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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主题为“东方美谷·贤城
匠心 ”的“2018 年中国技能大赛
——上海市奉贤区职业技能竞赛”
在区行政服务中心中庭广场圆满落
幕。本次活动由奉贤区竞赛组委会
主办，奉贤区就业促进中心承办。

今年，区人社局借鉴了世界技
能大赛的赛制和理念，采用“集中、
展示”型办赛模式，开展上海市奉贤
区职业技能竞赛首届“企业职工技
能比武周”活动。共有68名选手分
别参加浴缸装配、叉车操作、特勤安
保、仓储拣配、客房服务、开关接线、
钣金焊接等7个项目比试。闭幕式
上特别邀请了“东方美谷”美丽健康
产业相关单位开设产品展示及体验
区。特别增设残疾人项目展示区，
展示项目有庄行土布制品、青村刻
纸、聋人版画、南桥衍纸、海湾钻石
贴画。期间，各路企业技能精英精
湛的技艺，体现了企业重视技能培
养、职工积极参与的精神风貌，为本
次大赛增添了艺术性和观赏性。

职业技能培训是技能人才培养
的重要渠道。此次大赛旨在鼓励企
业开展技能竞赛、企业比武、技能展
示等活动，弘扬“工匠精神”，促进企

业职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水
平。开展技能竞赛有助于提高技能
培训影响力、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
能、鼓励创造的社会氛围。

为进一步提高奉贤区劳动者的
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创新企业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开展企业新
型学徒制试点，区人社局在先进制
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公共服务业等

领域的部分企业、单位试点推行以
“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
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
型学徒制。上海创元化妆品有限公
司入选上海市第三批企业新型学徒
制试点单位，培训实施机构为奉浦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何 敏）

贤城匠人竞浦江，美谷匠心技东方
——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上海市奉贤区职业技能竞赛成功举办

日前，经过测试，全区第一本
由医疗机构制作的医保《就医记录
册》在奉贤区中心医院诞生。这意
味着广大参保人员今后可以在区
中心医院申领、更换、补领医保《就
医记录册》。此项业务的下沉，解
决了参保人因《就医记录册》原因
而不能及时持卡就诊，方便了参保
人，提高了医保靠前服务的公信
力。

据悉，奉贤区将区中心医院、区
中医医院和奉城医院作为首批试点
医保《就医记录册》下沉医疗机构。
目前，三家医院皆已完成测试，即日
起正式向参保人员开放办理申领、更
换、补领《就医记录册》业务。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区人社局
高度重视，多次与相关试点医院沟
通协调，最终各相关试点机构人员
和设备得以落实。并及时向市医

保中心申请各试点机构系统帐号，
为系统调试成功奠定基础。

本次试点结束后，该项工作将

考虑全区推广，把此项业务下沉至
辖区内的所有医疗机构,让更多的
参保人员享受便利服务。（许建建）

11月28日，经过区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工作人员全力追讨，位于奉
城镇的上海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38名员工终于领回拖欠的八、九月
份工资共27.6万余元。

日前，区监察大队在欠薪预警
排摸中获悉位于奉城镇的上海某
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劳资

纠纷隐患，该公司实际经营人陈某
因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公司存在拖
欠员工工资的违法行为，而公司法
定代表人未参与公司经营，情况相
对复杂。经过商议，立即启动提前
介入机制，2 名监察员第一时间赶
往该公司进行处置，力争将纠纷隐
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经查，该公司拖欠 38 名员工
2018年8月至9月工资共计27.6万
余元，公司账户当前无资金，实在
无力支付欠薪。正在一筹莫展之
际，监察员在细致询问车间工人过
程中找到突破口。原来，近日该公
司作为供应商向区内某家纺公司
发出一批货物，货款总额逾 30 万
元。监察大队遂赶赴该家纺公司
了解情况，确认存在一笔应付未付
货款的事实。在监察大队的督促
协调下，该家纺公司与欠薪单位协
商达成一致，该货款优先用于偿付
拖欠员工的工资，并由该家纺公司
直接付给奉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代为处理欠薪事宜。

目前，区监察大队在尚未发生
任何举报投诉和群体性突发事件
之前通过快速反应、有效预防，妥
善化解了这起纠纷隐患，充分保障
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友情提示：更多政策请咨询奉
贤区劳动监察大队，电话咨询请拨
打12333或57413320。 （周 媛）

案情简介：
潘某于 2015 年 6 月底大学毕

业。有一天，其看到招聘网站上有
一公司正在招聘设计师的信息，认
为自己基本符合招聘信息中的学
历、岗位职责、工作能力等要求，遂
向该公司发送了应聘信息。

同年7月初，公司通过面试后，
向潘某表示：基于潘某刚刚大学毕
业，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但公司看到
潘某在大学期间的设计图比较富有
层次、创意感，且公司现在人员紧
张，考虑给予潘某 6 个月的试用
期。试用期间双方不签订书面合
同，工资标准为最低工资，另外还有
月度奖金和车贴、饭贴等津贴。工
作岗位为设计师，试用期满视潘某
的工作表现再确定是否正式录用。
潘某为了获得这次工作机会，接受
了公司的上述要求。

5个月以后潘某接到公司书面
通知，内容为：由于潘某在试用期间
的工作表现无法达到公司要求，公
司决定试用期后对潘某不予录用。
潘某对于公司的书面通知作出不予
录用的决定难以接受，几经交涉未
果。无奈之下潘某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
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仲裁委经过审查后依法予以
受理。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用人单位仅
给予劳动者试用期，并决定在试用
期后根据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再确定
是否录用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合法有
效？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
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
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
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
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
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
动合同期限。

由此可见，公司的做法违反法
律规定，仲裁委依法作出裁决，支持
了潘某的仲裁请求。 （明 言）

17 种国家医保谈判准入抗
癌药将纳入本市 2017 年版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通过前期准备，目前
已完成药品信息更新和收费系统
调整，11 月 19 日起可全面执行。
这些药品的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和
医保支付标准均按国家规定执
行，其中肿瘤靶向药品医保支付
仍延续本市现有政策，实行个人
定额标准自负。同时，原先本市
已纳入医保支付的部分肿瘤靶向
药个人定额自负标准也进行了相
应下调。

今年9月30日国家医疗保障
局印发《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
知》，10 月 10 日正式在中国政府
网向社会公开，要求各地贯彻落
实。按照国家要求，市人社局（市
医保办）、市卫计委和市食药监局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17种抗癌
药纳入本市医保支付范围。

通过国家医保谈判新增准入
的 17 种抗癌药品均为治疗血液
肿瘤和实体肿瘤所必需的临床价
值高、创新性高、病人获益高的药
品，其中西妥昔单抗等 4 种药品
本市已先行纳入了医保支付，其
余13种此次也全部纳入，这些药
品的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和医保支
付标准均按国家规定执行，其中
肿瘤靶向药品医保支付仍延续本
市现有政策，实行个人定额标准
自负。同时，为进一步减轻癌症
患者药费负担，在综合考虑药品
价格下降、医保基金可承受能力
等因素后，原先本市已纳入医保
支付的部分肿瘤靶向药个人定额
自负标准也进行了相应下调。

抗癌药谈判降价、纳入医保

支付和个人定额自负标准下调等
各方效应叠加后，本市癌症患者
药费负担将明显降低，如非小细
胞肺癌治疗用药“甲磺酸奥希替
尼片80mg*30片（商品名：泰瑞
沙） ”原先全部费用患者自负，
市场价约1760元/片。现纳入医
保后，个人只需自负204元/片，
负担降低了近90%；原先已纳入
本市医保支付的结直肠癌治疗用
药“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100mg/
20ml/瓶 （商品名：爱必妥） ”
市场价约3650元/瓶，个人定额
自负标准为1290元/瓶，这次下
调为510元/瓶，个人自负又降低
了60%。

此外，为进一步减轻困难人
员自负药费负担，本市医保部门
将肿瘤靶向药个人定额自负部分
同步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类
减负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

市人社局（市医保办）提醒参
保人员，这次国家医保谈判准入
的17种抗癌药中，有13种原先在
上海都是自费的，大部分是这几
年新上市的品种，用量不多，所以
医院基本都没有配备。这次通过
前期准备，目前已经有部分医院
开始配备，其他有需求的医院也
正在陆续进药，但医院进药确实
需要一个过程。下一步，为保证
这项惠民政策能尽快惠及患者，
本市医保部门将继续会同其他相
关部门支持、配合、督促有需求的
医院及时配备这些药品。

17 个抗癌药品的具体信息
可 通 过“ 上 海 医 保 网（http://
www.shyb.gov.cn/）”、“上海阳光
医药采购网（http://www.smpaa.
cn/）”，或 962218 医保咨询服务
热线查询。

仲裁案例仲裁案例

工伤问答工伤问答

公司招聘是否可以试用合格后才录用？

减轻病患负担
17种国家医保谈判准入抗癌药纳

入本市医保目录！

好消息！奉贤老百姓可以在区内三家医院

申领更换医保《就医记录册》了

区监察大队成功为工人追讨欠薪27.6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