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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工时管控和社保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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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管控

◆目标

◆工时管控的挑战

◆建立一个合理可运作的工时管理系统的好处

◆如何建立一个切合个别工厂且合理可运作的工
时管理系统



工时管控的目标

◆目标
- 合理的目标（周工时60 到 84？）

- 如何定立目标

a/ 分部门

b/ 分时段

c/ 现时的工时分析

d/ 可达成的目标

e/ 谁定的目标（coc 部门？）

你的工厂有目标吗？
66-72 小时？

14 休二？



工时管控的挑战（1）

 目前工时的问题主要是工时较长。那么导致工时较长的根本
原因有哪些？

 外在因素

1) 产业结构/运行模式

2) 采购模式

3) 环境因素（劳力市场/电力/交通）
你的行业如
何？



工时管控的挑战（2）

内在因素

 根本原因分析

 物料原因

 工人短缺 (流失率）

 质量 （返工率）

 。。。。

还有其它原因吗？

You can control 

only when you can 

measure!!!



工时管控的挑战（2）

工时较长可能导致的后果：

1）运营成本高

2）连带成本高

3）生产效率低

4）质量下滑

5）工人的身心健康/工伤

6）不符合法律法规/客人的要求

你知道加班带来的
额外成本有多高？



如何建立一个合理可运作的工时管理系统

1. 找出可控和非可控的因素； 根本原因分析

2. 管理可控因素/减少非可控因素，建立一个合理的，切合个个别企

业，渐进式的工时管理系统。

3/ 基层自主和參于模式
问题：可控和非可控
因素对加班情况的占
比？？工时管控

也是工资
问题



可控因素

了解加班的根本原因的方法

- 工时分析

- 加班原因分析

- 加班申请和原因

Audit date Oct 30th, 2017

Audit Company Social Compliance Service Asia 

Date of Initial CAP 

issued  
Nov 15, 2017 

Client Movado Inc. 

Month/ Year Work hour situation Assembly Packing IQC QC QA

Maximum weekly work hour per week 86 hours 90 hours 65 hours 70 hours 88

Nubmer of worker woring more than 72 hours 50 34 0 0 24

Number of workers > 60 hours  but lesser than 

72 hours 33 59 12 16 7

January 2018 Date of Sunday work 4 4-Jan 2 2 3

Number of workers on Sunday work 52 48 50 30 34

Reason of excessive OT/ Sunday work

Material delay and 

thus need overtime/ 

Sunday work to catch 

the shipment /Rework 

Material delay and thus 

need overtime/ Sunday 

work to catch the 

shipment/ production 

bottleneck 

High defect rate 

Material delay and thus need overtime/ 

Sunday work to catch the shipment 

Material delay and thus 

need overtime/ Sunday 

work to catch the 

shipment 

Department

Vendor ABC Co

Facility  Name
U WM Limited

Facility Address 

Bo Luo Country, GuangDong Province, PRC



可控因素

a)非有效的加班小时

b)流失率/病假率

c)机器使用率/损坏率

d)返工率

e)订单的预测/协调

f) 工人不足？

g)物料迟/质量问题

你企业加班的可能原因？

生产流程的
合理性



非可控因素

◆订单的形态/运作的形态

◆自然灾害

◆外在环境因素，如电力等方面

非可控因素 订单/运作

的形态

自然因素

外在因

数，如电

力等



管理可控因素/减少不可控因素，建立一个合理的，渐进
式的工时管理系统（1）

建立工时管控小组，分部门/分流程

加班因素的提交和分析：查找根本原因，解决根
源头。

控制可控因素

1）减少不必要的和低效率的加班安排

2）管控影响加班因素，如物料迟，机器使用率
低，人员缺乏等。



管理可控因素/减少不可控因素，建立一个合理的，渐进
式的工时管理系统（2）

3）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a) 加强培训

b) 生产流程重新安排

c) 增加诱因

设定一个可达成的目标（路线图的建立）

逐步达成合理的目标



基层自主和參于模式来管控工时的案例分
享

 某美资服装品牌

 1/ 基层自主和參于模式的有优点和有效性

 2/ 将管控工时下放到基层管理。

 3/ 基层部门自主和參于模式找出解决问提加班安排的方法

 4/ 将省回的成本回馈给该部门和员工

8-

10% 

成本
下降

旺季工时65 到69

工人收
入不受
影响



管理可控因素/减少非可控因素，建立一个合理的，渐进
式的工时管理系统（3）

4）在生产计划和接单中加入适当缓冲来处理非可控可

控因素的影响。

你的意见？



第一部分总结和 Q & A

Q & A



社保路线图的建立

1.目前的挑战

2.风险

3.尽早管控的好处

4.可行的管控办法



目前的挑战

成本

工人的意愿

社保系统的完备性



风险

违反法律法规

劳动纠纷

工伤事故的赔偿（特别是有大型安全事件时）

不符合客人要求



风险



风险

特别是有大型安全事件时



尽早管控的好处

将成本分摊入每年的营运成本中

降低劳动纠纷时的风险

降低工伤事故的赔偿成本（特别是有大型安全事件时）

尽快符合法律法规和客户的要求



可行的管控办法（1）

建立路线图和相关成本的预估

逐步提供所需的资源去确保社保的覆盖率

工伤保险的角色和保额



可行的管控办法（1）

0%

20%

40%

60%

80%

100%

员工社保覆盖比例

员工社保覆盖比

例

品牌建议的比例？ 40%？
60% ？



可行的管控办法（2）

了解员工的意愿和加强员工的培训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以及加强员工对社保系统的了
解，并且在员工离职时，协助工人办理社保转移。



可行的管控办法（2）

过渡期中，将农民工在其户口所在地缴纳的社保纳入管控中，逐步
达到社保要求

1/ 农保和社保的分别

（养老和医疗）

2/ 管控方法

-工厂支付

- 相关单据

- 提升比例？ 40/60/80/100



您的建议



总结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