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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结合全区劳动保障监察工
作实际，制定并下发《奉贤区“进博会”期间
劳动保障监察预警应急处置预案》，坚持源
头治理、动态监管、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加强预警强预警排摸力度、畅通举报
投诉渠道、快速查处监察案件，有效预防和
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经济健康发展，为成功举办“进博会”营

便民问答

建筑业工伤保险专题问答
1、建筑施工企业参加本市工伤保
险的方式有哪些？
建筑施工企业参加本市工伤保险
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根据《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
险条例》以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
法》的规定，按照用人单位参加本市工
伤保险；二是考虑到建筑施工企业的
行业特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可
根据国家《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
伤保险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
好本市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若干意见
的通知》的规定，按建设项目参加本市
工伤保险。上述建筑施工企业中的管
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应按用人单位
参加本市工伤保险。
2、如何办理按项目参加本市工伤
保险手续？
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办理施工许
可证前，至项目所在地的区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或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自助经办平台”办理参保手
续，
并一次性代缴工伤保险费。
3、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金
额如何确定？缴费资金来源？
按项目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的，工
伤保险费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
合同价的 1‰确定，并根据以支定收、
收支平衡的原则适时调整。建设单位
应当在工程概算中单独列支工伤保险
费，作为不可竞争费，不参与竞标，并
在施工合同签订后、施工许可证申请
前，
支付给施工总承包企业。
4、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保险期
限如何确定？
工伤保险期限自施工合同载明的
开工日期起，至施工合同载明的竣工
日期止。
施工工期需要延长的，施工总承
包企业应当于施工合同竣工日期 30 日
前，携施工合同和工程延期施工报告
至项目所在地的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或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自助经办平台”办理备案手续。备案
手续办理后，建设项目工伤保险终止
日期相应顺延。
5、按项目参保的从业人员如何申
请工伤认定？
按项目参保的从业人员在建设项
目施工期内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的，所在的施工用人单位应自事故
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
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向项目所在地的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
施工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的，
从业人员或者其近亲
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
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
可
以直接向项目所在地的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此
期间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
费用，
按照《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的规定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6、按项目参保的，工伤保险待遇
如何享受？
按项目参保的从业人员，
发生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
在
工伤保险期内，按照《上海市工伤保险
实施办法》规定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
遇；工伤保险期满后，伤残 1-4 级的工
伤人员、因工死亡人员的供养亲属，由
工伤保险基金按《实施办法》规定继续
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至失去享受条
件时止；伤残 5-10 级的工伤人员，由工
伤保险基金和工伤人员所在的施工用
人单位按照《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
法》规定分别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7、未按规定参保的，工伤保险待
遇由谁承担？
未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的工程建设
项目从业人员发生工伤事故，依法由
所在的施工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施工总承包单位、建设单位承担连
带责任；从业人员所在的施工用人单
位、承担连带责任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建设单位不支付的，由工伤保险基金
先行支付，从业人员所在的施工用人
单位和承担连带责任的施工总承包单
位、建设单位应当偿还；不偿还的，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追偿。
未参保工程建设项目补缴工伤保
险费后，自参保凭证办理的次日起，由
工伤保险基金按照《上海市工伤保险
实施办法》规定支付工伤人员新发生
的工伤保险待遇。
（本文摘自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更多人社政策咨询可拨打
12333。
）

造文明祥和的社会氛围。
本次进博先锋系列行动，充分彰显了
监察大队备战进博会的决心和使命担当，
全体监察员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
实的作风切实履职尽责，努力在进博会期
间向社会展示奉贤区劳动关系和谐新面貌
以及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品牌形象。
（周 媛）

为进一步推动转移就业，做好
7·25 奉贤区-达日县转移就业招聘
会的后续服务工作，迎接青海省果
洛州达日县来奉务工人员的到来，
9
月 19 日，奉贤区人社局召开了奉
贤-达日东西部就业帮扶工作座谈
会，就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人员赴
奉务工相关工作进行了讨论。
会上，奉贤区人社局相关分管
领导分别介绍了就业帮扶工作主
要信息、7·25 转移就业招聘会及后
续相关情况，并重点介绍了此次将
吸纳达日县务工人员企业的情况。
奉贤援青干部、青海果洛州达
日县副县长李亿传达了达日县领
导的相关意见，强调了转移就业工
作的重要性，并就此次达日县来奉
务工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说明。随
后，与会人员就此次转移就业工作
中的难点及问题进行了交流。
9 月 21 日，奉贤与达日县相关
人员实地走访达日来奉务工人员
的工作场所——研精舍（上海）精
密 机 械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生 活 场 所
——乐活青年公寓，并与企业负责
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务工人员
日后的具体工作内容、工资福利等
相关信息。
就业扶贫是一项大工程，同时
也是一块硬骨头，为做好来奉达日
贫困人员转移就业工作，东西部双方通力合作加强
对接，
共同帮助贫困地区人员实现脱贫致富。
（朱春凤）

奉贤 达
-日东西部就业帮扶工作座谈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劳动保障
监察“保民生、护权益、严执法、促和谐”的
重要作用，监察大队于近日积极开展了“进
博先锋·执法检查”
系列行动。
8 月 30 日，监察大队召开工作动员及
部署会议，大队长富永强同志宣读进博先
锋行动倡议书，希望全体监察员以身作则，
积极参与进博宣传和服务，牢固树立服务
大局意识，用实际行动为进博会添砖加瓦、
保驾护航。
9 月 3 日至 9 月 7 日，监察大队 6 个监察
组统一行动，由党员骨干带头，奔赴各组分
管街镇、社区及开发区开展集中检查，根据
基层协管汇总的欠薪及重大劳资纠纷隐患
摸底情况，对所涉 28 家用人单位实施上门
监察。并对 3 家公司欠薪纠纷进行了现场
处置，涉及员工 105 人，欠薪金额累计 184
万元。其中一家企业，更于进博先锋行动
当天，在监察员的督促下将该单位欠薪悉
数发放至员工手中。
9 月 6 日至 9 月 14 日，监察大队与市场
监管局、消防局、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开展餐
饮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对
全区 15 家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以及参加社会保险、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等
行为进行执法检查，其中 3 家企业因社保未
开户已立案处理。

精准对接帮扶 助力脱贫攻坚

争当进博维权先锋 劳动监察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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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因公致瘫每月领伤残津贴
企业将关闭仲裁院上门解远虑
今年以来，奉贤区仲裁院坚
持多措并举、转作风、提效能，创
新思路上门服务，努力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只
跑一次腿或者不跑腿。
今年 9 月 5 日临近下班，一阵
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奉贤区仲裁院

办公室响起，
某劳务公司来电称该
公司 2014 年发生一起工伤事故，
劳动者因工致残程度二级（高位截
瘫）。用人单位原按月向劳动者支
付伤残津贴及护理费，
现用人单位
即将关闭，请求区仲裁院介入调
解。考虑到劳动者行动不便，
得知

情况后，
区仲裁院立即抽调仲裁骨
干驱车赶赴 40 多公里外的劳动者
住处进行现场调解。
在调解现场，仲裁员亲切询
问了劳动者的恢复情况，
鼓励其积
极面对生活。同时对双方当事人
进行了法律释明，
并与用人单位进
行了深入沟通，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
用人单位同意在本月月底前
一次性向劳动者支付人民币 200
万元。此时，调解小组又兵分两
路，
一路积极与
“仲裁大本营”
保持
联系，
保证远程立案工作顺畅；
另
一路在调解现场就地办案，
制作相
关调解法律文书、
组织当事人签署
调解协议、签收法律文书。就此，
一起伤情严重、
涉案金额巨大的工
伤待遇赔偿争议在企业关闭前、
在
伤者住处现场得到化解。
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奉贤
仲裁把调解服务延伸到基层，改
变了以往坐等当事人上门、耗时
奔波的工作方式，实现了法律效
应和社会效应的有机结合，获得
当事人的高度点赞。 （陈 惠）

公司延误办理退工，经济损失谁支付？
案情简介：
李某于 2014 年 1 月进入某机
械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为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劳
动合同。2017 年 6 月底，机械公
司以李某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为由
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但李某
认为自己工作兢兢业业，经常为
了完成工作任务而自觉地进行加
班，公司的解除决定令其倍感意
外 ，心 想 再 待 下 去 也 没 什 么 意
思。于是在移交工作和结清工资
后离开了公司。
2017 年 9 月初，李某经过应
聘被另一家公司所录取，并去公
司正常上班，公司与其签订了劳
动 合 同 ，约 定 每 月 工 资 报 酬 为
6000 元，但在李某上班的当日，
该公司便告知李某因上一家单位
没有办理退工手续导致其无法为
李某办理招工及社保转入手续，

并要求李某在 3 天内与原公司办
妥相关手续。李某随即致电机械
公司人事，要求机械公司为其办
理退工手续，但却被告知因其离
职时未办理交接手续，故公司拒
绝为其办理退工手续。
最后，因李某无法在 3 天内
与前公司办妥退工手续，故未被
新公司录用。李某为此向公司所
在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要求机械公司按每月
6000 元的标准赔偿两个月延误
退工的经济损失 12000 元。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用人单
位可否以劳动者未办理离职交接
手续为由而拒绝办理退工手续？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
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

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
系的转移手续。另外《上海市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上海
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
知（二）》 第五条：
“关于未及时办
理退工手续的赔偿问题”：
劳动合
同关系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用人
单位未按《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
规定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
系的有效证明或未及时办理退工
手续，影响劳动者办理失业登记
手续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失业保险金有关规定予以赔
偿；给劳动者造成其他实际损失
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的
请求，
赔偿其他实际损失，
但不再
承担法定失业保险金的赔偿责
任。故仲裁委支持了李某的仲裁
请求。
（明 言）

仲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