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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建筑业农民工如何享工伤险
项目开工前需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
根据人社部的部署，本市
2015 年印发《关于做好北京市
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
知》，要求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的建筑施
工企业照规定为建设项目职
工办理工伤保险，落实工伤保
险待遇。
这里提到的工伤保险参
保方式与企业职工有所不
同。企业职工是由单位按月
缴纳工伤保险费，而这里是以
建设项目为单位，为流动性大
的建设项目职工在项目开工

从本月 2 日
起，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专
项督查在全国范
围开展。近年
来，我国从多方
面为农民工权益
织起安全网。针
对建筑施工企业
农民工较多、人
员流动性大的特
点 ，2014 年 底 ，
人社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做好建
筑业工伤保险工
作的意见》，作出
工伤优先、项目
参保、一次参保、
全员覆盖的制度
安排。3 年多
来，住建领域新
开工工程建设项
目 参 保 率 达
99.73% ，累 计
4000 多 万 人 次
建筑业农民工纳
入工伤保险保
障。本市建筑业
工伤保险是如何
落实的？该如何
参保缴费？本期
的社保顾问来聊
聊这个话题。

前一次性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一个建设项目需要很多职
工，但并不是所有职工都要按
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这里的
“建设项目职工”
是指在建设项
目下使用的，参与建筑施工企
业生产经营、建设项目施工作
业，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从业
人员，不包括建筑施工企业中
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相对固定的职工。其中，建筑
施工企业中相对固定的职工，
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流动

性大的建设项目职工，实行按
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作
为专用款项由建设单位在开
工前一次性拨付给施工总承
包企业或直接发包的专业承
包 企 业（以 下 统 称“ 承 包 单
位”
），承包单位负责以建设项
目和本单位名称存入银行帐
户，并且在项目开工前一次性
缴纳工伤保险费，覆盖项目使
用的所有建设项目职工，包括
专业分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
使用的建设项目职工。

工期延长应提前 30 天进行备案并补缴费用
职工每月缴纳工伤保险的
金额由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乘以
缴费比例确定，
建设项目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计算方法为：
本市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月平均工
作日20.83天×60%×保险期（合
同工期总天数÷30 天）×月平均
预计缴费人次×1%（缴费费率），
工伤保险费计算结果四舍五入
保留到
“元”
。
建设项目的工伤保险期

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截止之
日止。如果《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约定有保修期、维修期的，
其工伤保险期限顺延至保修
期、维修期截止日期，工伤保
险待遇按规定执行。
建设项目合同工期因建
筑工程量追加等原因导致工
期延长，承包单位应于合同到
期 30 日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备

案，同时补缴相应的工伤保险
费。应补缴的工伤保险费按
照上述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中
的保险期按照延期天数除以
30 天确定。
如果建设项目在开工前
取消，或者以建设项目参保的
承包单位失去承包资格的，可
以向办理参保的社保经办机
构申请退还已缴纳的工伤保
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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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材料
准备材料：
：
1、
《北京市社会保险单位信
息登记表》一式 2 份并加盖总包
公章。
2、
《北京市建设项目职工工
伤保险一次性趸缴汇总表》一式
3 份并加盖总包公章。
3、加盖总包公章的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书复印件 1 份。

2 窗口办理
携带材料到社保中心窗口办
理泵缴手续并缴费。缴费后领取
《社会保险登记证》。

3 业务办理结束

参保后建设项目职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注意
建设项目职工受到事故伤
害的，由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
的单位（以下称“用人单位”
）
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区县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申请工
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建
设项目职工所受伤害经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后，
核发《建筑业工伤证》，并依法
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
举例来说，五级至十级工
伤和未达到伤残等级的工伤
职工在建设项目工伤保险期
限内，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达到伤残等级的工
伤职工在建设项目工伤保险

期限内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
除劳动关系的，由用人单位到
办理参保的社保经办机构办
理人员减少和终止工伤保险
关系手续，工伤保险基金按照
工伤保险政策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用人单位按照
工伤保险政策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建筑业工伤
证》同时作废。
如果五级至十级工伤职
工随用人单位转入到本市其
他参保建设项目的，由用人单
位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建筑业工伤证》变更手续，变
更后在转入的建设项目工伤

保险期限内工伤保险基金继
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五级至
十级工伤职工随用人单位转
入到未以建设项目缴纳工伤
保险费的施工工地工作后，将
《建筑业工伤证》换为《工伤
证》，用人单位按月缴纳工伤
保险费的，继续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未缴纳
工伤保险费的，由用人单位支
付工伤保险待遇。
针对建筑业工资收入分
配特点，核定工伤保险待遇以
事故伤害发生日本市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基数。
记者 蒋慧晨 D38-1891

1、承包单位应在建设项目所
在地的区县社保经办机构缴纳工
伤保险费。建设项目跨区县的，
由承包单位选择其中一个区县社
保经办机构缴费。
2、支票缴
费需在每月
15 日之前，
使 用
带有
“银联”
标识的银行
卡缴费可全月
（工 作 日）办
理。
制图/刘颖

建设项目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明细表
补偿类型

顾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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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留薪期待遇

一次性待遇
伤残补助金*
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90%
27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85%
25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80%
23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5%
21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8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8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6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5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3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2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11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9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9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6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7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 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
由所在单位负责。
伤残津贴*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9级
10 级

生活护理费（以鉴定等级按
月发给）*

完全不能自理
大部分不能自理
部分不能自理

残疾辅助器具费*
工伤医疗费*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批准，
配置辅助器具费用按《北京市工伤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费用限额标准》支付
治疗工伤伤害部位，
按《工伤保险药品、诊疗项目、住院服务标准支付范围》支付

丧葬补助金*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 个月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20 倍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供养亲属抚恤金*

北京
工伤医疗费*
社 保 注：“*”为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0%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40%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

备注

工伤职
工住院
治疗工
伤 的 ，
伙食补
助费为
每人每
天 30 元
*

配偶：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40%
其他供养亲属：
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
孤寡老人或孤儿：
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增加 10%

工伤职工抢救治疗的费用，
按《工伤保险药品、诊疗项目、住院服务标准支付范围》支付
制表/蒋慧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