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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我们的会员所从事的一些较常见
职业包括：项目经理、工程师、
管理者、经济学家、IT 顾问、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
这些会员分别就职于各种领域，
包括：制造业、批发、运输和物
流、研发、机构/企业服务、呼
叫中心、建筑行业、化工行业、
咨询公司、非营利组织、IT 业、
林业和造纸工业、电信、食品行
业、媒体、私人牙科护理等。



欢迎来到 Unionen

Unionen 是瑞典私人劳动力市场中最大的工会也是世界

最大的白领工会。我们拥有 600000 多名会员，其中包

括 30000 位当选代表，分布在 60000 多家企业和组织

中。Unionen 的会员遍布于大型国际集团以及小型家族企

业。

Unionen 会员
所有就职于私营部门工作场所的白领员工，无论职位、教育背景或

薪酬水平，均可成为 Unionen 会员。Unionen 不与任何政治党派关

联；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奉行的政策是不考虑政治因素，为我们的会

员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我们的会员分别就职于制造业、批发和零

售业、交通运输和转运、研究和开发、机构/承包、呼叫中心、建筑

业、林业和造纸工业、电信 和 IT、食品行业、媒体、私人牙科护

理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瑞典职工的入会率很高（约 70%），并且雇

主通常鼓励员工入会。

瑞典的结社权 
瑞典实施的结社权赋予员工自由选择、自主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

禁止您加入任何工会。如果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试图阻止您加入任何

工会即构成侵犯结社权。如果您的雇主询问您是否打算加入工会，

您无需回应。

瑞典模式
集体协议是“瑞典模式”的基础，其中每个行业的工作条件均由工

会和雇主组织共同决定。政府也许会通过劳动法设定界限但不会进

行干预，因为工会和雇主组织才是真正的负责机构。该模式结合了

企业的灵活性以及安全性和员工影响力。



集体协议 
集体协议是雇主与员工就工作场所的权利而自愿达成的协

议。集体协议中规定了每年加薪、加班工资、补充保险计

划以及施加影响的权利等。如果您通过集体协议就职于特

定工作场所，那么您大可放心，因为这份协议为您的工

资、就业形式、工时、假期、通知期限等方面均提供了

可靠的保障。在 Unionen，大约每 10 个会员中有 8 个
会员签订了集体协议，而Unionen 与私营部门的雇

主组织一共签订了近 100 份不同的集体协议。

失业福利基金 (A-kassa)
失业福利基金与 Unionen 工会是两个不同的组

织。失业福利基金的会员在失业时能获得一笔收

入，而在找到新工作之前的过渡期内，该组织会

为会员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如果您是任意瑞典

失业福利基金的会员，并已失业且正在寻找新工

作，那么您将获得最高达到您之前收入 80% 的

款项（最多约 25000 克朗/月）。但加入任何

失业福利基金或任何类型的失业保险机构并不

表示会自动成为 Unionen 工会的会员，反之

亦然。

一切都可以得到改善
在 Unionen，我们始终致力于改善和改变会员

的工作条件。我们的信念和动力均来自一个共同

认知：即使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拥有体面的工

作生活，但这种生活仍有改善的空间。我们的工作

就是不断改善。我们致力于帮助我们的会员以及其

他人了解，无论经济好坏，他们能够为改善自己的工

作场所、经济收入以及自身情况做些什么以及他们能

够从 Unionen 得到哪些支持。

如果我们能够改善工作生活，那么我们就能改善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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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en 在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是 Unionen 最重要的舞台。只有在工作场所里，我们才

能了解实际工作条件以及改善和改变这些条件的方式。我们也会在

各工作场所中与雇主讨论和协商各种问题。目前，Unionen 拥有约 
3200 个工会俱乐部以及 4000 名工会代表。我们的工会俱乐部的会

员人数从五人到五千人不等。

Unionen 遍布瑞典
Unionen 覆盖了从瑞典北部的 Norrbotten 到瑞典西南部的 Sydväst 
共 18 个地区。每个地区至少设立了一个或多个 Unionen 办事处。这

表示我们就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场所附近，随时可以为工会事宜提供

支持。许多地区办事处还组织了自己的课程、培训计划和活动，并

且通常都是免费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ionen.se。

Unionen 的民主精神
Unionen 是一个以会员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组织。其中，工会俱乐

部的会员会通过选举组成执行委员会；如果某个工作场所没有工会

俱乐部，则通常会选举一名工作场所代表。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决策

机构。Unionen 的260 名工会代表每四年将召开一次会议，以便审

核和决定 Unionen 的工作和活动事宜。此类讨论和决定均依据工会

会员、地区和区域委员会提交的议案开展。代表大会将决定工会财

政、立场和会费事宜以及选举区域委员会。

Unionen 的领导层
Unionen 的执行董事会由代表大会选举的 13 位会员组成，负责管理

各代表大会的工会工作，并由各领域（如协商、咨询、立法、工作

环境、教育、通讯和管理等）专家组成的中心办公室的提供支持。

中心办公室位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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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提交您的议案！
Unionen 会员可随时向所在工会俱乐部、区域委员会或代
表大会提出建议或提交议案。此外，会员还可随时向区
域执行委员会或执行董事会提交议案并会在三个月内得
到回复。



成功的全国合作伙伴关系
Unionen 是瑞典专业雇员联合会 (TCO) 的成员；TCO 致力于在涉

及政界人士和其他决策者的问题上维护白领工会的利益。Unionen 
也是私营企业部门工薪雇员谈判卡特尔 (PTK) 的成员，后者是一个

由 25 个工会组成的同业联盟组织，主要工作是处理养老金和保险相

关问题。Unionen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由六个工会合作方组成的业

内瑞典联盟（Swedish Unions within Industry），其中所有成员均

签订了《产业合作与谈判协议》(Industriavtalet)。该协议管理业内

合同谈判，为稳定性、有序性和实际工资增长提供支持。Unionen
还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即《服务部门谈判协议》（Service Sector 
Negotiation Agreement）。该协议签订方包括五个雇主组织和六个

工会（含 Unionen），旨在强调服务部门对瑞典的发展和经济的重

要性。

Unionen 全球化
Unionen的许多会员都是国际性企业的员工。随着企业和劳动力市场

日益全球化，国际工会的工作也显得越来越重要。Unionen 的使命

是保护和维护其会员的利益，因此将不局限于瑞典。我们的目标是

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工作场所的决策制定领域有所作为。这一工

作包括提高欧洲劳资委员会的代表力、签订更多的欧洲和全球框架

协议以及对欧盟决策机构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产生影响。我们还与瑞

典以外的工会合作共事，同时也参与了许多国际工会组织的工作。  



除了白领员工会员，Unionen 也为自由职

业者和学生提供会员身份；经理和董事

也能成为会员。此外，对于欧盟或欧洲

经济区以及瑞士以外国家的公民，只要

已经获得了瑞典工作许可，我们都会为

其提供特邀会员身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ionen.se。



如需联系 Unionen，请致电：  
0770 870 870
我们会为您提供关于工作条件以及 Unionen 会员福利方面的

信息和建议。 

请注意：我们将主要以瑞典语为您提供信息和建议。尽管我

们通常也可以为您提供英文版本的信息和建议，但这需取决

于当天的员工资源。我们无法保证会提供任何其他语言版本

的信息，但我们会尽力帮助您。 

如需英文版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unionen.se。

我们在办事处：博伦厄、布罗斯、耶夫勒、哥德堡、赫尔辛堡、延雪平、卡尔马、卡尔斯港、卡尔斯塔德、

林雪平、吕勒奥、马尔默、谢莱夫特奥、舍夫德、斯德哥尔摩、松兹瓦尔、南泰利耶、特罗尔海坦、

于默奥、乌普萨拉、维斯比、韦斯特罗斯、韦克舍、厄勒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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