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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河河医医疗疗保保险险开开始始缴缴费费了了
成年医保分两档缴费，精准扶贫人员由政府代缴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宋召） 近
日，商河县2019年度医疗保险
征缴工作启动。记者在商河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医疗保险少年儿童档为每
年160元,成年居民一档300元,
二档为每年260元，缴费档次由
本人自愿选择。

此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
人群包括三类，一是中小学阶
段的在校学生、托幼机构在园

儿童以及其他18周岁以下具有
本市户籍的居民（少年儿童）。
二是年满18周岁,具有本市户
籍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和农村居
民（成年居民）。三是持济南市
居住证的外地户籍成年居民、
父母任何一方在济南市有居住
证的外地户籍少年儿童。

其中，根据相关规定重度残
疾、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困难人员，以
及符合我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

医疗保障政策规定的农村七至
十级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参战退役人员，个人不缴费，由
财政给予全额补助（其中，成年
居民统一按个人缴费一档标准
给予补助）。此外，在精准扶贫方
面，2019年度，符合条件的农村
精准扶贫人员，个人不缴费，由
财政全额代缴居民医保参保费

（其中，成年居民统一按个人缴

费一档标准给予代缴）。
新生儿参保问题每年都是

大家关注的重点，对此，工作人
员解释道，新生儿可在户籍登
记后一次性缴纳全年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费。新生儿自出生之
日起3个月内参保缴费的，自出
生之日起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超过3个月以上参保缴
费的，自缴费次月起享受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据了解，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按年度缴费。每年9月1日至
12月31日为下一医疗年度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期。缴费
后，参保人按医疗年度享受待
遇。成年居民和少年儿童的医
疗年度为1月1日至12月31日。
工作人员提醒到，参保人在缴
费期内一次性足额缴纳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费后，方可按医疗
年度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一旦没能按时缴费，将影响
自己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养养老老保保险险1122个个档档

供供居居民民选选择择

目前，商河县2018年度居
民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已经在全
县12个乡镇(街道)陆续开展。商
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工作人员解释道，此次参保缴费
的对象为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
-59周岁，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
保险的商河籍居民。

居民养老保险今年的缴费
档次较往年没有变化 ,缴费标
准全市统一设为每年100元、
3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
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
元、4000元、5000元12个档次。其
中,100元档次只适用于重度残
疾人和精准扶贫人员的最低选
择。除100元档次外,参保人可自
主选择缴费档次 ,按年缴费 ,多
缴多得。个人年缴费额不得超
过最高缴费档次。

在缴费过程中 ,不少商河
居民有这样的疑问,“政府不是
每个月给补贴吗 ,为什么我们
还要自己缴费?”对此,商河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
员解释 ,个人缴纳的保费 ,缴费
补贴全部记入参保人的个人账
户中 ,居民等到满60周岁后 ,个
人账户中的养老金会分为139
个月返还到居民手中。参保人
员如果在缴费期间死亡的，个
人账户资金全部由参保人指定
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
领取 ;参保人员如果在领取养
老金待遇期间死亡的，个人账
户资金有余额的，由参保人指
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
性领取。

据了解，国家建立了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根据
国家规定和我省经济发展等
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计发标
准和基础养老金标准。商河县
基础养老金标准已由2011年
的55元调整到2018年的120元，
如何调整，按省政府文件规定
执行。

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符
合什么条件可以办理待遇领取
手续？对此，商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谈到，
年满60周岁、按规定缴费、未享
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的，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
保制度实施时，年满60周岁、未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不需缴费，可以按月领取
养老金；2011年新农保制度实
施时，45周岁以上的，应按年缴
费，累计缴费不少于实际年龄
到60周岁的剩余年数；允许补
缴，但补缴后累计缴费年限不
超过15年。45周岁（含）以下的，
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限不
少于15年。

缴缴费费途途径径

看看这这里里

1、各镇（街道）辖区内居
民：各镇（街道）负责参保信
息整理工作，汇总后统一由
本镇（街道）人社服务中心录
入信息并打印缴费通知单，
并持缴费通知单到农业银行
缴费；

2、各镇（街道）学校在校
学生：由各镇（街道）组织完

成，参保信息汇总后统一由
本镇（街道）人社服务中心录
入信息并打印缴费通知单，
并持缴费通知单到农业银行
缴费；

3、县直学校在校学生：
县教体局牵头，学生所在学
校负责参保信息的整理，县
教体局汇总后报县医保办居

民医保科统一打印缴费通知
单，教体局工作人员持缴费
通知单到农业银行缴费；

4、县直机关、企事业单
位职工家属：单位统一汇总
参保信息后，报县医保办居
民医保科统一打印缴费通知
单，单位工作人员持缴费通
知单到农业银行缴费。

22001188年年商商河河县县居居民民医医保保住住院院定定点点医医院院名名单单

备注：1 .在济南市内定点医院就医，出院时直接在医院报销结算；在济南市内非定点医院就医，不予报销。请参保群众就医时，，合
理选择就诊医院。在异地(济南市以外)就医的，可持相关材料回县办理报销事宜。

2 .如定点医院出现变更，请以居民医保经办部门的解释为准。 县居民医保科咨询电话：84870658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等级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 省部三级 49 平阴县人民医院 二级

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省中医） 省部三级 50 济阳区人民医院（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 二级

3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省部三级 51 济阳区中医医院 二级

4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省部三级 52 商河县人民医院 二级

5 山东省立医院 省部三级 53 商河县中医医院 二级

6 山东千佛山医院 省部三级 54 商河县妇幼保健站 二级

7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省部三级
55

天桥区无影山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国重汽医院）
二级

8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省部三级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四五六医院 三级 56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二级

1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总队医院 三级 57 济南106医院 二级

1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三级 58 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 社区

12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三级 59 济南医院 二级

13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三级 60 济南市按摩医院 二级

14 山东省胸科医院 三级 61 山东施尔明眼科医院 三级

二级15 山东省肿瘤医院 三级 62 济南西城医院

16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三级 63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二级

17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 三级 64 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二级

18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三级 65 济南耳鼻喉医院 二级

19 山东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 三级 66 济南仁品耳鼻喉医院 二级

20 山东省眼科医院 三级 67 济南白癜风医院 二级

21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68 济南中医白癜风医院 二级

22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三级 69 济南骨科医院 二级

23 济南市中心医院 三级 70 济南中德骨科医院 二级

24 济南市口腔医院 三级 71 山东红十字眼科医院 三级

25 济南市儿童医院 三级 72 济南显微外科医院 二级

26 济南市中医医院 三级 73 济南复元康复医院 二级

27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 74 济南股骨头医院 二级

28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 75 济南脑科医院 三级

29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76 济南银屑病医院 二级

30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77 济南中医精神专科医院 二级

31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二级 78 济南神康医院 一级

32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二级 79 商河精神病医院 二级

33 山东省荣军总医院 二级 80 德维特（山东）肾病医院有限公司 一级

34 山东省交通医院（省立三院） 三级 81 济南五洲医院 一级

35 山东黄河河务局山东黄河医院 二级 82 济南华圣医院 一级

36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二级 83 济南博爱医院 一级

37 山东红十字会医院 二级 84 济南中医肿瘤医院 一级

38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 85 济南中医静脉曲张医院 一级

39 济南市优抚医院（济南市精神病医院） 二级 86 济南天坛中医医院 一级

40 济南市历城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二级 87 济南协和医院 一级

41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 二级 88 济南国医堂医院 一级

42 济南市历城区中医医院 二级 89 济南新视界眼科医院 二级

43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 二级 90 济阳济北口腔医院 二级

44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二级 91 济南中医风湿病医院 一级

45 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 二级

92

至103

许商卫生院、玉皇庙卫生院、殷巷卫生院

乡镇卫生院
46 章丘区人民医院 二级 贾庄卫生院、龙桑寺卫生院、郑路卫生院

47 章丘区中医医院 二级 孙集卫生院、怀仁卫生院、白桥卫生院

48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二级 沙河卫生院、韩庙卫生院、张坊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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