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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知給 W2 员工 

承保公司 25 或更多名工人  

家庭和医疗休假的权利和义务根据马萨诸塞州的定律 M.G.L c. 175M  
 

 

UMASS MEMORIAL HEALTHALLIANCE-CLINTON 
HOSPITAL 

 

(公司名称) 
60 HOSPITAL ROAD 

(公司地址) 

LEOMINSTER, MA 01453 

(公司城市,州,邮政编码) 

042103555 

(公司的 ID 证号码) (FEIN)  

 
 

福利说明解释  

•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 你可能最多享有 

o 12 周带薪家庭休假在一个受益年内, 相关生孩子, 收养孩子或安置寄养一个孩子, 或者由

于因为紧急需求一个家庭成员有军役, 或已得到通知即将入军队成为军役成员; 

o 20 周带薪医疗补偿在一个受益年内, 如果他们有严重的健康状况, 使他们无法工作 

o 26 周带薪家庭补偿, 照顾一个军事家庭成员正在接受治疗, 或者有严重的健康状况. 

 
• 从 2021 年 7 月 1 日开始, 你可能最多享有 

o 12 周带薪家庭补偿, 照顾一个有严重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 

o 总数 26 周的带薪家庭和医疗补偿在一个受益年内. 

 
• 你的每周福利金额将基于员工的收入,每周福利金最高可达到$8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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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护/继续健康保险/没有报复 

• 工作保护: 一般来说,如果你依法律规定享受家庭或医疗假,你必须能恢复你以前的职位或同

等的职位,有同样的待遇,薪水,福利 服务年限和排行在你休假日开始. 

 

• 继续有健康保险: 你的公司必须继续提供和津贴同一样的健康保险,在你的休假期间继续如

你正在上班一样.  

 

• 没有报复: 任何公司歧视或报复你因为你采用任何享受家庭或医疗假的权利都是非法的. 员

工或以前的员工因为依法律采用他们的权利而受到歧视或报复,他们可以在公司违规法律发

生后,3年内在上级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捐款给家庭和医疗休假 DFML 和就业保障信托基金   

  

2019 年 10 月 1 日, 捐款家庭和医疗休假就业保障信托基金(DFML)将会开始. 公司将负责为所有员

工津贴捐款入家庭和医疗休假就业保障信托基金(DFML), 虽然他们可以从员工工资中减一部分. 捐款费

率每年可以调整一次,并且可以在附加的有效费率通知中找到.  

 

如何提交要求 

员工们必须使用 DFML 部门的表格提交家庭和医疗福利. 表格和福利指示将会提供于 2021 年 1 月之

前在部门的网站 www.mass.gov/DFML. 

 

员工们必须至少提前 30 天通知公司关于任何预计开始休假的日期,预计休假期限和预计返回日期. 

员工由于其无法控制提前 30 天通知, 必须尽快通知. 
 
 

同一时间休假的计算  

任何相同或更高的带薪休假根据集体谈判协议或公司政策,所有这些带薪休假都是基于这项法律的

带薪休假津贴计算. 

http://www.mass.gov/DF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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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计划豁免  

一个公司提供津贴员工带薪家庭假和医疗假,其津贴至少与法律规定的一样慷慨,公司可以申请豁

免缴纳费给就业保障信托基金.根据法律, 一个公司可以申请豁免缴纳医疗假费, 家庭假费, 或豁

免缴纳两者.  

公司宣布此通知时需要一起提供任何私人计划的细节 . 

根据法律,员工能够享受工作保护以及歧视和报复的权利, 即使他们的公司选择提供私人计划的福

利. 

 

 
 

UMASS MEMORIAL 
HEALTHALLIANCE-CLINTON 

HOSPITAL 

(公司名称)) 

 

✓ 没有一个批准的私人计划; 

 
 有一个批准的私人家庭和医疗假计划; 

 只有一个批准的私人家庭假计划; 

 只有一个批准的私人医疗假计划. 

 

家庭和医疗假(DFML)联络信息部门 

The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Charles F. Hurley Building 

19 Staniford Street, 1st Floor 

Boston, MA 02114 

(617) 626-6565 

www.mass.gov/DFML 
 
 

更多信息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咨询该部门的网站: www.mass.gov/DFML. 

http://www.mass.gov/DFML
http://www.mass.gov/DF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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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费率: 2019  

保公司 25 或更多名工人 

家庭假的捐款  医疗假的捐款  总捐款的金额  

.13% .62% .75% 

 
2019 年 10 月 1 日, 津贴家庭和医疗休假就业保障信托基金(DFML)将会开始. 公司将负责为所有

员工津贴捐款入家庭和医疗休假就业保障信托基金(DFML).  

目前,总捐款的金额是工资的 00.75％.总捐款的金额 00.75％中, 还有一个分配:17.3％是家庭假

捐款,82.7％是医疗假捐款.  

  

根据法律规定, 公司们负责至少 60％的医疗休假,是(工资的 00.372%), 但允许从承保个人的收入

中扣除最多 40%医疗休假捐款 (工资的.248%)和高达 100％的家庭休假捐款 (工资的.13%). 

 

 

医
疗
假

 

总需求捐款: .62% 

UMASS MEMORIAL HEALTHALLIANCE-CLINTON 
HOSPITAL 

将会津贴 

   60%  

医疗假捐款 

(公司名称)  40%  
 

将从您的收入中扣除 剩下的 

 

 

 

家
庭
假

 

总需求捐款: .13% 

UMASS MEMORIAL HEALTHALLIANCE-CLINTON 
HOSPITAL 

将会津贴 

 
   0% 

 

家庭假捐款 

(公司名称)   100%  

将从您的收入中扣除 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