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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工评估一览表 
 

根据《劳工赔偿法》（The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劳工赔偿委员

会有责任为曼尼托巴（Manitoba）的大多数劳工提供赔偿保险。这包括在

强制性行业按合同工作的个人。 

 

出于评估目的,对于必须向劳工赔偿委员会（WCB）报告的收入部分，我们会

对合同工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在这些情况下，劳工赔偿委员会（WCB）只

会按一份合同的估算劳工部分向雇主收费。 

 

劳工赔偿委员会（WCB）为合同工提供了一份一览表（见下面的页面），该

表为不同行业和设备类型中总合同或计件价格的劳工百分比设定了标准。 

 

劳工百分比反映了该行业或设备类型的平均水平。如果雇主不同意所采用

的劳工百分比，劳工赔偿委员会（WCB）将会考虑负责人或承包商为支持其

采用不同劳工成本而提供的文件。 

 

在某些情况下，承包商不会提供用以完成合约工作的材料或设备（例如，

他们没有完成工作所需的自有工具和/或车辆）。这种情况下，应将 100%

的合同价值上报为劳工价。如果承包商使用自有的车辆和/或手工工具，您

通常可以将 85%的合同价值上报为劳工价；但是，如果承包商提供绝大多

数材料或重要工具用以完成工作，您应在下表中确认合适的劳工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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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劳工赔偿委员会 

劳工百分比一览表 

 

行业一览表 
供应的材料 

（如适用） 

总合同价的 

劳工部分 

吸声顶棚安装 大型材料 40% 

空气测试与平衡  85% 

爆破 
用于道路施工 25% 

用于其他（如河狸坝） 85% 

百叶窗安装 大型材料 40% 

桥梁维修  25% 

电刷清理  85% 

搬家工人  25% 

机柜安装 
大型材料，小型安装 10% 

大型材料，大型安装 40% 

普通木工  

（不同于框架工和装饰工） 
大型材料 45% 

地毯安装 大型材料 25% 

铁网围栏安装 大型材料 50% 

药剂喷洒  25% 

混凝土工程 大型材料 55% 

案台 
供货和安装，花岗岩 10% 

供货和安装，层压板 40% 

快递运营     65% 

拆除  25% 

金刚石钻井  25% 

门窗安装 大型材料 40% 

帷幕安装 大型材料 40% 

干式墙安装 大型材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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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一览表 
供应的材料 

（如适用） 

总合同价的 

劳工部分 

干式墙贴扎 大型材料 80% 

自动倾卸卡车操作  25% 

公路粉尘控制（加油）  25% 

房檐排雨管道 大型材料  45% 

电气安装 大型材料 50% 

电梯安装  25% 

设备操作员 - NEC  25% 

挖掘  25% 

招牌、拱腹安装 大型材料 45% 

纤维玻璃维修 - 现场  80% 

修整木工 大型材料 40% 

固定装置安装 
大型材料，小型安装 10% 

大型材料，大型安装 40% 

地板，N.E.C 大型材料 30% 

地基  50% 

框架 大型材料 45% 

垃圾清运  50% 

汽油箱安装  25% 

一般维护/杂务工 小型材料 85% 

残疾人出租车的所有者-经营者  50% 

硬木地板安装 大型材料 30% 

硬木地板装饰/再加工 大型材料 70% 

供暖与空调 大型材料 50% 

房屋建造  

（整套房子） 

使用分包商 10% 

大型材料 40% 

楼宇检查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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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一览表 
供应的材料 

（如适用） 

总合同价的 

劳工部分 

隔热 大型材料 50% 

清洁服务  85% 

场地清理  25% 

园林绿化 大型材料 50% 

油毡安装 大型材料 40% 

锁匠 大型材料 40% 

伐木 
电动链锯 85% 

大型设备 25% 

砌石 大型材料 50% 



 

2017 
合同工评估一览表 

第 5 页 

 

行业一览表 
供应的材料 

（如适用） 

总合同价的 

劳工部分 

机修 大型材料 50% 

移动压力喷洗   

（从卡车上） 
 50% 

移动焊接  50% 

垃圾场管理/监督 
轻型设备 25% 

无设备 85% 

油气井 大型材料 80% 

装饰用铁件/金属件安装 
大型材料，小型安装 10% 

大型材料，大型安装 40% 

升降门安装 大型材料 40% 

油漆和装饰 大型材料 80% 

虫害防治（如：捕狗人）  85% 

打桩  25% 

抹灰 大型材料 65% 

管道安装 大型材料 50% 

电线施工  25% 

铁路施工   25% 

冷冻 大型材料 50% 

道路工程  25% 

屋顶铺盖 大型材料 40% 

喷砂/压力清洗（非移动）  80% 

安保服务  
有车辆 85% 

无车辆 100% 

安保系统安装（不包括车辆） 大型材料 50% 

污水槽/化粪池清理  50% 

下水道和水管施工  25% 

金属薄片安装（商用、外部装 大型材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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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一览表 
供应的材料 

（如适用） 

总合同价的 

劳工部分 

饰） 

船舶制造和维修  75% 

壁板安装 大型材料 40% 

招牌安装 大型材料 40% 

除雪  25% 

土壤测定（耕地） 大型设备 25% 

洒水灭火系统安装 大型材料 50% 

结构钢  50% 

敷砂 大型材料 65% 

游泳池安装  50% 

疏浚 

（如建筑物疏通） 
 75% 

地砖铺贴 大型材料 35% 

拖车  50% 

挖沟，排水  25% 

货车运输，同城  50% 

货车运输，长途  25% 

通风 大型设备 50% 

防水基底 
薄膜应用 80% 

需要挖掘 25% 

水井钻探  25% 

码头施工  25% 

窗户清洗 

大型设备（如起重升降机） 25% 

小型设备（如脚手架、旋转载物

梯）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