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CKGROUND TO THE STUDY

Domestic violence (DV) is not only a crime against basic 
human rights, it is also a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at 
results in signi�cant losses to individuals, families, businesses, 
and society.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activists in coun-
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eco-
nomic impacts of DV, including its costs to businesses, and 
how employers can be e�ectively engaged in e�orts to address 
DV. In March 2016 China enacted its �rst DV Law, which 
identi�es employers as important stakeholders in addressing 
DV. �e law also includes provisions that require employ-
ers to act against DV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disciplining 
abusers among their employees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victims.

Despite these provisions, the legal expectations for employers 
in China are not well de�ned, or systematically understood 
or implemented. Employers have a low level of awareness of 
the many ways in which DV can adversely a�ect them and 
what workplace strategies can be used to address the issue. 
�ere has also been limited data available on employee experi-
ences of DV and on the e�ects of DV on the workplace for 

the Chinese context. Altogether, this lack of clarity and data 
contributes to a broad underestimation of the costs of DV to 
employers, as well as a lack of commitment by employers to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support survivors of DV and disci-
pline perpetrators. 

PURPOSE OF THE STUDY

�e Asia Foundation and SynTao Co., Ltd., a leading consult-
ing �rm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ed a research 
project in 2016 to �ll these knowledge gaps. �is research ex-
pand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DV on the workplace, 
as well as employers’ engagement in e�orts to combat DV, 
from both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perspectives. O�cial 
statistics suggest that about one quarter of all married women 
in China experience DV, but regional studies in China sug-
gest prevalence rates that are signi�cantly higher. Survivors in 
China are challenged by the di�culty to access social safety 
nets,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high mobility of the popula-
tion. Workplace can be an important avenue for survivors to 
access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as 68%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are engaged in formal employment, 44% of whom 
are women. In this context, workplace-based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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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对中国工作场所的影响

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用人单位是解决家庭暴力的一个关键部门。但是，关于家庭

暴力如何影响中国的工作场所、用人单位如何理解其自身的反家暴责任的数据却非常有限。为了

填补这一空白，亚洲基金会和商道纵横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结果揭示了家庭暴力对雇员及其

同事的影响，以及家庭暴力为用人单位带来的额外成本。

研究背景

家庭暴力不仅仅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也是一个

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会为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带

来巨大损失。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政策倡

导者都越来越关注家庭暴力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包括为企

业带来的额外成本以及雇主如何有效开展行动应对家庭

暴力。2016年3月，中国第一部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该法规

定用人单位是应对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条款中还

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如对雇员中

的施暴者“给予批评教育”，对受害人的求助，应当“给予

帮助、处理”。

尽管制定了这些法律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并没有对用

人单位在反家暴方面的法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或者说这

些法律责任还没有被系统地理解或执行。关于家庭暴力为

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解决这一问

题，用人单位的意识水平还比较低。而且关于雇员遭受家

庭暴力的经历以及在中国背景下家庭暴力对工作场所影响

的数据也非常有限。基于上述原因，家庭暴力对用人单位

造成的额外成本被普遍低估，而且也使用人单位在执行与

支持家暴幸存者、惩处施暴者相关的政策时，态度不够坚

决。

研究目的

为了填补上述知识空白，亚洲基金会和商道纵横（中

国领先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咨询机构）于2016年启动了

一个研究项目。本研究从雇员和用人单位两个维度，分析

家庭暴力对工作场所的影响，以及用人单位在反家庭暴力

工作上的参与度，扩展了对这一议题的理解。官方的统计

数字表明在中国所有已婚妇女中有将近四分之一遭受过家

庭暴力，但是相关区域性研究表明，家暴发生率要明显高

于这个数字。在中国，家暴幸存者很难获得社会支持，人口



的高度流动性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工作场所是家暴幸存者

获得信息和支持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就业人口占所有劳

动年龄人口的68%，这其中44%是女性。而且，企业如果希

望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其整体生产效率、企业文化、公

众形象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工

作场所的家暴干预不仅对解决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至关重

要，而且对家暴幸存者、反家暴事业和用人单位本身来说，

都是一个高回报的战略。

本研究有两大目的：（1）初步了解雇员和用人单位对

家庭暴力的理解、雇员的受暴情况、家暴对雇员和用人单

位造成的影响及雇主干预家暴的经验；（2）使用人单位更

好地了解《反家庭暴力法》中的雇主责任，并帮助其更好地

根据法律要求，做好家暴防治工作。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两个维度研究家庭暴力如何影响工作场

所。一方面，从雇员角度（包括家暴幸存者及其同事）出发，

了解雇员的受暴经历以及对工作场所的影响，包括工作表

现和工作效率等。另一方面，本研究还试图了解用人单位

对家庭暴力和《反家庭暴力法》的了解，家暴防治的经验

和能力，以及家庭暴力给用人单位造成的额外成本。

在本研究中，家庭暴力被定义为由亲密伴侣实施的一

系列行为，包括身体、言语、性或精神虐待；限制人身自由

（包括限制上班）；经济控制；以及剥夺其与子女接触的

权利。研究团队成员包括亚洲基金会和商道纵横的研究人

员、两位性别专家、一名律师、两名经济学家以及一名数据

分析员。 本研究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研究遵守严格的安

全和道德标准，包括对受访者进行风险评估；采访前充分

告知研究背景和目的后获得其同意；对调研/采访内容保

密；并采取匿名原则等。同时，该项目也为参加本研究的家

庭暴力幸存者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信息。

数据采集方法包括调研、深度访谈以及文献分析。 
研究小组开展了两项单独的调研：《职场人士对家暴议题

的态度调研》和《人力资源管理者对家暴议题的态度调

研》。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者了解企业及员工服务政策，本研

究选择对其开展调研，以了解用人单位在反家暴问题上的

态度和做法。

其中，488名职场人士和60名用人单位代表参加网络

问卷调研。该项目利用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对网络调研进

行宣传，以便获得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包括来自不同产业和

职位的全国样本。大多数受访者（职场人士中占80%、人

力资源管理者中占73%）是女性。为了确保调研数据能够

反映中国劳动人口中的两大重要群体-家政工和产业工人-
研究人员也对家政工（48名受访者）和产业工人（来自广

东省3家制造业工厂的170名普通工人和33个用人单位代

表）进行了调研。除非另做说明，本材料中的研究结果根据

网络样本得出。

除了调研以外，研究小组还对来自不同行业的8位家

暴幸存者、7位用人单位代表进行了深度访谈，以就家暴幸

存者的经历及家庭暴力对其工作的影响编写具有代表性的

案例集。同时，也希望借此更好地了解家暴幸存者和人力

资源管理者对用人单位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责任的看法。研

究小组通过全国各地为幸存者提供支持服务的组织，寻找

到了适合接受访谈的家暴幸存者。

研究发现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1. 13.3%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内曾经遭受家庭暴力，而

且这些幸存者中有将近一半曾经在工作场所遭受过家

庭暴力。而且，56.4%受访者曾经目睹过自己的熟人遭

受家庭暴力，他们中有65.8%看到受害者在工作场所继

续遭受侵害；

13.3%的受访者

在过去的

12个月里

 遭受过家庭暴力

研究小组开展了两项单独的
调研：《职场人士对家暴议
题的态度调研》和《人力资
源管理者对家暴议题的态
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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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用人单位应执行哪些支持幸存者或惩处施暴者的

工作场所政策，用人单位不了解雇员的期待，以及《反

家庭暴力法》的规定；

3.  家庭暴力给幸存者造成很多生理和心理影响，而这些影

响又对工作场所的雇员安全和工作效率带来极大的负

面影响（不仅是对幸存者，还包括他们的同事）；

4.  家庭暴力导致工作效率下降、迟到早退、旷工或请假、

以及雇员调岗离岗，用人单位会因家庭暴力付出高昂的

代价。

很多职场人士曾经经历过家庭暴力—在家里及在

工作场所。在受访的普通职场人士中，13.3%的受访者表

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曾经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

大多数施暴者是他们的配偶、伴侣或前伴侣。很多自述遭

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尽管男性受害者也不鲜见。

将近半数幸存者（46.2%）表示曾在工作时被其伴侣施

暴，22%表示施暴者对他们进行骚扰、威胁，甚至攻击他

们的同事。将近37%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在工作场所目睹熟

人遭受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影响工作表现和职场晋升。95%的受访者

认为家庭暴力导致压力、疲劳、受伤、无法集中注意力、被

迫缺勤或调离岗位，对工作效率和工作表现产生负面影

响。约45%自述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家庭暴

力他们不得不迟到早退或缺勤。

约45%自述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受访者

表示由于家庭暴力

他们不得不迟到早退或缺勤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平均每位幸存者旷工15天，请假

11天，迟到早退5次。约17%表示由于家庭暴力他们曾经

调换岗位或辞职。总的来看，70.8%的幸存者表示由于家

庭暴力导致他们工作表现下降、缺勤增加而影响其职场晋

升，并且由于换工作或被迫放弃培训和晋升机会而使得其

职业发展中断。

 由于导致工作效率下降、缺勤、

以及员工变动，

家庭暴力给用人单位造成

巨大的额外成本

家庭暴力给用人单位造成巨大的额外成本——原因

是工作效率下降、缺勤、以及员工变动，这些都将增加用

人单位的人力资源和行政成本。雇员想从用人单位得到帮

助，但是却不愿意主动向用人单位求助。尽管大多数雇员

认为用人单位应该干预，在家暴发生时提供支持（91%）或

惩戒施暴者（65.6%），而且一半以上受访的幸存者曾经向

同事及／或上司披露过自己遭受家庭暴力，但是遭受家庭

暴力的雇员主动向用人单位求助的意愿依然非常低（不到

10%）。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雇员不确定用人单位是否愿

意或有能力干预，是否有干预所需的资源，或干预可能导

致的结果。其他导致雇员不愿意主动向用人单位求助的原

因包括担心泄露个人隐私、怕遭到歧视、怕丢面子或怕被

人嘲笑。

用人单位对员工家庭暴力情况了解很少。在受访人

力资源管理者中，只有10%表示知道员工家庭暴力情况，

而知道有员工施暴的受访者所占比例更低（5%）。只有

3.3%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了解员工因家庭暴力而主动向用人

单位求助，这进一步证明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幸存者可能愿

意向上司／同事披露其经历家庭暴力，但是这并不等同于

他们会主动寻求机构的帮助或利用正式的工作场所政策获

得支持。

用人单位不熟悉《反家庭暴力法》，而且很少有用人

单位制定了工作场所家庭暴力防治政策。受暴员工对用

人单位干预家暴的能力和意愿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目

前，用人单位采取的家庭暴力干预或支持措施还很少，而

且他们对在工作场所可以采取的、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意识

远低于员工的期待。并且，48%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表示他

们所在的工作场所还没有采取任何反家庭暴力措施，另有



48%表示他们不知道是否正在执行任何工作

场所家庭暴力政策。事实上，将近一半的(48%)

受访用人单位不清楚《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

年开始实施，也不了解该法的内容。

用人单位对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还存有

一些顾虑。最普遍的顾虑包括：(1)法律和法规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明确用人单位的责任及有

效的战略；(2)由于不易衡量投入产出比（即对

基于工作场所的措施，比较用人单位必需的投

入与其从中获得的利益），这可能影响用人单

位对这些措施的可持续的资金投入；(3)用人

单位不清楚不触犯雇员个人隐私的干预的最

佳方式。尽管存在这些顾虑，很多人力资源管

理者（85%）表示用人单位愿意使用简单的反

家庭暴力工具包来指导在工作场所的行动、组

织意识培养和培训活动。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与《反家庭暴力法》中的新措施结

合起来，致力于支持鼓励用人单位开展行动

反对家庭暴力。研究结果表明，对家庭暴力给

用人单位造成的真实成本，受访者缺乏认识。

通过在工作场所开展意识提升及幸存者援助

项目，预防家暴，鼓励幸存者寻求帮助或摆脱

暴力关系，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成本。而且

92%的受访者表示合适的工作场所幸存者援

助项目可以增强他们对用人单位的认可度，并

为组织建立良好的声誉。因此，重要的是用人

单位要意识到家庭暴力对其经营运行造成的

巨大成本，以及在工作场所执行有效的反家庭

暴力措施可能带来的显著积极影响。

上述发现说明了用人单位、政策制定者、

政策倡导者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促进制定

综合的、实际的工作场所家庭暴力防治政策：

1. 明确相关法律、法规、指南，提升对有关工

作场所安全、劳动保护、用人单位反家暴责

任等方面议题的意识；

2. 提高用人单位对家庭暴力的了解，并使其更

好地理解家暴对工作场所的负面影响，为企

业运营造成的额外成本，以及解决家庭暴力

可能带来的益处； 

3. 帮助雇员了解用人单位有开展反家庭暴力工

作的责任，使其更好了解其雇主干预家暴的

能力和意愿；

4. 为用人单位提供一个便于理解和使用的反

家暴工具包，该工具包需符合中国用人单位

的实际情况，并能平衡用人单位和雇员的需

求，妥善解决双方顾虑。

这些行动将有助于提高用人单位的责任

感，提升用人单位推动及开展工作场所反家暴

工作的能力。它们还可以使家庭暴力幸存者将

用人单位视为一个摆脱或解决暴力的切实可

行的重要、渠道。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到关键作用，而且

还可以采取很多行动更好地让用人单位成为

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的有效合作伙伴。 例如，政

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家庭暴力意识提升活动

和用人单位能力建设活动，推动示范项目，推

广工作场所家庭暴力干预的最佳实践，并将用

人单位纳入政府的多部门协调网络中。联合国

机构、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行业协会、社会

组织的倡导是鼓励政策制定者采取上述行动

的关键。此外，高质量的数据是进一步理解家

庭暴力对雇员的影响以及工作场所家暴干预

项目成效的关键；今后应开展后续研究核实本

研究中识别的成本要素是否适用于全国及不

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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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202) 588-9409

中国：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

楼1座 1905室
电话：86(10) 6518-3868
传真：86(10) 6518-3869

2017年 11月

不清楚《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开始实施

将近一半的（4 8%）受访用人单位

恒基中心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