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3月 6日

简化建筑、海事船厂与加工业（CMP）工作证持有者入境条例，
以提高业者部署劳动力的应变能力
1. 建筑、海事与加工业的雇主目前主要利用业界牵头端到端流程以及通过人力部工作
证持有者一般通道, 这两个主要渠道引进客工。这些入境渠道让建筑业者在政府实
行边境管制措施时，可以安全又可靠地引进稳定数量的客工。当客工来源国的冠病
病例激增时，我们观察到通过业界牵头流程引进的输入型病例明显减少。随着冠病
疫情好转，我们将协助建筑、海事与加工业工程项目加快引进所需的客工，以缓解
业者在过去一年所面对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简化业界牵头端到端流程
2

从2022年3月13日起，业界牵头流程将被简化为在来源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行前

预备计划（简称 PDPP）。PDPP（有关申请程序和其他详情，请查阅附件A）将采用业
界牵头流程制定的卫生程序（如：离境前检测）。PDPP 将成为今后建筑、海事与加工
业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的主要入境渠道，以提高这三个领域应对突发状况的韧性。 如
果再出现新变种毒株，这三个领域将能够利用这些行之有效的流程来引进客工，以防
止因边境措施收紧而出现人力短缺的问题。
3

PDPP的程序可根据全球冠病疫情局势而灵活作出调整。客工在抵境新加坡后，

接受 PDPP的客工只须在人力部的入职中心履行三天的居家通知和完成入职程序。这比
目前规定长达九天入职时间来得短。
4

PDPP将从2022年3月13日起在孟加拉、印度和缅甸实行。我们鼓励符合条件的

雇主尽早与PDPP服务提供者（请查阅附件B）联系，以确保能获得所需名额扶持客工
入境。

简化建筑、海事与加工业工作证持有者入境通道
5

为了提高这三个领域的部署劳动力的应变能力，我们将根据下列方式简化三个

领域工作证持有者的入境渠道。从2022年5月1日起，所有已接种疫苗的新聘工作证持
有者将只能通过一条指定的通道入境1：


从有PDPP的来源国入境、持有人力部原则性批准信（IPA）的建筑、海事与加
工业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 只能通过PDPP渠道入境。为了让业者有时间适应新
规定，从2022年3月13日至4月30日，客工可以继续通过PDPP或工作证持有者
一般通道入境。请参阅本通告第7段和附件A，以了解分阶段实施的新规定以及
适用于新聘工作证持有者的申请程序等详情。



从没有PDPP的来源国入境的建筑、海事与加工业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工作证
持有者将继续通过工作证持有者一般通道入境新加坡，他们必须遵守现行边境
管制措施规定，并在抵境后完成入职培训课程。

6.

所有目前已持工作准证的建筑、海事与加工业工作准证持有者可继续通过一般

通道入境新加坡。当局将优先批准他们在此通道下的入境申请。
7.

在2022年3月13日至4月30日期间，来自有PDPP的来源国、持有原则性批准的

建筑、海事与加工业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可以通过PDPP或一般通道入境。随此通告
附上适用于来自有PDPP的来源国，已接种疫苗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的入境要求概要。

1

除了通过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VTL）获准入境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和建筑、海事与加工业
女性工作准证持有者。

从3月13日至4月30日

从5月1日起

业界牵头端对端流程的行前预备计划
(获得优先考虑入境批准)

单一入境通道行前预备计划

- 通过PDPP服务提供者申请，在来源国
的指定入职设施住两天
- 在来源国出境前检测
- 抵达新加坡后，在人力部入职中心完
成为期三天的居家通知

-通过PDPP服务提供者申请，在来源国
的指定入职设施住两天
- 在来源国出境前检测
- 抵达新加坡后，在人力部入职中心完
成为期三天的居家通知

工作证持有者一般通道
(根据3月6日的边境管制措施)

工作证持有者一般通道

不适用于需要PDPP的建筑、海事与加
- 在来源国出境前检测
工业的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他们应通
- 抵达新加坡后，在人力部的入职中心 过PDPP流程入境。
履行7天的居家通知，外加 2天的入职程 所有其他工作准证持有者可通过一般通
序。
道入境。

欲知更多最新消息和信息
8.

欲知有关PDPP制度和工作证持有者一般通道的最新消息和信息，请点击订阅

建设局的Telegram频道，并查看建设局、人力部和经济发展局网站。

建设局
人力策略与规划署署长
Grace Mui 工程师

敬上

人力部
工作准证政策、规划与策略
司司长
Ng Hwei Min

经济发展局
人力资本与新加坡企业处
代理副总裁
Shawn Loh

附件 A: PDPP 申请程序
合格的客工组别：
来自有 PDPP 的来源国的建筑、海事与加工业的新聘工作准证持有者（见附件 B），并且持有
有效的人力部原则性批准信（IPA）入境
一般申请流程
请注意，下面提供的一些细节可能各服务提供者有所差异。欲知个别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流程，
请直接联系服务提供者。

申请PDPP名额

阶段
雇主招聘
客工
登记
PDPP
程序

在来源国完成PDPP
程序（即在当地指
定入职设施接受离
境PCR或ART检测）

出发前来新加坡

抵境后，完成居家
通知，并且到人力
部入职中心完成入
职程序

所需采取的主要步骤
1) 雇主须确认并准备好要引入新加坡的客工名单。
2) 确保客工已经接种了经批准的疫苗，并准备好接种证书。

客工

3) 与 PDPP 服务提供者预定名额（支付定金），并确保在完成 PDPP
后立即出发。
4) 一旦雇主获得 PDPP 名额和抵达新加坡的航班日期，雇主须向人力
部申请入境批准，注明抵达日期和他们所联系的 PDPP 服务提供
者。

雇主

5) 向雇主和客工讲解关于 PDPP 程序所需办理的手续以及报到的日
期、时间和地点。

PDPP
(D1-D2)

需采取行
动者
雇主

6) 按照 PDPP 服务提供者的指示，在预定日期持有效的入境许可证和
入境新加坡所需的文件到入职设施报到，并接受测试。

PDPP 服
务提供者
客工

7) 安排客工前往经批准的服务提供者设施进行离境前的冠病检测

PDPP 服
务提供者

从来源国
离境

8) 为客工安排从 PDPP 设施到机场的交通工具，确保客工持有飞往新
加坡的有效机票。(雇主可以灵活使用商业航班或包机）。

抵境新加
坡

9) 雇主接客工到入职中心。

雇主/
PDPP 服
务提供者
雇主

10) 客工根据当前的边境管制措施，在入职中心完成居家通知和检测。
11) 经核实已接种冠病疫苗的客工需要在全国免疫登记处（NIR）登记
他们的疫苗接种状态。

客工

附件 B：获批准的 PDPP 供应商名单（请浏览建设局网站查看供应商的最新名单）
来源国

服务提供者

印度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Marine
Industries (ASMI)

Association of Process
Industry (ASPRI) –
Fullerton Health
Group

出发城
市

每名客工的费
用2

最早开放供预订的
日期

真奈

$1,400
(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7 日

电邮: bubblewrap@asmi.com
线上表格:
https://forms.office.com/r/usBhz8kvxc

真奈

$1250 $1350
(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14 日

电邮: kenneth@aspri.com.sg
联系电话: 6560 5051

$420
(不包括机票)
$815
(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14 日

联系人 (POC): Mr. Vincent Ng / Ms. Adeline
Huang
电邮: HQC@hi-tek.com.sg
联系电话: 62805383 / 98778044

$125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联系人: Mr. Lau Loo Peng

Hi-Tek Construction
Pte Ltd

真奈/
加尔各
答

Hytech Builders Pte
Ltd

真奈

联系细节

电邮: training@hytech.com.sg
联系电话: 62720802 / 97226089

2.

所有的价格仅供参考，如果服务提供者提供额外的服务（如机场载送服务等），则需要额外收费。我们鼓励雇主与各个服务提供者联系，以获
得完整的成本计算。

The Singapore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Ltd (SCAL)

真奈

Tiong Aik Construction
Pte Ltd

真奈/
蒂鲁吉
拉伯利

$1000 to
$120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电邮: shn.allocation@scal.com.sg
登记网站: https://www.scal.com.sg/what-wedo/shn-programme

$640
(不包括机票)
$89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联系人: Mr. Francis / Ms. Nandar / Mr. Lee
Szer Chin
登记表格链接: Click Here
电邮: havenlite@tiongaik.com.sg

TTJ Design and
Engineering Pte Ltd

真奈

$1000
(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14 日
联系人: Ms. Rena / Mr. Somu
电邮: rena.teo@ttj.com.sg
/ somu.elavarasu@ttj.com.sg
联系电话: 6862 2126 EXT 251

孟加拉

Woh Hup Private
Limited

班加罗
尔

$588.50
(不包括机票)
$1123.50
(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21 日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Marine
Industries (ASMI)

达卡

$1,800
(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7 日

电邮: bubblewrap@asmi.com
线上表格:
https://forms.office.com/r/Gc4qcRhXyz

Fonda Global
Engineering Pte Ltd

达卡

$799
(不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中

联系人: Fonda Hotline (65155775) Haven-lite
Hotline, Haven-Lite Officer (91046917)

电邮: shn-programme@wohhup.com
网站：https://www.wohhup.com/project-havenlite/

电邮: havenlite@fondaglobal.com /
vivien.lee@fondaglobal.com
联系电话: Fonda Hotline (65155775)
PDPP 热线(91046917
Fullerton Health –
Beximco

达卡

$1,30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电邮: tqf.dhaka@fullertonhealth.com
网站：
https://www.fullertonhealth.com/sg/services/tqfdhaka-bangladesh/

Lian Beng
Construction (1988)
Pte Ltd

达卡

$650 to $770
(不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 21 日

Lum Chang – Straits
Construction

达卡

$1,15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联系人: Ms. Priscilla Lim / Ms Ng Yean Ling
电邮: priscilla@charteredea.sg /
yeanling@charteredea.sg
联系电话: 6382 2345
联系人: Rachel Zhu / Ng Kian Soon
电邮: rachelzhu@lumchang.com.sg /
kiansoon.ng@straitsconstruction.com
联系电话: 8719 2879

Progressive Builders
Pte Ltd

达卡

$553 to $623
(不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中

联系人: Ms. Zann Lau / Mr Tee Wei Ken
电邮: otc.pb@progressive.com.sg
联系电话: 6832 9583 / 6832 9590

Santarli Construction
Pte Ltd

达卡

$400 to $550
(不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Singapore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Pte Ltd

达卡

$630
(不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中

联系人: Mr Chua / Ms Jennie Chua
电邮: sookyong.chua@santarli.com /
tongafm@singnet.com.sg
联系电话: 67556676
联系人: Alice Tiong / Nurani
电邮: alicetiong@bbr.com.sg
/ nurani@bbr.com.sg

联系电话: 6546 5292 / 6235 6139

缅甸

The Singapore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Ltd (SCAL)

达卡

$1200 to
$140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电邮: shn.allocation@scal.com.sg
登记网站: https://www.scal.com.sg/what-wedo/shn-programme

SoilBuild

仰光

S$1,280
(包括机票)

立即可申请

联系人: Toh Yiqiang
电邮: toh.yiqiang@soilbuild.com
联系电话: 9823 5361/ 6415 7354
联系人: Jashie Riaz
电邮: raz.jashsiesemblante@soilbuild.com
联系电话: 6347 5036

Teambuild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Pte Ltd

仰光

$900
(不包括机票)

2022 年 3 月中
联系人: Yvonne Heng / William Huang
电邮: yvonne@teambuildattc.com.sg /
william@htetoo.com.sg
联系电话: 6362 0552 / 64650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