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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本报5月4日讯 (见习记者
张童 通讯员 马凯 ) “我受
伤时也没觉得这是工伤，工伤
意识很淡薄，平时受伤了就请
假休息两天，也不会想到享受
工伤保险。”给学生做示范动作
而受伤的体育老师李先生说。
和他一样，对工伤保险意识淡
薄的人还有很多。

今年 3 6岁的李先生，是临
淄区某高中的体育老师。近日，
他 在 给 学 生 示 范 前 手 翻 动 作
时，意外受伤；现在在淄博市职
业病防治院进行免费康复。“除
了免费享受康复治疗，一天还
有 1 2元钱的伙食费，基本不花
自己的钱，免了后顾之忧了。”
李先生告诉记者，享受到这样
的保障，他很满意。

此外，李先生还表示，先前
他对工伤概念的理解很模糊。

“体育老师这个群体，受工伤的
很多，但真正享受工伤保险的
却很少，主要是因为了解的太
少，意识太淡薄。”在隔壁病房
享受免费康复的张先生也有同
样的感受，他说，先前在单位受
了伤，都是选择请个假回家休
养几天，不会考虑享受工伤保
险。“强化职工对工伤保险的了
解很重要。”张先生说。

对此，市社保处主任马光
明说，工伤认定主要有个“三要
素”，分别是“工作地点”、“工作
时间”和“工作原因”，一般符合
这三个要素，就可认定工伤，经
劳动能力鉴定后可享受相应的
待遇保障。

具备“三要素”

可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详解工伤认定

日前，市政府印发《淄博市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
划(2013—2015年)》，其中对职工
工伤做出明确规定，淄博将完
善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
的工伤保险制度，充分利用现
有医疗和康复资源，加强工伤
康复基地建设。

关键词：补偿

扩大覆盖面，完善市级统筹
工伤赔偿是职工因工

发生暂时或永久人身健康
或生命损害的一种补救和
补偿。目前，工伤定期待遇
逐年同步提高，淄博市人均
伤残津贴达到2168元/月、
生活护理费1308元/月、供
养亲属抚恤金824元/月。

马光明介绍，淄博将
以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从业人员为重点，逐步扩
大工伤保险覆盖面。截至

2013年年底，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基金会、律师事
务所 4 0 6户、6 6 0 9人，私企
175933人，个体工商户313

户、2446人，农民工39万人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淄博还将完善市级统
筹。实行工伤保险市级统
筹，是为了提高工伤保险基
金的保障能力、抗风险能力
和调控能力，充分保障工伤
职工的权益，促进工伤预

防、工伤康复与工伤补偿相
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的
建立与完善。“统一参保范
围和参保对象、统一行业差
别费率标准、统一基金财务
管理、统一制定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统一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标准、统一
经办流程和信息系统，这样，
全市工伤保险基金抵御风险
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了。”
马光明介绍到。

工伤病人在市职防院进行工伤康复。 本报通讯员 张文君 摄

淄博将以农民工群体等为重点，不断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

近近两两千千工工伤伤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免免费费康康复复

1、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
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
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四 )患职业病
的；(五 )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六 )在上下班途
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2、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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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抢险救灾
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
动中受到伤害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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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有前款第 (一 )项、第 (二 )项情形
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
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
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3、第十六条“职工符合本
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
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 )故意犯罪的；(二 )醉酒或者
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相关链接

本报见习记者 张童

通讯员 张文君

关键词：预防

为11余万劳动者

提供职业健康检查

“工伤预防，就是事先防范职业
伤亡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减少隐
患，改善和创造健康安全的生产环
境和工作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
工作环境中的安全和健康。是将保
障的关口前移，是未雨绸缪。”市社
保处工伤科科长张文君说。

“现在，我们已为6 0 0余家企业
进行了现场检测，出具了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报告。争取从源
头上把关，有效减少工伤的发生。”
市社保处主任马光明介绍，经历了
工伤、职业病防治工作“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进程，如今，淄博
市工伤、职业病防治工作重点落在
了“防”上。

目前，淄博市职业健康监护累
计覆盖企业3400余家，每年为近1500

家企业、1 1余万人次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劳动者提供职业健康检查
服务。

据了解，市社保处还运用费率
浮动机制，将工伤预防与企业经济
利益相联系。淄矿集团社保处处长
车 普 林 告 诉 记 者 ，淄 矿 集 团 实 行

“433”结构工资制度，工资增长向更
加注重安全效益转变，安全工资收
入占到职工总收入的40%以上。“五
年间，仅安全奖励支出就达6亿元。”

关键词：康复

近1 . 3万人次进行工伤康复确认
淄博自2 0 0 6年开展工

伤康复以来，对近1 . 3万人
次的工伤职工进行工伤康
复确认，近两千名工伤职工
具有康复价值住院享受免
费康复治疗。

据马光明介绍，淄博市
于2 0 0 6年启动开展工伤康
复项目初期探索；2007年，
将淄博市第一医院确定为
工伤康复定点医院；同年，
淄博市被确定为全省工伤
康复试点城市。“我们又从
2 0 0 8年开始探索职业病康

复。2009年，淄博市工伤(职
业病)康复中心在淄博市职
业病防治院挂牌，成为全国
首个开展以突出职业病康
复特色的城市。”目前，这两
家医院被确定为全省工伤
康复协议医院。

接触岩尘、煤尘作业史
36年的孙先生，因煤工尘肺
壹期于2013年1月到淄博市
职业病防治院康复治疗。接
受治疗前，他因咳痰较多，
稍一活动就觉得呼吸困难。

“在康复师指导下，我每天

做2次6分钟步行；每天做一
次脚踏车，运动前先测心
率，每次脚踏车持续 3 0分
钟，每周5次，后每周增加运
动量训练上肢肌力，每天练
习哑铃和拉力带。两个月
后，我觉得呼吸轻松多了。”
孙先生说。

据了解，通过专业的治
疗，能降低患者的伤残程
度，最大限度恢复身体功
能。“介入康复越早越好，有
利于尽快回归到工作岗位
和家庭中。”马光明说。

本报5月4日讯(见习记者 张童 通讯员 焦玉姣 沈远清) 淄博是一座依托矿产资源兴
起的工业城市，老企业多，无形中增加了职业病、工伤的发生。根据淄博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以下简称淄博市社保处)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淄博工伤保险参保职工共计91 .3万人。

淄博市2013-2015年社会保险服务基本标准中，工伤保险预计覆盖人群在2015年
年底之前，将达到91万人以上。截至2013年底，淄博市已提前完成工伤保险的覆盖。

淄博市社保处主任马光明介绍，2000年10月1日，淄博市工伤保险制度启动，参保
范围从企业职工逐渐扩大到除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外的所有职
工，包括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淄博参保职工

已达91 . 3万人

淄淄川川鞋鞋城城升升级级为为商商业业综综合合体体
投资两百万建立短途物流，计划进军网购市场

本报5月4日讯 (见习记者
刘光斌) 5月1日上午，淄博

单体最大商贸城——— 鲁中国
际商贸城在淄川区正式开业，
这意味着经过近三年的改造，
淄川服装城鞋业批发市场正
式转型升级，从一个批发市场
转变为集批发、零售、餐饮、娱
乐与商务酒店为一体的商业
综合体。

据鲁中国际商贸城开发

商淄博鸿凌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董维波介绍，淄川鞋城于
2010年开始大规模升级改造，
“现在，商场内共设有高等商
铺2600余个、仓库22000余平方
米。”据了解，鲁中国际商贸城
现已吸引1500多家商户入驻。

经过改造之后，鲁中国际
商贸城的物流设施得到提升。
据了解，鸿凌投资200多万元，
为商贸城建立起流畅的短途

物流，方便了商品的市内运
输，而货车甚至可以直接开往
商贸城四楼的仓储区。

此外，商贸城地下还建有
可容纳500余个车位的大型免
费停车场，为来往商户及顾客
提供了便利。

商贸城的变迁，商户的体
会更能说明问题。“自从改造
之后的试营业以来，因为档次
提升，来商贸城的顾客明显增

加了很多。”国内知名品牌亨
达皮鞋零售店里，一名正帮助
顾客选购皮鞋的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

据了解，经过此次升级改
造之后，鲁中国际商贸城下一
步将进军网购市场。董维波介
绍说，进军网购市场的具体方
案及操作办法已进入细化环
节，公司将会根据自身具体情
况，选择时机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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