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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伤伤保保险险赔赔偿偿三三大大步步骤骤

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和申请认定主体有哪些 劳动能力鉴定有时限标准 职工未参保，
工伤待遇全部由单位承担赔偿

本报文登8月8日讯 (通讯员 李宁 王琳琳)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在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所遭受的意外伤害或
者罹患职业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劳动者死亡、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劳动者及其供养亲属(遗属)能够从国家、社会得到的必要物
质补偿。这种补偿既包括医疗所需、康复所需，也包括基本生活保障所需。从工伤发生到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一般要经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申
请工伤认定，第二步申请伤残等级鉴定，最后申请工伤保险赔偿。

工伤保险费完全由单位承担，职工个人不需缴纳

本报文登8月8日讯(通讯员
林新文)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
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
伤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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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殊的
行业、企业及其用工群体，员工流
动性大，用人规模波动性大，按照
用人单位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
纳工伤保险费，在实际操作中存

在着困难。为方便这些行业企业

参保缴费，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制定了《部分行业企业工

伤保险费缴纳办法》，结合实践做

出缴费的具体规定，如建筑施工

企业可以实行以工程项目为单

位，按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计算

缴纳工伤保险费等。

用人单位应当积极参加工伤

保险，并将参保的有关情况在本

单位内公示。对用人单位不将参

保情况予以公示的，职工有权向
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
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
接到举报后要及时查处，督促用
人单位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在
工作中，用人单位和职工应当严
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
治的法律、法规，执行安全卫生规
程和标准，预防工伤事故发生，避
免和减少职业病危害。职工发生
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
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都需要哪些材料
本报文登8月8日讯

(通讯员 宋洁) 由用人
单位、职工本人或者其直
系亲属携带《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表》，《工伤认定决
定书》原件及复印件，工伤
职工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初次及连续治疗病历
及相关检查报告原件、复
印件，到参保地的工伤保
险经办机构申请劳动能力
鉴定。威海市劳动能力鉴
定机构自收到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
时可以延长30日。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工
伤职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申请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 经治疗后，伤情处
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收到
工伤认定结论满六个月，
未满六个月的，需要提交

《提前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承诺书》；申请伤残等级鉴
定的，要等取出钢板、钢针
等内固定后再提出申请。

在工伤鉴定方面，对
市级鉴定结论有异议的，
申请单位或被鉴定人可在
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
内，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
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为最
终结论；在病退鉴定方面，
申请单位或被鉴定人如果
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在
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
内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提出复查鉴定申请；对
复查鉴定结论仍有异议
的，可在收到复查鉴定结
论之日起15日内向山东省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再次鉴定申请。

工伤认定的“三工”情形，你应该知道
本报文登8月8日讯(通讯员

宋丹)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1)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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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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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

的或者单位依法要求的职工应当

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时间前

后所做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所

占据的时间。“工作场所”，既应包

括本单位内的工作场所，也应包

括因工作需要或者领导指派到本

单位以外去工作的工作场所。“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
害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工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二是
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
工履行工作职责期间由于意外因
素导致的人身伤害。

为啥有的交通事故是工伤，有的就不是呢

本报文登8月8日讯(通讯员
曲延方 于宁) 依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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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认定为工伤。

交通事故是指《道路交通安

全法》所称的车辆在道路上因过

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

损失的事件。发生事故后，需经交

警部门做出“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事故责任认定。比如因无证驾驶、

驾驶无证车辆、饮酒后驾驶车辆、

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自

身伤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属于
本人主要责任证明的，就不能认
定为工伤。

对“上下班途中”的理解，应
作“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限
定。“上下班途中”包括职工按正
常工作时间上下班的途中，以及
职工加班加点后上下班的途中。

问：用人单位未参
加工伤保险，职工发生
工伤后能否申请工伤认
定？

答：用人单位未有
加工伤保险，职工发生
工伤的，只要其所在的
单位属于《工伤保险条
例》适用范围的，其职工
都可以按照《工伤保险
条例》的规定申请工伤
认定。

(宋洁)
问：用人单位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
工伤事故怎么办？

答：用人单位应当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的，未参加工伤保
险期间职工发生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

(林波)
问：工伤停工留薪

期内的待遇是如何规定
的？

答：职工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
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
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
支付。

(李红塔)

社保问答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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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下列三种情形
视为工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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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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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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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的主
体有两类，一是职工所在单
位；二是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以及工伤职工所在单
位的工会组织。所在单位的
申报时间限定为事故伤害发
生或者职业病被确诊后的30
日内。申请工伤认定也是工
伤职工的一项基本权利，工
伤职工的申请工伤认定时限
为1年，远远长于所在单位的
申请时限。另外，由于在很多
工伤发生的情况下，受伤职
工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时很
难亲自去办理工伤申请等事
项，因此工伤职工的近亲属，
如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
都可以成为工伤认定申请的
主体。此外，作为维护职工权
益的专门性群众组织的工

会，也有权申请进行工伤认

定。

劳动者因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后，都
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因为鉴定结果直接
影响着参保职工享受相关待遇情况。当职工
发生工伤后，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
疾、影响劳动能力的，或者停工留薪期满(含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延长期限)，工伤
职工或者其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向威海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为方便职工，威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委
托文登区社保中心代为受理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后，应当及时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
行审核；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提供材料完
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及时组织鉴
定，并在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
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伤情复杂、涉及
医疗卫生专业较多的，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应当视伤情程度等从医疗卫生专家库中
随机抽取3名或者5名与工伤职工伤情相关科
别的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鉴定。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应当自作出鉴定结论之日起20日
内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及时送达工伤职工
及其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工伤保险赔偿项目有：医疗费、
伤者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生活
护理费、辅助器具费、工伤期间的工
资、交通食宿费、丧葬补助金、一次
性伤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
根据受伤情况，确定赔偿项目。原则
上是由单位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申请，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如果单
位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那么就由
单位支付。双方对此有争议的话，可
以申请劳动仲裁。

那么就由单位支付。双方对此
有争议的话，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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