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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附件 S9 对如何填写附件 S8： 薪酬矩阵工具做出了解释说明，其用于生活工资差距分析，是 2020
RA SAS 农场要求中核心要求 5.4.1 的一部分。附件 S8：薪酬矩阵工具最初由 IDH 和雨林联盟开发，用
于衡量工人的总薪酬待遇与生活工资基准之间的差距。在本文档中，薪酬矩阵工具也称为“本工具”。

目标
本附件的目的，是为使用薪酬矩阵工具的证书持有者提供以下解释说明：
- 本工具中使用的术语
- 填写本工具所需的数据类型
- 本工具如何计算与生活工资的差距
- 能够包含在生活工资中作为部分薪酬的奖金、非现金福利和津贴的示例

重要定义
以下是薪酬矩阵工具中使用的与生活工资相关的重要术语定义。标准中使用的完整术语表可在附件 S1
术语表中找到。

1

•

适用工资：适用工资按月计算。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工资是指适用的最低工资或集体谈判协
议 (CBA) 约定的工资，以较高者为准。如果没有适用最低工资或 CBA，则适用工资采用所支
付的当前工资。

•

总工资：在扣除税款或其它法定工资扣款（例如社会保障税或社会保险、对国家卫健系统的缴
款、养老金计划）之前的工资。

•

奖金：根据绩效和/或产量支付的额外工资。这可以是一种计件式的激励或基于超出的设定配额
（的激励）。

•

非现金福利：由雇主提供给工人以降低其生活成本的非货币性福利。这些包括但不限于膳食和
食品供应、住房、交通、婴幼保育、儿童教育和医疗保健。

•

支付单位：用于计算工人工资的单位。其可以是与时间相关的单位，例如每小时、每天、每
周、每两周或每月；或生产单位，如公斤、束、公顷、箱等。

•

计件工作：该工作的所得酬劳与所完成的工作量成正比，即基于完成的生产单位而不是工作时
间。这些单位可以是每公斤、每箱、每公顷等。

•

生产定额：工人必须在特定时间段（例如一天或一周）内完成的生产单位数量，完成这些数量
后才有资格获得基本工资和/或奖金。生产定额可用于确定奖金报酬，以及工人在拿到奖金和福
利之前可以赚取的最低金额。例如，许多茶叶工人按日获得报酬，且每采摘一公斤茶叶就可获
得一笔额外金额。

•

薪酬：工人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获得的总的财务价值（工资、货币和非现金福利）。

•

工作类别：按技能、所执行任务类型和工资对一组工人进行的归类

•

生活工资：工人收到的基于标准工作周的报酬，该报酬应足以为工人及其家人提供体面的生活
水准。1

15 IL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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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工作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不按加班费率支付的每周（或每月）工作时间，。ILO
（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标准工作周为 48 小时。

•

生活工资基准：足以提供生活工资的货币金额。这是以每个国家/地区的当地货币计算的。 雨
林联盟使用全球生活工资联盟 (GLWC) 制定的生活工资基准，可在雨林联盟附件 S10 中找
到：各国生活工资基准.

2. 如何填写本工具？
1.

一般信息：

在一般信息表中，请注意：

“证书持有者姓名”应与您在雨林联盟认证平台 (RACP) 中注册的姓名相同。
“联系人”应为填写本工具的人。
“产品”是指获得认证的作物。这可以是雨林联盟认证系统范围内的任何作物。如果证书持有者
认证了多种作物，则此处可以添加多种作物。
“认证和标准”字段，用于记录您在填写本工具时已获得认证的其它标准。
“收获季节信息”是指当您在本工具中输入一个（些）采收期数据时，所述采收期的大致日
期。

2. 工作类别：
您应在本工具中输入农场所有工人的工作类别：这包括长期性、季节性、临时和兼职工人。处理认证产
品的工人以及不处理认证产品的工人均应包括在内。还应包括通过服务提供商雇用的工人（包括保卫、
清洁人员等）。
作为社区劳动力交换的一部分进行工作，且无货币补偿的工人不应包括在内。
工作类别由从事相同类型工作、每小时/每天支付相同金额或相同计件工资，并获得相同非现金福利的
一组人组成。一个类别最小可以为一个工人。
注意！如果工人的日常角色，经常涉及不同报酬值的多项任务，以及不同形式的小时或计件工资，您可
以在本工具中对该工人进行单独输入，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并分配唯一的标识符（请不要输入姓名）。
如果所有的工人中，有超过 10% 的工人属于同一工作类别，则必须将他们分成数量均匀且都不超过所
有工人 10% 的多个工作类别。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计算出的平均工资与任何一名员工的实际工资相差太
大。
如果同工同酬的计件工人们，其所完成的平均计件工作量之间存在差异，则必须根据每天的平均生产单
位量，来区分出并归类为不同的工作类别。例如，在一个有 100 名工人的茶厂，其中 30 名工人都在包
装最终产品，则必须根据生产效率将他们分为不同的工作类别，并且（每个类别）不超过劳动力的 10%：
工作类别
包装工人 1
包装工人 2
包装工人 3
工作类别

工人数量
10
10
10
工人数量

单位
箱
箱
箱
单位

每单位价值
$1
$1
$1
每单位价值

每天的平均单位
50
55
60
每天的平均单位

从事多种不同任务的工人可以合并为一个工作类别，只要他们拥有相同的薪酬、奖金、工时和非现金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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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不同的工作区域。但是，无需根据工作区域区分工作类别。为了填写方便，您可以将以下所有
列出的工作区域都填写为“农场”。此外，在一些农场中，一个人可能与 1 工作区域无关，但如上所述，
此处“区域”也可以填写为“农场”。

3. 工人数量：
本工具将自动填写选项卡 4 列表中的“工作类别”：工作类型。在此选项卡中，需要输入每种工作类型
的男性和女性人数。本工具将根据该信息计算工人总数。

4. 奖金和收获季工资：
在此处输入每个工作类别的工资。这包括基础薪酬（底薪）、任何奖金和平均工作时间。

每月现金总工资
根据不同的支付单位，可以使用多种方法计算工资。所有工资数据均按总额（不扣减）收集。
薪酬矩阵工具可以计算每个工作类别的月平均总工资，以与生活工资基准进行比较。工资数据基于“单
位”来估算典型工资。工作单位是一种产出，工人凭借该产出获得报酬。
当工资因一年中的不同时间而变化时，例如生产高峰期和低谷期，或一年内的多个周期，本工具收集这
些不同生产“季节”（最多四个季节）的长度数据，以收集每个季节的工资数据。如果对于每个收获季
节，薪金/工资都没有区别，则无需进行此类区分，您可以在“第一个收获季节工资”栏中合并填写。
要点：
• 如果每个员工的月平均总工资是已知的，则可以通过使用“月”作为每个员工或工作类别的支
付单位直接将其包括在内。
• 如果不知道每位员工的月平均工资，薪酬矩阵工具可支持针对各种支付结构的此类计算。
• 在基于时间的支付结构中，单位可以是“小时”、“天”等。工具会自动进行该计算。例如，
如果一个员工，每天向其支付 15 美元，该员工每月工作 26 天，则其平均月工资自动计算为
400 美元。
• 薪酬矩阵工具根据单位收集工资数据，以估算计件工作的典型日工资。例如，对于一些工人，
按他们所完成的包装的箱子数量支付其工资。则单位应为“箱”。当单位为箱，“每单位支付金
额”为 0.10 美元，“一天内生产的典型单位数量为 100”时，薪酬矩阵工具将计算出 10 美元的
平均日工资。

标准工作周
为了将工资与生活工资基准进行比较，只考虑在正常工作时间或标准工作周获得的工资。这是因为生活
工资不应该需要加班才能实现。因此，证书持有者在生活工资计算中不应包括加班时间。证书持有者只
输入工人的工作时间（小时数量），本工具将计算正常工作时间。
要点：
• 正常工作时间相当于国家规定的法定标准工作周，不需要加班费。如果没有国家定义的标准工
作周，则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 48 小时标准工作周适用。
• 对于所有类型的支付结构，必须收集每天和每周的工作小时数，因为它们构成了员工在工作了
标准工作周后应获工资的计算基础。
• 对于按时间单位（小时、月、年等）支付的工人，用总工资除以工作的天数和小时数，以计算
每小时的工资。然后将此金额乘以正常工作时间的小时数。由此产生的标准周工资作为最基本
的计算单位，并产生可比较的月 (x 4.35) 或年 (x 52.14) 单位。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月度或年
度数据表示工作的实际时间，但如果正常工作时间是工作了整个月或整年，则代表累积值。
• 为了计算等值正常工作时间的等值工资，此处使用预计每日总工资（每单位价值 x 每天完成的
单位数量）除以每天工作小时数。例如，如果一名工人在一周时间内工作了 100 小时，其工资
为 100 美元（计件工资或其它）一，那么薪酬矩阵工具将计算出，在 48 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下，该工人将获得 48 美元的现金工资。此处按照工作类别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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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仅在以下情况下，才可将月度或年度货币奖金包括在薪酬计算中：
• 不是法律强制的
• 在一年内收到
• 定期提供，工人可以提前预期
• 不需要加班
• 加入到工人的可支配收入中
要在本工具中包含年度奖金，请将其按工作的月数按比例分配。
适用情形
生产效率奖金
第 13 个月和第 14 个月工资
任期奖金；续聘奖金
在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休假之外的额外带薪休假
节假日奖金
国庆节奖金；生日礼金

不适用的情形
利润分享（除非事先得到保证并基于去年的业务
成绩）
养老金或公积金
加班时获得的奖金或加班费
法律规定的强制性带薪休假（除非按天支付工人
报酬）
年假、病假
产假或陪产假福利

5. 非现金福利 1：
输入工人可以获得的不同类型的福利以及雇主的成本。

第 1 步：确定非现金福利是否符合条件：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非现金福利才可被视为报酬：
• 不是法律强制的
• 工人接受其是有价值的
• 能够直接降低工人的基本生活成本
• 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提供
• 定期提供，工人可以提前预期
此类非现金福利包括食品、交通、家庭住房、医疗保健、儿童教育和婴幼保育。

符合
工作餐食；以优惠价格出售的食品；食品兑换券
住房现金补贴；
住房（和公共设施——电力、燃料、水）2

不符合
圣诞餐或食品篮；工作时的饮用水；康乐设施和
活动；防护/工作相关服装
季节性工人的宿舍或共用住房；
用于建造房屋或种植蔬菜的土地

交通服务（安全且可靠）或交通现金津贴（上下
班）；
探亲现金或其它津贴
儿童津贴；婴幼保育/托儿所；
工人子女学校；托儿所/学校餐食

假期休假；
年假;
病假
教育津贴/奖学金（除非面向多数工人发放，并且
包括小学或中学的费用），

2住房必须满足

2020 版可持续农业标准 5.7 住房要求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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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捐赠物资、校服、交通工具、其它物
资。 3
非法律规定的且与工伤无关的医疗服务）；个人
医疗保险；就医的交通费用
出勤津贴
基本工资

与工伤和疾病有关的医疗服务；农场内受政府支
持的学校或医院
养老金、公积金；酬金/遣散费; 签证或工作许可
加班费;
法律要求的雇主应缴费用：社会保险；失业保
险；工人赔偿/工伤保险；对国家卫健服务的应缴
费用。

第 2 步：估计货币价值：
非现金福利的价值是根据雇主的每月成本计算的。
如果工人必须（即使部分）支付费用来获得任何非现金福利，他们的花费成本将从雇主提供该福利的成
本中扣除。如果雇主直接以现金形式向工人提供下列任何福利，该现金将被视为属于奖金类别。

第 3 步：在本工具中填写货币价值
使用附件 S8 时的要点：薪酬矩阵工具：
• 工人收到非现金福利：
o 即使只有 1 名工人收到，您也可以回答“是”。
•
•

收到非现金福利的工人数量：
o 在这里您可以填写收到非现金福利的工人总数，汇总所有工作类别的所有工人
雇主提供此类福利的年度成本。

第 4 步：确保福利总额在限制范围内
在雨林联盟标准中，以非现金方式支付的工资的最高百分比设定为 30%。限制非现金福利是为了确保
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如何使用他们的工资，并避免工人对雇主的过度依赖。
始终确保先查阅国家法律是否允许将非现金福利作为工资的部分支付。如允许，请确保包含在薪酬矩阵
中作为工资支付的非现金福利不超过允许的最大百分比，并且这些福利为国家法律所接受。除非在极端
情况下，并且只有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否则可包含在薪酬矩阵中作为工资的部分支付的所有非现
金福利的总价值不得超过总薪酬（工资、奖金和非现金福利）的 30%。同样，单项福利应不超过员工
所获得的总薪酬的 10%（住房除外，其应不超过总薪酬的 15%）。

6. 非现金福利 2：
输入每个工人收到的不同类型的福利。
结果：
此选项卡显示结果以及生活工资差距。此选项卡将自动填写。
薪酬矩阵工具提供了生活工资差距分析。将计算出的薪酬与附件 S10 中公布的适用生活工资基准进行
比较。
在“输入每月总生活工资基准估计”中，请填写附件 S10 中所示的证书持有者所在国家/地区的金额。
您只需填写金额即可，无需在此框中输入币种。
3如果资金直接提供给学校，则总金额应除以学校的学生总数，然后可以将每个学生的金额包括在就读该学校的每个工人的孩子

中。与其它非现金福利不同，每年对儿童教育的贡献被集合在一起并除以 12，因为这些贡献通常用于全年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例
如每年的学费、用品或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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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示例，请参见下图。如果证书持有者位于孟加拉国，则需要您填写金额“13,630”。

图 1：摘自附件 S10，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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