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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近日，人社部社保中心发
出《关于2018年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核定基数的通知》，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从 2 0 1 7 年度的
672320元提高至727920元，增加
55600元。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指
在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按
照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
金中对其直系亲属支付的一次
性赔偿。职工的死亡使其亲属
丧失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导致
其生活水平的下降，这是工伤
事故的后果之一，因此应当予
以赔偿。

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工
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第(三)项规定，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倍。这个标准在全国统一执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2017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因此，
2018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为：36396元×20倍=727920元。

我国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3616元，那么2017年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33616
元×20倍=672320元。也就是说，
2018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比2017年增加了55600元。

要注意的是，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核定基数是上一年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不
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以2017年为例，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
元，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25974元。

若以后者为核定基数计算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那么将少
计算近20 . 8万元。

据了解，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如果用
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
险，工亡劳动者的近亲属有权要
求用人单位支付前述工亡赔偿。

工伤发生时间在2018年1
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为
727920元计发。2018年1月1日后
至调整前发生工亡事故且已领
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将按
新标准补发差额。

据《齐鲁晚报》

山东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提高至727920元

4月12日起，K92路优化调整
部分运行路段

K92路赵家庄开往济南大
学方向优化调整后沿纬二路向
南、经六路向西、纬六路向南、
经七路向西恢复原线，济南大
学开往赵家庄方向优化调整后
沿经七路向东、纬六路向北、经
五路向东、纬二路向北恢复原
线，新设口腔医院（路北）、三中

（路北）、经六路纬六路（路北）、
经五路纬六路（路南）、经五路
小纬四路（路南）、经五路小纬
二路（路南）站点，撤销纬二路
经七路（路西）、经七纬四、经七
路小纬六路站点。

4月11日起济南公交延长3
条线路营运时间

T3路：腊山立交桥末班车
发车时间由16:45延长至17:40；龙
奥公交枢纽末班车发车时间由
17:50延长至18:50。

142支：西八公交车场首班
车发车时间由8:30提前至6:30；
西八公交车场末班车发车时间
由18:40延长至19:00；吴家末班车
发车时间由17:20延长至19:00。

K98：世购服装广场首班车
发车时间由6:00提前至5:30；洪
家楼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0:30延
长至21:00。

4月11日起，142路支线优化
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142路支线优化调整后沿望
岳路向南、红符路向西、吴家村
道路向北再向西至原吴家公交
站点，新设西仙村、山东省廉政
教育馆、吴家南、吴家北站点，
撤销原望岳路、西仙村东、西仙
村站点。

济南公交路线调整

京剧《审头刺汤》
《三岔口》《春草闯堂》
时间：4月13日19：15
地点：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儿童剧《泡泡传奇秀》
时间：4月13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50-180元

歌舞晚会《天边的祝福》
时间：4月13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100-580元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管乐重奏音乐会
时间：4月13日、14日19：30
地点：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票价：40-100元

大型现代科技多媒体互动
儿童剧《我是机器人》
时间：4月14日10：00、14：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50-220元

经典儿童剧《灰姑娘》
时间：4月14日10：00、15：00
地点：都市实验剧场-JN150剧场
票价：100元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
《旋转卡门》
时间：4月14日14：30、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80-880元

格林童话剧
《灰姑娘·水晶鞋》
时间：4月14日、15日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票价：50-150元

京剧《赵氏孤儿》
时间：4月14日19：30
地点：梨园大戏院（济南）
票价：20-100元

《指环王》——— 奥斯卡获奖
电影金曲精选音乐会
时间：4月14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80-380元

大型原创黄梅戏《女驸马》
时间：4月14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儿童剧《泡泡传奇秀》
时间：4月15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大型原创黄梅戏《太白醉》
时间：4月15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音乐话剧《雁叫长空》
时间：4月17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380元

浪漫音乐季
田佳鑫钢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4月17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50-150元

“鑫动2018”田家鑫钢琴独
奏音乐会全国巡演
时间：4月18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150元

英文原版话剧《凯撒大帝》
时间：4月18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380元

《庆五一诗歌朗诵》
民族音乐会
时间：4月20日、21日19：30
地点：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票价：40-100元

《常礼举要》精讲课（九）
时间：4月14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奎虚书
藏·明伦堂（明湖路275号）

《传习录》讲读课（三十七）
时间：4月14日14：30-16：3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孟子》精讲（五十八）
时间：4月15日9：30-11：00
地点：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园·
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 唐 玄 奘 与 法 相 唯 识 宗
（中）》
时间：4月15日下午14：15
地点：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中心（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
侧）

摄 影 沙 龙《 拍 好 身 边 故
事——— 吕廷川》
时间：4月14日14：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
小报告厅

不讲道理，讲效果——— 从梁
漱溟先生家教家风谈起
时间：4月15日14：00-16：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大报告厅

七彩泉故事会《借尾巴》
时间：4月15日10：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小报
告厅

七彩泉谈书《夏洛的网》
时间：4月15日15: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老馆六楼
报告厅（中山公园西邻）

山东重点整治5大路段8类车辆

制制图图//王王宁宁

自3月22日起
至5月31日，省公安
厅在全省部署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
净化行动，加大严
重交通违法查处，
强化源头隐患排
查治理，切实提升
交通事故预防的
针对性和路面管
控的实效性，为上
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交通安保工
作奠定坚实基础。

据大众网

皂此次道路交通安全净化行动整治的重点路段：进山东、进
青岛的道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道路，临水、临崖、桥梁、涵洞
等隐患路段，事故多发点段，非法占道经营、交通设施缺失、通
行秩序混乱的路段。

皂整治的重点车辆：货车、营运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
客车、接送学生车辆、危化品运输车、低速载货汽车以及缉查
布控系统预警的重点布控车辆。

皂整治的重点违法行为：假牌套牌，逾期未检验、已注销或达
到报废标准仍违法上路行驶，酒驾，醉驾，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
规运行、超速、疲劳驾驶，货车超载、野蛮驾驶，农村面包车超员，

“黑校车”、低速载货汽车违法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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