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员工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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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境内的公司、工厂、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等，对其在
中国境内和境外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安全负有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要求用人单位采取所
有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安全。承担上述义务的主体范围广泛，主要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简称“《安全生产法》”） 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简称“《劳动法》”）的第六章进行规范 3。这些法律适用于所有在中国领域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简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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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 （简称“《境外安全规定》”）将
企业关于工作场所安全的注意义务的对象扩展到了企业在境外的中国员工。该义务由中
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中资企业共同承担，后者具体是指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企
业（即“境外中资企业”）。《境外安全规定》是对越来越多的员工被中资企业派到世
界欠发达地区这一现象的立法回应，规定了境外安全教育和培训、境外安全风险防范、
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高危险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规划以及违反这些义务所须承担
的相应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近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5为员工预防和控制职业病提供了进一步
6
的保护。其他的法律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则为从事特殊工作
或面临特殊危险的员工规定了特定的安全标准。
本文将讨论在华企业（包含中资和外资企业）对其境内的员工、境外中资企业对其派出
到境外工作的员工所负有的工作场所安全的注意义务。中国法律对于企业违反工作场所
安全法定标准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详情请见 2.2 节），因此，执行适当的安
全程序与政策，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培训、设备和信息以确保其工作安全是非
常重要的。
2. 在华企业对境内员工的义务
2.1 用人单位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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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做出了许多严格的规定，在华用人单
位均须予以遵守。这些规定适用于在华企业的所有员工。
《安全生产法》第 18 条概括性地规定了在华企业的安全生产职责。它要求企业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指定专门负责人控制、监管安全政策的实施，开展风险评估并记
录安全隐患及调查结果。具体说来，该项规定要求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负有
以下注意义务：
a)
b)
c)
d)
e)
f)
g)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法》同时规定，在员工担任新的岗位之前，用人单位应当为包括劳务派遣员
工和实习学生在内的员工提供充分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
格的员工，不得上岗作业。此外，用人单位还需要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对于工作场所新增或提高的安全风险或安全问题，用人单位需要适时更新安全生产教育
7
和培训的内容 。
用人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实践中，用人单位必须
签署并妥善保管维护、保养和检测的记录 8。同时，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提供符合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员工按照使用规则来佩戴和使用劳动防
护用品 9。另外，用人单位应及时、合理地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生产
10
培训的经费 。除防护设备之外，用人单位还需要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和/或购买覆
盖特定类型意外风险的商业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就社会保险的类别与
数额做出了具体规定 11。
《安全生产法》也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
项目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事宜做出了具体规定 12。这些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13
进行安全评价 。
另外，中国的用人单位被要求承担《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特殊责任。即，在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时，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亲自立即组织抢救，并且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
期间擅离职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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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处罚
在中国，如果用人单位没有适当地履行工作场所的安全义务，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处
罚。《安全生产法》第 90 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没有依照规定投入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致使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用
人单位将会被责令限期改正并提供必需的资金。如果用人单位逾期仍未改正，则会被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如果用人单位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并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 对用人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与撤职处分，对个体经营投资人处两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5。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根据事故
16
的严重程度，最高可能被处以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负有责任的用人单位除
被要求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还可能被处以最高人民币二千万元
的罚款 17。
2.3 员工的权利
《安全生产法》在规定用人单位义务的同时，也规定了许多对员工的保护措施和用人单
位对员工的法律责任，即员工有权享受劳动安全保障、职业危害防治及工伤保险。其中，
用人单位在与员工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必须载明工伤保险条款。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
18
免除或者减轻其对员工的这些责任，即使双方已就责任的免除达成了协议 。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 49 条，用人单位的员工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
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也有权对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同
时，员工还有权对用人单位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19。
另外，员工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
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用人单位不得因员工行使《安全生产法》中规定的权利——批评、
检举和控告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推迟作业或撤离工作岗位而对员工进行报复 20。
2.4 员工的义务
同时，为维护工作场所的安全，员工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员工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
格遵守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配合用人单位对保障工作
场所安全的监管，并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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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培训可以增强员工的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因此，员工不仅
有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更负有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
需的安全生产知识的义务 22。
当员工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时，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
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则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组织抢救以防止事故扩
大，并不得隐瞒不报，也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毁灭有关证据 23。
3. 中资企业对境外员工的义务
《境外安全规定》阐明，境外中资企业对其派出到境外工作的员工有注意义务。这些规
24
定反映了中国批准通过的 1981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
（简称“《公约》”）的相关规定 25。然而，该《公约》没有就政府和用人单位关于派
遣员工到境外工作提供一个完整清晰的指导。
虽然该国际公约没有就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完整和清晰的理解，但是，确保员工（包括
境外员工）在工作场所安全的注意义务的原则已包含在中国的法律中。
《境外安全规定》
也对境外中资企业和各级政府机构的安全风险防范职责做出了规定。
虽然《境外安全规定》并没有详细列举用人单位所有的法律责任，但是它要求对外投资
的中资企业在派遣员工出境前，向员工提供境外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 26。此类教育和培
训可以让员工在境外遇到危险时有效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此外，境外中资企业应制定派出员工的行为守则，以帮助派出员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承包单位也应向分包单位提供同样的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 27。
有境外工作员工的用人单位需要制定境外安全管理制度 28。但是，《境外安全规定》将
境外员工的安全责任主要交付给各个政府组织、驻外使领馆，而企业则主要是通过进行
报告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实践中，境外安全突发事件是指在境外发生的，对境外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威胁
或造成损失的事件，包括传统的可预见的事件，如自然灾害、疾病等，也包括过去十年
间在非洲经常发生的事件，例如绑架、恐怖袭击等。《境外安全规定》要求发生上述安
全事件时，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应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报告情况，接受并服从使领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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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境外安全规定》的要求，对外投资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前，
应当聘请专业安全机构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必须根据安全风险评估报
告制定境外安保方案，以降低境外安全风险。
此外，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应当评估安全成本，制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建立一
套完整的境外安全制度, 机构内部和项目驻地必须配备必要的安全保卫设施。企业可以
根据当地安全形势雇佣当地保安或武装警察，以提高对员工的安全防护水平 29。
4. 结论
可以说，《境外安全规定》着重强调了政府的措施和境外中资企业机构面对危险与突发
事件时的应对方法。与发生在境外的安全责任相比，境内用人单位和员工的责任更加明
确也更为重大。但是，这些规定都清晰地要求了用人单位对境外员工所承担的义务，并
要求用人单位在经营前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和保护措施。
综上所述，中国法律对境内外用人单位和员工的安全注意义务做出了严格规定。如果用
人单位未能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那么用人单位将有可能面临严厉的刑事或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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