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待遇名称
伤残级别及待遇标准

支付标准及方式
1级 2级 3级 4级

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

27个月 25个月 23个月 21个月
以 本 人 工 资 为 标
准，由工伤保险基
金一次性支付。

伤残津贴 90% 85% 80% 75%
以 本 人 工 资 为 标
准，由工伤保险基
金按月支付。

护理费
经鉴定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50%；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40%；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0%

以青岛市上年度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为标准，由工伤保
险基金按月支付。

本人工资（ 下同）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前12
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

待遇名称
伤残级别及待遇标准

支付标准及方式
5级 6级

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

18个月 16个月
以本人工资为标准，由工伤
保基金一次性支付。

伤残津贴 70% 60%
以本人工资为标准，由用人
单位按月支付。

一次性
医疗补助金

22个月 18个月

以解除劳动合同时青岛市上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标准，由工伤保险基金一次
性支付。

一次性
就业补助金

36个月 30个月

以解除劳动合同时青岛市上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标准，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支
付。

待遇名称

伤残级别及待遇标准

支付标准及方式

7级 8级 9级 10级

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

13个月 11个月 9个月 7个月
以本人工资为标准，由
工伤保基金一次性支
付。

一次性
医疗补助金

13个月 10个月 7个月 4个月

以解除劳动合同时青岛
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标准，由工伤
保险基金一次性支付。

一次性
就业补助金

20个月 16个月 12个月 8个月

以解除劳动合同时青岛
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标准，由用人
单位一次性支付。

待遇名称 待遇标准及支付方式

丧葬补助金
6个月青岛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

职工因工死亡前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20倍。

供养亲属抚恤金
按职工生前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每月计发，标准为：
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
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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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每年有三千余人因工伤而致
残。 2016年青岛开展工伤预防工作以
来，工伤事故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每
年仍有用人单位安全措施不落实，职工
疏忽大意、违反操作规程等而造成工伤
事故。一旦发生工伤，企业和职工应该
怎么办呢？应领取哪些工伤待遇？为了
让职工更加全面地了解工伤保险政策，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报开
设专栏，解答职工心中疑惑，维护职工
工伤权益。
送医救治
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本人或同事

应当在第一时间通知所在单位的安全生
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保护好事故现
场，并根据职工受伤情况，及时将受伤
职工送往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进行救
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医院进
行急救，病情稳定后应及时转入工伤保
险协议医疗机构治疗。
按时申报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的，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
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起30日内，向参保所在地工伤认定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
况，经报工伤认定部门同意，申请时限
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
日。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30日内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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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直接向参保所在地工伤认定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申报工伤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工

伤认定申请表；受伤害职工的有效身份
证明；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
有效证明材料；用人单位事故调查报告
书(个人申报的不必提供)；两人以上的证
人证言(附身份证明复印件)；医疗机构出
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初诊病历、住
院病历，属职业病的提供合法有效的职
业病诊断证明书或鉴定书。
特别提醒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

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工伤保
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
用人单位负担。
发生工伤事故或确诊为职业病之日

起，用人单位或职工超过1年未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的，工伤认定部门将不予受
理，由此发生的待遇问题由受伤职工或
其亲属、工会组织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
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

定或停工留薪期满后，存在残疾、影响
劳动能力的，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向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保险
机构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提交申请时应
当提供以下材料：青岛市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表;工伤认定书原件及复印件；用人
单位开具的《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确认通
知书》，用人单位不给开具的，本人应提交
申请书面材料；受伤部位恢复稳定的彩色
照片；发生工伤后的原始及后续治疗的病
历，相关的检查、化验报告等(复印件需加
盖医院公章)；职业病的应提供《青岛市职
业病诊断证明》复印件。
领取工伤待遇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受到事

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认定为工伤的，
根据鉴定的伤残等级，按照工伤保险条
例有关规定，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
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未依法参加
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应领取的工伤保
险待遇，全部由用人单位支付。具体待
遇如下：

一、停工留薪期内待遇
停工留薪期是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

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
受治疗的期限。停工留薪期由用人单位
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依据
《山东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分类目录》
确定，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
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
遇，按照伤残等级发给伤残待遇。“原
工资福利待遇”中“工资”是指职工在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正
常提供劳动情况下，前12个月的平均工
资收入(含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其
中，正常出勤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月
数计算。
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生活不

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二、工伤治疗期间待遇
(一)工伤治疗。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时，享受工
伤医疗待遇。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
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
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由从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
职工在住院治疗期间领取住院伙食

补助等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住院
自然天数每人每天补助20元；按规定转
往外地治疗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由工伤
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二)康复治疗。工伤职工经过治疗

病情相对稳定后，但仍有持续性功能障
碍而影响生活自理、劳动能力下降的，
可携带身份证、社会保障卡的原件及其
复印件，单位开具的《工伤职工停工留
薪期通知书》以及工伤治疗病历材料，
直接到我市工伤康复定点医疗机构进行
康复评价，经评价具有康复价值的，可
先行入院康复，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康
复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康复住
院治疗期间也可以领取住院伙食补助。
三、经劳动鉴定达到伤残等级的待

遇
经劳动能力鉴定未达到伤残等级或

未申请劳动能力的工伤职工按规定只享
受上述规定的停工留薪期待遇和工伤治
疗期间待遇。达到伤残等级的，按照伤
残等级分别享受下列待遇。
(一)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1至 4级伤

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并按规定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
(二)五级至六级工伤职工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5级至6级伤

残的，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
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
的，由用人单位依照标准按月发给伤残
津贴，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
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经工伤职
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
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三)七级至十级工伤职工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7级至10级

伤残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在解除劳动合同时，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由用
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四、职工因工死亡待遇
职工因工死亡或在停工留薪期内因

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
恤金；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因工伤导
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丧葬补助金和
供养亲属抚恤金。

伤残等级分十级，工伤待遇各不同
青岛市人社局在本报开设专栏，解答工伤保险那些事

职工因工死亡，看清待遇标准

伤残等级不同，相应待遇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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