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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工伤保险这些政策，你了解吗？
病之日起 30 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
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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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在此期间发
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 什么是工伤？
工伤，又称“职业伤害”
“ 工作伤害”，指劳动者在从事
职业活动或者职业责任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事故伤害
和职业病伤害。

□ 工伤保险费应由谁来缴纳？
工伤保险费应由用人单位按时缴纳。职工个人不缴
纳工伤保险费。

□ 哪些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 工伤医疗待遇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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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哪些情形可视同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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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限是如何规定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
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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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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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2）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医疗机构出
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
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
通 、食 宿 费 用 从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支
付，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
区人民政府规定。
（3）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
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
符
合规定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
扫一扫，关注“九江
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
社保”微信公众号，
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了解更多社保政策。

关于从 2022 年 10 月起对九江市本级超期未认证人员暂停发放养老金的公告

2021 年 9 月，我中心通过媒体发布了《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九江市本级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公告》，要
求已在我中心领取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
员，需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365 日认证周期内）进行养老
金领取资格认证。经核实,目前尚有部分退休人员未进行
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保障养老保险
基金安全，有效防止基金流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

“养老钱”，根据《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
行）》
（人社厅发〔2018〕107 号）、
《江西省推进养老保险待
遇 领 取 资 格“ 静 默 认 证 ”便 民 化 若 干 措 施》
（赣 人 社 字
〔2021〕232 号）等文件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自今年 10 月
起，对 219 名超期未认证的退休人员（具体名单见附表）暂
停发放养老金，待其认证后次月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暂停
发放期间的养老金。为减少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聚集，

建议大家尽量通过手机进行自助认证，或通过子女或亲朋
好友的手机帮助认证。
咨询电话：0792-8581179、8581926。
特此公告
九江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2022 年 9 月 23 日

九江市本级超期未认证暂停发放养老金人员名单
姓名
申琪珍
孙克昌
黄春梅
刘行远
吴留勇
蔡正献
刘谋来
王再娥
廖和华
余木定
何成敏
钟福雨
余孝友
梅倚妹
尹胡飞
熊宝卿
陆荣华
陈晓毛
熊元洲
卫燕燕
王志达
章拔英
刘有明
潘龙英
林进顺
梅其军
余建郎
荣秀兰
鲁金伟
吴乐忠
刘国泰
吴裕仕
邢志鹏
文行初
徐福妹
任友仁
张 犁
徐凯云
万里涛
陈国辉
倪玉枝
柯玉胜
孙德华
张福林

身份证号
3604031947****0043
3604021947****0012
3604031947****0020
3604031947****241X
3604021947****0014
3604031947****1211
3604031947****1813
3604031947****0960
3604021947****0021
3604031947****0620
3604031947****0920
3604031947****0037
3604031947****0040
3604021947****0041
3604031947****0032
3604021947****0016
3604031947****1219
3604031947****035X
3604021947****0019
3604031947****1828
3604021947****0714
3604231947****002X
3604031947****0937
3604031947****1528
3604031947****0619
3604211947****4810
3604031947****0013
3604241947****5321
3604031947****0331
3604021947****0034
3604021947****0038
3604031947****1849
3604031947****0012
3604021947****0014
3604031948****0620
3604031948****2417
3604031948****031X
3604031948****005X
3604021948****0017
3604031948****1214
3604031948****0029
3604021948****0715
3602121948****0728
3604021948****3517

姓名
韩西林
李美华
陈信春
胡维书
袁金枝
葛振强
陈海龙
董 冰
王定枝
夏家信
彭思兰
周淼英
华玲娣
吴学成
朱美华
朱礼银
蔡 颖
蒋风雨
周阿春
熊美珍
王秀英
曾昭智
周淑人
冯上虎
赛桂枝
王克勤
张俊军
周润生
张锦文
唐国珍
叶小芽
李春梅
李自萍
宋巧女
张月莉
杜永娥
项艳霞
蒋兆云
朱秀梅
秦菊华
袁爱香
谢学舜
周爱珍
丁健辉

身份证号
3604031948****1219
3604031948****0029
3604031948****0019
3604031948****0917
3604031948****0643
3604031948****0919
3604031948****1230
3604021948****0533
3604021948****004X
3604031948****0011
3602121948****0723
3604021948****0023
3604021948****0025
3604031948****0918
3604021948****2726
3604031948****0320
3604031948****0026
3604031948****1216
3604221948****6019
3604021948****3525
3604031948****0325
3604031948****0029
3604031948****0324
3604031948****0616
3604031949****0325
2306031949****2318
3604031949****0618
3604031949****0079
3604031949****0636
3604031949****0665
3604031949****0635
3604031949****0024
3604021949****0022
3604031949****0921
3604031949****1520
3604031949****1229
3604031949****0640
3604031949****0322
3602121949****0723
3604021949****0022
3604031949****0625
3604031949****0037
3604021949****0103
3604031949****1515

姓名
林利爱
江银生
何欣欣
卢佩玉
吴明亮
史翠花
田代娣
曾志华
胡德桃
钱金龙
李为刚
祁牛英
于际云
胡 兵
周婉茹
曹国英
叶慰祖
张秀荣
马金龙
王菊妹
孙业珍
张丽萍
陈世凤
张玉兰
陈华其
潘玉珍
李学德
张文举
王荣胜
陈根娣
刘令
卢和兴
姜鸿年
蔡淑兰
梅建军
孔月园
蔡茂卿
丁金富
王海金
刘水磙
陶玉林
殷毓云
陈帮连
刘晓芳

身份证号
3604031949****1521
3604031949****0016
3604031949****0014
3604021949****0028
3604031949****0916
3604021949****1120
3604031949****062X
3604021949****0029
3604021949****0024
3604021949****0018
3604031949****0356
3604031949****122X
3604031949****0925
3604031949****0618
3604021949****0069
3604031949****0929
3604031949****0916
3604031949****1528
3604021949****001X
3604031949****0627
3604031949****0340
3604021949****0527
3604031949****1824
3604031949****1820
3604031949****1832
3604231949****0028
3604031949****0319
3604021949****0055
4452211949****6873
3604031950****1229
4128251950****3367
3604031950****1512
3604031950****0039
3604031950****1525
3604031950****0913
3604021950****0047
3604031950****092X
3604021950****0033
3604021950****0011
3604021950****0056
3604031950****0931
3604031950****0028
3604021950****4578
3604031950****0043

姓名
身份证号
姓名
汤霞梅 2101121950****0228 董纪祥
严佩琴 3604031950****2424 孙小毛
王秀娟 3604021950****0021 孔火林
季秋英 3604031950****1221 薛家祥
方基德 3604031950****0051 梅火枝
赵莲英 3604021950****0023 周绍美
李美荣 3604031950****0022 胡腾云
许金德 3604021950****1113 涂旗龙
王霞萍 3604031950****0025 王觉强
方江林 3604021950****1111 李贵海
施继惠 3604031950****1825 李荣才
肖美珍 3604031950****002X 彭妙芬
程桃荣 3602121950****0726 顾爱玉
付媛媛 3604031950****0049 熊海峰
殷工上 3604031950****0025 蒋枫友
江平
3604031950****1826 何道珍
宋保娣 3604031950****0625 谢爱辉
董阿林 3604031950****0322 王惠英
王香梅 3604021950****0060 魏炎姣
顾伟民 3604021950****001X 柴秀英
李敏
3604031950****1825 殷明归
夏尚纯 3604031950****0033 张涤萍
宗翠凤 3604031950****0342 陈善琪
高从刚 3604031950****0318 杨绿云
徐大卫 2202031950****3014 孙启银
章利华 3604031950****0407 聂存珍
陆俊虎 3604031950****0617 况德明
陈兆军 3604031951****0030 武卫国
李德良 3604031951****1816 汪泽兴
杜栋
3604021951****0012 饶德奇
郭宝根 3604211951****4093 刘月珍
葛建华 3604021951****0033 韩伟华
徐江荣 3604031951****0027 陈新华
殷继生 3604031951****0619 严亚文
俞娥明 3604031951****0669 张庆芳
张向红 3604031951****1544 邹全生
张辉丽 3604021951****002X 艾施信
王永贞 3604021951****002X 徐铭发
藏桂英 3604021951****0041 王荣珠
苏冬英 3602121951****0720 吴秀妹
蔡新妹 3604021951****0026 黄先梅
张宝丽 3604031951****1521 黄干木
戴桂英 3604021951****0048 黄 超
胡木英 3604021951****0529

身份证号
3604031951****0314
3604031951****1821
3604031951****0016
3604021951****0014
3604021951****0022
3604021951****0022
3604031951****003X
3604021951****3516
3604031951****241X
3604031951****0038
3604031951****002X
3604031951****0022
3604031951****184X
3604031951****002X
3604031951****0061
3604021951****3521
3604031951****0644
3604021951****0020
3604031951****0662
3604031951****0926
3604021951****0038
3604021951****0026
3604021951****003X
3604021951****0028
3604031951****0028
3604021951****0027
3604031951****0915
3604031951****0118
3604031951****211X
3604021951****0715
3604031951****0020
3604021951****112X
3604231951****0019
3602121951****0720
3604031951****123X
3604021951****0914
3604021951****0057
3604031951****0618
3604021951****0028
3604031951****0961
3604021951****0062
3604021951****0014
3604031951****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