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府办函〔2020〕34号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0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

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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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0 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琼医保

规〔2019〕1 号印发，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海南省医疗

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明确特定人员参保

缴费及待遇享受问题的通知》（琼医保〔2020〕43 号）、《海南

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

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关于转发<国

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

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高质量打赢医

疗保障脱贫攻坚战的通知>的通知》（琼医保〔2020〕119 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关于开展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

缴工作的通知》（琼税发〔2020〕60 号）等相关规定，为顺利

开展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结合我县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征缴对象

（一）具有本县户籍，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覆盖范围的人员；不能足额享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且确实无能力补缴的退休人员。

（二）具有本县学籍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在校（园）生。

（三）已经取得本县居住证,且未在原籍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外省户籍非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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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经取得本县居住证,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外籍人员。

（五）服刑人员（包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

员）。

（六）符合《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的其他人员。

上述所列征缴对象中，往年参保缴费人员可通过当地税

务机关提供的各种缴费方式直接缴费，新增参保人员需先到

代征点完成参保登记后再缴费。

二、缴费标准及信息系统管理

（一）缴费标准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 280 元。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低收入家庭

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周岁）、老年

人（年满六十周岁以上）、低收入家庭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

疾人等特殊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纳的基本

医疗保险费按照《海南省医疗救助实施办法》规定予以补贴。

根据《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扶贫工

作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调整我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助政策的通知》（琼

医保规〔2020〕3 号）规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参保，从全

额代缴调整为定额资助（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按原政策执行）。调整后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的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90%（即 252 元/人/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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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付 10%（即 28 元/人/年）。

（二）缴费信息系统管理

2020 年县医保局、县税务局、县社保中心、各乡镇代征

点需统一使用新的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新信息系统”），办理参保登记、费款核定、费款

征收、特殊人群核定、退费等业务。“新信息系统”由县社保

中心负责管理，县医保局负责业务指导。

三、缴费时间与征缴渠道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 9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逾期原则上不再征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关

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有关事项的通告》（2019 年第

13 号）要求，征收渠道及代征点保持不变（原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费代征点为各乡镇居委会、便民中心，原新农合代征点

为各乡镇财政所）。

四、征缴职责分工

（一）县税务局

负责进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通过新信息系

统将征收数据传输至县社保中心，负责指导各代征点办理征

收业务，负责定期汇总全县参保人员名单和特殊人员参保名

单，提供给县医保局、县社保中心，牵头组织征收宣传工作。

（二）县医保局

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解释，负责接收确认符

合享受财政补贴的人员名单，并及时将名单提供给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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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社保中心，负责从医疗救助专户中支出政府代缴部分资

金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垦区城镇户籍贫困人口、特困

供养人员、孤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低收入家庭中的一、

二级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周岁）、老年人（年满

六十周岁以上）、低收入家庭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疾人等特

殊人员进行代缴，与县税务局、县社保中心联合开展宣传培

训动员等工作。

（三）县残联、县民政局、县扶贫办、县卫健委、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认真核实本部门负责的符合财政补贴人

员，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具体如下：

1.县残联

在 11 月 10 日前向县民政局提供县内一至四级残疾人员

名单信息。

2.县民政局

在 12 月 10 日前向县医保局报送特困供养人员、孤儿、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低收入家庭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

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周岁）、老年人（年满六十周岁以上）、

低收入家庭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疾人等享受减免人员名单。

3.县扶贫办

在 12月 10日前向县医保局报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垦区城镇户籍贫困人口享受减免人员名单。

4.县卫健委

组织各乡镇计生办于 11 月 10 日前认真核实本辖区农村

“两户家庭”享受减免人员名单，统一汇总后在 12 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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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县医保局报送农村“两户家庭”享受减免人员名单，同时

向县财政局申请代缴资金并及时将资金转入财政基金专户。

5.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 12 月 10 日前向县医保局报送享受减免的优抚对象人

员名单，同时向县财政局申请代缴资金并及时将资金转入财

政基金专户。

（四）县社保中心

负责通过“新信息系统”办理新增参保人员参保登记、

信息变更等业务，根据县医保局提供的财政补贴人员名单，

将相关信息录入新信息系统，负责指导各代征点办理经办业

务，与县税务局、县医保局联合开展宣传培训动员等工作。

（五）县财政局

负责配合经办部门申请政府代缴资金，安排拨付财政补

贴资金。

五、征收及退费办理程序

（一）参保登记

县社保中心负责新增参保人员参保登记及保费核定等业

务，指导各代征点通过新信息系统做好参保登记及保费核定

等工作。

（二）征收划解

县税务局依据新信息系统的已核定数据进行征收，指导

各代征点做好征收工作。参保人员可通过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缴费二维码等渠道自助

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或持具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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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其他银行的借记卡或信用卡）到海南农信社 ATM 或 CRS 自

助终端设备缴纳，还可以通过专用 POS 机、“村医通”直接刷

卡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已征费款，每日汇总从“待

报解社会保险费”专户划转至县人民银行国库。

（三）对账机制

县税务局与金融服务机构每月定期核对征缴数据信息和

委托银行扣款信息，并与国库核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的入库信息。若信息核对有误，应及时查找原因并做相应处

理。

（四）退费处理

根据《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关于明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退费有关事

项的通知》（琼医保〔2020〕44 号）的规定执行，申请退费的

城乡居民将申请材料报送至所缴费代征点，代征点确认退费

材料无误后报送至县税务局，县税务局受理退费申请，于 5

个工作日内核实“申请人已缴费”信息，并将确认已缴费的

退费申请材料传送至县社保中心复核；县社保中心于 10 个工

作日内完成复核，将保费退还至城乡居民缴费账户，并将已

办理退费信息传输至县税务局；县税务局进行退费销号，于 3

个工作日内更新信息系统中退费人员的缴费信息，并通知相

关金融机构维护缴费人员到账信息。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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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高，各职责部门要在全面、严谨、及时履行职责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协同

配合的征收机制，各乡镇政府要成立专门征收机构，组织村

（居）委会做好征缴、宣传、动员等工作，为征收工作有序开

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广泛宣传动员

县税务局、县医保局、县社保中心等部门要建立联合培

训机制，共同加强对代征点的业务培训指导，充分利用报纸、

广播、微信、LED 屏、互联网、短信等媒介，广泛开展缴费方

式和待遇享受等政策宣传，着重提醒参保人存款不等同于缴

费，避免出现漏缴情况。

（三）加强监督检查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

责的态度，确保按时完成征收任务。县税务局、县财政局、

县医保局、县社保中心将适时组织人员对乡镇、村（居）委

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进行检查。对玩忽职守、

敷衍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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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0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任务

乡镇名称 2019 年城乡医疗保险缴费人数 2020 年城乡医疗保险任务数

牙叉镇 33182 33346

元门乡 6288 6323

细水乡 5597 5631

南开乡 4562 4593

打安镇 15316 15408

阜龙乡 5230 5301

七坊镇 32151 32302

青松乡 8565 8659

邦溪镇 11018 11183

荣邦乡 11012 11092

金波乡 6849 6921

合计 139770 140759

备注：任务数以预算数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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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省属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