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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11月14日讯(荣
宣) 日前，荣成市供热主管
网已带温运行。在市热电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调度中心，多台
电脑控制着整个供热系统，全
网供热运行情况全部显示在
大屏幕上。工作人员通过全网
热力平衡监控系统实时监控
供热首站及混水站设备运行
参数，根据气象数据合理调度
热源及控制热量。

据悉，供热管理调度中心
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将全市3
个供热企业所有的视频监控
信息统一采集到供热管理调
度平台，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
频监控系统可以统观全局，进

而方便快捷地对生产运行、安
全保卫等情况进行集中调度，
最终达到维持整个生产系统
安全运行的目的。市热电燃气
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给老
百姓创造一个安全、温暖的供
热环境，在完善建设管网、检
修维护设备后，集团于10月15
日启动充水试压冷运工作，

“试压中发现部分老旧管网有
泄漏，我们进行较为彻底的消
缺处理，确保正式供暖后供暖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目前，发
现的问题和缺陷已解决，管道
温度已逐步提高，市民家中的
温度也将逐渐升高。

然而，针对部分小区居民

反映家中暖气不热的情况，热
电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上门
检查，发现在冷运和初期供暖
期间没能将管道里积气排除，
供暖受阻，随后将外部管道回
水阀门打开，排出存气，解决了
问题。

“供暖初期，因暖气管道
内‘积气’未排净，致使供热水
流循环不畅，居民家中暖气不
热。这一现象比较普遍，居民
可以自行打开排气阀，将积聚
的气体排尽，就能够有效解决
问题。”市热电燃气集团粮食
供热分站站长李宝忠表示，若
是放水排气仍不起作用，需拨
打市热电燃气集团的维修电

话，切不可盲目大量排水。
此外，针对一些居民反映

“管道没问题，但家中暖气不
够热”的问题，市热电燃气集
团请广大居民耐心等待，由于
供暖管道较长，从凉水开始到
温水再到高温，需要一个加温
的过程。“近年来，暖气管道改
造管线增长，面积增大，总体
循环需要一定的时间，近期用
户暖气温度肯定会有所提
升。”集团检修科科长于晓军
说。

据了解，今年荣成市的供
暖期将到明年3月底，具体情
况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供
暖价格保持不变。

荣荣成成供供热热主主管管网网已已带带温温运运行行

1 0日，由荣成市委宣传
部、荣成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荣成市群众文化活动
中心承办的锣鼓大赛在石岛
广场举行了石岛赛区分赛，拉
开了2016年全市锣鼓大赛的
序幕。来自港湾街道、桃园街
道、斥山街道、宁津街道、王连
街道、东山街道、人和镇、虎山
镇等8个乡镇10支代表队参加
了本次比赛。

邓英英 摄影报道

锣锣鼓鼓大大赛赛

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原则
是什么？

工伤保险为雇主责任险，
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
纳的工伤保险费，职工本人不
缴纳。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
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

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
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
率。

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
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
费率，并根据工伤保险费使
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
行业内确定若干费率档次。

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根据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
伤发生率等情况，适用所属行
业内相应的费率档次确定单
位缴费费率。

目前我市工伤保险基准
费率，根据行业类别分为一至
八类，相对应的为 0 . 3 2 % 、
0 . 64%、1 . 12%、1 . 44%. 1 . 76%、
2 . 08%、2 . 56%、和3 . 04%。

哪些情况可视同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
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
伤害的；

(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
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
旧伤复发的。

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
同工伤？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
伤：

(1)故意犯罪的；(2)醉酒或
者吸毒的；(3 )自残或者自杀
的。

参加工伤保险职工经评
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
自理障碍程度等级后，享受待
遇的标准是多少？

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
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
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
理费。

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
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
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
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50%、40%或者30%。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
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
下待遇：

(1)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
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7个
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
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
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
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

(2)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
支付伤残津贴，标准为：一级
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
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
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
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伤残
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
补足差额；

(3)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

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
残津贴，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
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
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
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因
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
伤残的，可享受的待遇有哪
些？

⑴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
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
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
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
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
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⑵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
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
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
基金和用人单位分别按终止
劳动合同时单位所在工伤保
险统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计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标
准为：七级支付13个月，八级
支付10个月，九级支付7个月，
十级支付4个月；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标准为：七级支付
20个月，八级支付16个月，九
级支付12个月，十级支付8个
月。

⑶职工被确诊为职业病
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在
上述标准基础上加发50%。

⑷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全额支
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
的，每减少1年的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递减20%。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按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全额的
10%支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或者按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
的，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

冬季为室内火灾高发季
节，近日，好运角旅游度假区
到社会福利中心开展消防安
全演练和讲座，增强工作人员
和老人的消防意识和自救能
力。 林巍强 柯宏宇

为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
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投资理
念，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
资，花园社区开展“拒绝高利
诱惑，远离非法集资”的宣传
工作。 姜秀瑜

近日，石岛兴隆社区工作
人员组织志愿者来到石岛实
验幼儿园，开展防拐骗知识普
及和拐骗情景演练。 卞玉纯

为推广全面健身运动，丰
富居民文体生活，近日，河东
社区党总支组织辖区乒乓球
爱好者成立了万年青乒乓球
协会。 王军锋

12日，花园社区与驻区单
位市粮食局联合举办了以“弘
扬体育精神 构建健康和谐
社区”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
引导居民走出户外参与健身
活动，提高身体素质，确保健
康生活幸福指数。 毕姗姗

日前，市农业局蔬菜办技
术人员在埠柳镇不夜村和大
疃镇迟家店村，举办了设施蔬
菜连作障碍综合防控技术和
蔬菜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的
讲座，为村民送去了实用的蔬
菜生产技术。 张明涛

近日，荣成石岛新港获得
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成为
我国首个进境澳大利亚屠宰
肉牛海港口岸。石岛口岸配套
建设的隔离场可一次性隔离
屠宰肉牛3000头，屠宰厂日屠
宰能力达500头，对丰富山东、
乃至全国的牛肉市场供给具
有重要意义。于军强 燕娜娜

日前，荣成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举行

“市民开放日”活动，邀请当地
的企事业单位代表、学生代表
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代表进
入实验室检测现场，近距离学
习检测知识和普及食品安全
常识。 王萍 毕乐飞

本报荣成11月14日讯(李
晓阳) 自8月份起，荣成市国
税局深入开展部分营改增试
点行业精准巡查，深入分析税
收风险，全面加强税收管理。

荣成市国税局基层税源
管理部门在营改增行业日常

税源监控中，梳理和分析全
市建筑业、房地产业申报信
息，利用金三系统对预收款
数据综合研判，发现两个行
业普遍存在预收款与应税收
入对比异常、申报信息存疑
等风险。经风控中心推送税

种管理科室，分析加工整理
营改增行业6大类38项风险
点。对此，风控中心筛选疑点
企业，扎口推送税源管理部
门，全面开展营改增精准巡
查，先后共评估检查营改增
企业2 5 7户次，评估检查税

额853万元。
在前期巡查基础上，荣成

市国税局根据评估反馈问题，
全面进行分析总结，建立完善
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管理模
板》，用以进一步指导行业管
理，优化征收管理。

荣荣成成国国税税精精准准巡巡查查营营改改增增试试点点行行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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