其相关内容所可能引起的一切事
宜负责。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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