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2月28日1号《基本法》
当中规定并保障目前或曾经遭受
性别暴力待遇的女性受害人一系
列就业及社会保障权利，旨在让
受害女性能够兼顾其职场义务、
保护需求和完整恢复。

与此同时， 2008年 11月 21日
1917号《皇家法令》批准为性
别暴力受害女性设立的社会工作
项目，当中包括积极的就业措施，
旨在使受害人能够轻易就业、提
高其个人自主能力、取得所需资
源并中止所遭受的暴力待遇。

为享有上述权利，在职受害人应
通过以下渠道取得性别暴力待遇
证明：

– 施暴者判决书，
– 法官发出的受害人保护令，
– 关于保护受害人预警性措施
的法院决议，
– 在例外的情况下、取得保护
令之前，由总检察长办公室出
具证明其实为性别暴力受害人。

性别暴力待遇证明

对于女性的暴力是一种社会问
题，其根源的彻底消除还需要
人们社会化模式的深入改变，
这些改变反映在教育、社会、
卫生、法律、警察和工作层面；
需要社会全体的决心承诺并采
取相关行动。

性别暴力女性受
害人就业和取得
社会保障、就业
补助的权利

信息咨询电话

• 安达卢西亚
900.200.999

• 阿拉贡
900.504.405

• 阿斯图里亚斯
985 962.010

• 巴利阿里群岛
971.775.116

• 加纳利群岛
112

• 坎塔布里亚
942.214.141

• 卡斯蒂利亚-莱昂
900.333.888

• 卡斯蒂利亚-拉曼恰
900.100.114

• 加泰罗尼亚
900.900.120

• 休达
900.700.099

• 埃斯特雷马杜拉
112

• 加里西亚
900.400.273

• 拉里奥哈
900.101.555

• 马德里
012

• 梅利利亚
952.699.214

• 穆尔西亚
968.357.244/620

• 纳瓦拉
948.206.604
112

• 巴斯克
900.840.111

• 巴伦西亚
900.580.888

全国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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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规结合了从过去至今在这方面
的相关举措以及其他新的措施：由
公共就业机构提供保密且专业的
服务、迁居补助、因工作改变导
致的薪资差异补偿或特殊企业和/
或公司协议。
社会就业项目的相关措施以登记为
待业人口的性别暴力受害女性为主
要受益对象，具体措施如下：
–由专业人员协助规划个人化的
社会与就业计划。
–专门为将来成为聘雇人员提供
的培训项目，在个人培训方面，
旨在提高受害人尊严和鼓励就业，
另有专业培训提高技职能力。
–对新的从事雇员活动提出奖励。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
企业行号。

–对受害人迁居的奖励补助。补
助内容包括：迁居、搬家运输、
住宿、孩子看管、人员负担方面
的支出。
–薪资补偿奖励。符合条件的受
害人必须因受害状况而被迫自愿
性终止现有聘雇合同，补助范围
为被终止合同当中规范的薪资与
所取得的下一个聘雇合同当中薪
资之间的差异，后者需少于前者。
补助金额为500欧，最长期限为
12个月。
–鼓励企业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
性和协助其迁居的相关协议。
上述措施由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以及在积极就业政策方面有主管权
力自治区政府机关负责管理。

• 聘雇人员享有的权利
–视需求重新调整工作时间。
–移居调职外地，若在职公司在
外地设有其他办公地点。
–改变工作地点，并在头六个月
内保留职位。
–缩短工作时数，按比例减薪。
–旦经社会或医疗服务机构认定
为必要或合理，工作单位必须
接受受害人的工作岗位缺旷或
迟到情形。
–临时停止聘雇关系，并可领取
失业救济，期限为六个月，经
法院裁决可延长至18个月。
–员工可自愿终止工作合同，领
取失业救济。
–失业的法定地位需通过任职公
司提出聘雇关系终止或临时停
止的书面证明，另附上受害人
保护令，或在适用的情况下，
由总检察长办公室出具的证明。
–若性别暴力的女性受害员工因
行使其减少或调整工作时段、迁
居、改变工作据点或临时终止聘
雇关系的权利而受到解雇或终止
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解雇或终
止劳动合同被视为无效。

• 女性公务人员的权利：
–按照所在的行政机关的规定调
整工作时段。
–迁居调职：为有效保护受害女
性公务员，若该公务员由于目
前职务的所在地点而被迫放弃
其现有岗位，该人员有权请求
迁移调至其他类似职务，即便
当下该机关并没有职缺。
–缩减工作时数，按比例予以减
薪。
–经社会服务机构证实必要，服
务单位必须接受性别暴力受害
女性公务员工作岗位缺旷或迟
到的需求。
–因个人要求休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公务员有权请求因个人
要求休假，即便其尚未在单位
服务满最低期限。在头两个月
的延长假期当中，女性公务员
有权领取全额薪资。

• 女性独立职业者的权利：
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独立职业者，
若为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取得完
整社会救助权利而被迫终止其
商业活动，在六个月内不需要
分摊社会保障保险金，但仍被
视为有效分摊，其处境仍被视
为类似正常就业。

就业及社会保障权利

若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员工行使
其临时停止聘雇合同、迁居或调
职权利的而必须另外建立临时合
同，企业有权在受害人合同停止
期间或在受害人迁居或调职六个
月期间，获得企业突发状况分摊
额的100%补偿。

性别暴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
•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27条
专门针对有就业困难的性别暴力
受害女性所提供的经济援助。
般而言该补助金金额相当于六个
月份的失业救济金。
若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经官方认定
达33%或33%以上的残障状态，
该补助金金额可达相当于12个月
的失业救助金。
若受害人有家庭负担，可领取相
当于18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若受害人本身或其负担的一个家
庭成员经官方认定达33%或33%
以上的残障状态，则可领取相当
于24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上述补助与1995年12月11日通过
的35号《违反性自由和暴力犯罪
受害人救济和补助法》同时适用。

• 失业救济机制（RAI）
(2006年1369号《皇家法令》规
定RAI失业救济机制对于有特殊
需要的失业和无法就业人员所提
供的协助。）
适用对象条件：
–性别暴力受害人。
–收入不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75%。
–为待业人口。
RAI项目发放金额：当时大众收
入指标（IPREM）的80%。为期
11个月，最多3年。
RAI项目内容与2004年12月28日通
过的1号《整体保护法》第27条规
定的经济救助不可同时并用。

• 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和公共养老
中心：
根据相关法令规定性别暴力女性
受害人具有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
和公共养老中心的优先权。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２８条)

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
员工而需另聘替代人
员可获得的补偿

为性别暴力受害女性
设置的社会就业项目
(2008年11月21日1917号《皇家法令》)

–自聘雇日起连续四年每月125欧
元（每年1500欧元）的补助，聘
雇条件为全职无限期合同。
–合同有效期间每月 50欧元
（每年至多600欧元），若为
临时聘雇合同。
–在兼职合同的情况下，依据
相关适用法律规定，予以社会
保障分摊优惠。
–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企
业，特别是通过无限期合同，
按各自治区奖励项目规定可获
得相关补助，以鼓励企业聘雇
受害人。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的企业行号
（2006年12月29日34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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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有就业困难的性别暴力
受害女性所提供的经济援助。
般而言该补助金金额相当于六个
月份的失业救济金。
若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经官方认定
达33%或33%以上的残障状态，
该补助金金额可达相当于12个月
的失业救助金。
若受害人有家庭负担，可领取相
当于18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若受害人本身或其负担的一个家
庭成员经官方认定达33%或33%
以上的残障状态，则可领取相当
于24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上述补助与1995年12月11日通过
的35号《违反性自由和暴力犯罪
受害人救济和补助法》同时适用。

• 失业救济机制（RAI）
(2006年1369号《皇家法令》规
定RAI失业救济机制对于有特殊
需要的失业和无法就业人员所提
供的协助。）
适用对象条件：
–性别暴力受害人。
–收入不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75%。
–为待业人口。
RAI项目发放金额：当时大众收
入指标（IPREM）的80%。为期
11个月，最多3年。
RAI项目内容与2004年12月28日通
过的1号《整体保护法》第27条规
定的经济救助不可同时并用。

• 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和公共养老
中心：
根据相关法令规定性别暴力女性
受害人具有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
和公共养老中心的优先权。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２８条)

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
员工而需另聘替代人
员可获得的补偿

为性别暴力受害女性
设置的社会就业项目
(2008年11月21日1917号《皇家法令》)

–自聘雇日起连续四年每月125欧
元（每年1500欧元）的补助，聘
雇条件为全职无限期合同。
–合同有效期间每月 50欧元
（每年至多600欧元），若为
临时聘雇合同。
–在兼职合同的情况下，依据
相关适用法律规定，予以社会
保障分摊优惠。
–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企
业，特别是通过无限期合同，
按各自治区奖励项目规定可获
得相关补助，以鼓励企业聘雇
受害人。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的企业行号
（2006年12月29日34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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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规结合了从过去至今在这方面
的相关举措以及其他新的措施：由
公共就业机构提供保密且专业的
服务、迁居补助、因工作改变导
致的薪资差异补偿或特殊企业和/
或公司协议。
社会就业项目的相关措施以登记为
待业人口的性别暴力受害女性为主
要受益对象，具体措施如下：
–由专业人员协助规划个人化的
社会与就业计划。
–专门为将来成为聘雇人员提供
的培训项目，在个人培训方面，
旨在提高受害人尊严和鼓励就业，
另有专业培训提高技职能力。
–对新的从事雇员活动提出奖励。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
企业行号。

–对受害人迁居的奖励补助。补
助内容包括：迁居、搬家运输、
住宿、孩子看管、人员负担方面
的支出。
–薪资补偿奖励。符合条件的受
害人必须因受害状况而被迫自愿
性终止现有聘雇合同，补助范围
为被终止合同当中规范的薪资与
所取得的下一个聘雇合同当中薪
资之间的差异，后者需少于前者。
补助金额为500欧，最长期限为
12个月。
–鼓励企业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
性和协助其迁居的相关协议。
上述措施由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以及在积极就业政策方面有主管权
力自治区政府机关负责管理。

• 聘雇人员享有的权利
–视需求重新调整工作时间。
–移居调职外地，若在职公司在
外地设有其他办公地点。
–改变工作地点，并在头六个月
内保留职位。
–缩短工作时数，按比例减薪。
–旦经社会或医疗服务机构认定
为必要或合理，工作单位必须
接受受害人的工作岗位缺旷或
迟到情形。
–临时停止聘雇关系，并可领取
失业救济，期限为六个月，经
法院裁决可延长至18个月。
–员工可自愿终止工作合同，领
取失业救济。
–失业的法定地位需通过任职公
司提出聘雇关系终止或临时停
止的书面证明，另附上受害人
保护令，或在适用的情况下，
由总检察长办公室出具的证明。
–若性别暴力的女性受害员工因
行使其减少或调整工作时段、迁
居、改变工作据点或临时终止聘
雇关系的权利而受到解雇或终止
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解雇或终
止劳动合同被视为无效。

• 女性公务人员的权利：
–按照所在的行政机关的规定调
整工作时段。
–迁居调职：为有效保护受害女
性公务员，若该公务员由于目
前职务的所在地点而被迫放弃
其现有岗位，该人员有权请求
迁移调至其他类似职务，即便
当下该机关并没有职缺。
–缩减工作时数，按比例予以减
薪。
–经社会服务机构证实必要，服
务单位必须接受性别暴力受害
女性公务员工作岗位缺旷或迟
到的需求。
–因个人要求休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公务员有权请求因个人
要求休假，即便其尚未在单位
服务满最低期限。在头两个月
的延长假期当中，女性公务员
有权领取全额薪资。

• 女性独立职业者的权利：
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独立职业者，
若为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取得完
整社会救助权利而被迫终止其
商业活动，在六个月内不需要
分摊社会保障保险金，但仍被
视为有效分摊，其处境仍被视
为类似正常就业。

就业及社会保障权利

若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员工行使
其临时停止聘雇合同、迁居或调
职权利的而必须另外建立临时合
同，企业有权在受害人合同停止
期间或在受害人迁居或调职六个
月期间，获得企业突发状况分摊
额的100%补偿。

性别暴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
•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27条
专门针对有就业困难的性别暴力
受害女性所提供的经济援助。
般而言该补助金金额相当于六个
月份的失业救济金。
若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经官方认定
达33%或33%以上的残障状态，
该补助金金额可达相当于12个月
的失业救助金。
若受害人有家庭负担，可领取相
当于18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若受害人本身或其负担的一个家
庭成员经官方认定达33%或33%
以上的残障状态，则可领取相当
于24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上述补助与1995年12月11日通过
的35号《违反性自由和暴力犯罪
受害人救济和补助法》同时适用。

• 失业救济机制（RAI）
(2006年1369号《皇家法令》规
定RAI失业救济机制对于有特殊
需要的失业和无法就业人员所提
供的协助。）
适用对象条件：
–性别暴力受害人。
–收入不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75%。
–为待业人口。
RAI项目发放金额：当时大众收
入指标（IPREM）的80%。为期
11个月，最多3年。
RAI项目内容与2004年12月28日通
过的1号《整体保护法》第27条规
定的经济救助不可同时并用。

• 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和公共养老
中心：
根据相关法令规定性别暴力女性
受害人具有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
和公共养老中心的优先权。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２８条)

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
员工而需另聘替代人
员可获得的补偿

为性别暴力受害女性
设置的社会就业项目
(2008年11月21日1917号《皇家法令》)

–自聘雇日起连续四年每月125欧
元（每年1500欧元）的补助，聘
雇条件为全职无限期合同。
–合同有效期间每月 50欧元
（每年至多600欧元），若为
临时聘雇合同。
–在兼职合同的情况下，依据
相关适用法律规定，予以社会
保障分摊优惠。
–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企
业，特别是通过无限期合同，
按各自治区奖励项目规定可获
得相关补助，以鼓励企业聘雇
受害人。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的企业行号
（2006年12月29日34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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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规结合了从过去至今在这方面
的相关举措以及其他新的措施：由
公共就业机构提供保密且专业的
服务、迁居补助、因工作改变导
致的薪资差异补偿或特殊企业和/
或公司协议。
社会就业项目的相关措施以登记为
待业人口的性别暴力受害女性为主
要受益对象，具体措施如下：
–由专业人员协助规划个人化的
社会与就业计划。
–专门为将来成为聘雇人员提供
的培训项目，在个人培训方面，
旨在提高受害人尊严和鼓励就业，
另有专业培训提高技职能力。
–对新的从事雇员活动提出奖励。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
企业行号。

–对受害人迁居的奖励补助。补
助内容包括：迁居、搬家运输、
住宿、孩子看管、人员负担方面
的支出。
–薪资补偿奖励。符合条件的受
害人必须因受害状况而被迫自愿
性终止现有聘雇合同，补助范围
为被终止合同当中规范的薪资与
所取得的下一个聘雇合同当中薪
资之间的差异，后者需少于前者。
补助金额为500欧，最长期限为
12个月。
–鼓励企业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
性和协助其迁居的相关协议。
上述措施由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以及在积极就业政策方面有主管权
力自治区政府机关负责管理。

• 聘雇人员享有的权利
–视需求重新调整工作时间。
–移居调职外地，若在职公司在
外地设有其他办公地点。
–改变工作地点，并在头六个月
内保留职位。
–缩短工作时数，按比例减薪。
–旦经社会或医疗服务机构认定
为必要或合理，工作单位必须
接受受害人的工作岗位缺旷或
迟到情形。
–临时停止聘雇关系，并可领取
失业救济，期限为六个月，经
法院裁决可延长至18个月。
–员工可自愿终止工作合同，领
取失业救济。
–失业的法定地位需通过任职公
司提出聘雇关系终止或临时停
止的书面证明，另附上受害人
保护令，或在适用的情况下，
由总检察长办公室出具的证明。
–若性别暴力的女性受害员工因
行使其减少或调整工作时段、迁
居、改变工作据点或临时终止聘
雇关系的权利而受到解雇或终止
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解雇或终
止劳动合同被视为无效。

• 女性公务人员的权利：
–按照所在的行政机关的规定调
整工作时段。
–迁居调职：为有效保护受害女
性公务员，若该公务员由于目
前职务的所在地点而被迫放弃
其现有岗位，该人员有权请求
迁移调至其他类似职务，即便
当下该机关并没有职缺。
–缩减工作时数，按比例予以减
薪。
–经社会服务机构证实必要，服
务单位必须接受性别暴力受害
女性公务员工作岗位缺旷或迟
到的需求。
–因个人要求休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公务员有权请求因个人
要求休假，即便其尚未在单位
服务满最低期限。在头两个月
的延长假期当中，女性公务员
有权领取全额薪资。

• 女性独立职业者的权利：
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独立职业者，
若为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取得完
整社会救助权利而被迫终止其
商业活动，在六个月内不需要
分摊社会保障保险金，但仍被
视为有效分摊，其处境仍被视
为类似正常就业。

就业及社会保障权利

若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员工行使
其临时停止聘雇合同、迁居或调
职权利的而必须另外建立临时合
同，企业有权在受害人合同停止
期间或在受害人迁居或调职六个
月期间，获得企业突发状况分摊
额的100%补偿。

性别暴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
•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27条
专门针对有就业困难的性别暴力
受害女性所提供的经济援助。
般而言该补助金金额相当于六个
月份的失业救济金。
若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经官方认定
达33%或33%以上的残障状态，
该补助金金额可达相当于12个月
的失业救助金。
若受害人有家庭负担，可领取相
当于18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若受害人本身或其负担的一个家
庭成员经官方认定达33%或33%
以上的残障状态，则可领取相当
于24个月失业救济的补助金。
上述补助与1995年12月11日通过
的35号《违反性自由和暴力犯罪
受害人救济和补助法》同时适用。

• 失业救济机制（RAI）
(2006年1369号《皇家法令》规
定RAI失业救济机制对于有特殊
需要的失业和无法就业人员所提
供的协助。）
适用对象条件：
–性别暴力受害人。
–收入不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75%。
–为待业人口。
RAI项目发放金额：当时大众收
入指标（IPREM）的80%。为期
11个月，最多3年。
RAI项目内容与2004年12月28日通
过的1号《整体保护法》第27条规
定的经济救助不可同时并用。

• 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和公共养老
中心：
根据相关法令规定性别暴力女性
受害人具有取得社会福利性住房
和公共养老中心的优先权。
(2004年12月28日1号法第２８条)

企业因性别暴力受害
员工而需另聘替代人
员可获得的补偿

为性别暴力受害女性
设置的社会就业项目
(2008年11月21日1917号《皇家法令》)

–自聘雇日起连续四年每月125欧
元（每年1500欧元）的补助，聘
雇条件为全职无限期合同。
–合同有效期间每月 50欧元
（每年至多600欧元），若为
临时聘雇合同。
–在兼职合同的情况下，依据
相关适用法律规定，予以社会
保障分摊优惠。
–聘雇性别暴力受害女性的企
业，特别是通过无限期合同，
按各自治区奖励项目规定可获
得相关补助，以鼓励企业聘雇
受害人。

奖励聘雇性别暴力受
害女性的企业行号
（2006年12月29日34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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