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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泰山云上庙会”将于5月16日举行
公众可通过网络直播、微视频、图文资讯等逛会

企业单位如何办理单位参保？参保职工住院可享受哪些待遇？2020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
准是多少？什么是医保电子凭证？……近日，泰安市医疗保险事业处推出《医疗保险知识问答》手册，对大家
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医保知识进行详细解答。即日起本报将对这些问答知识，分期刊登介绍。

职工医保参保缴费

一、企业单位如何办理单位参保及变更登记？

企业单位在工商局取得营业执照或对营业执照进行变更后，

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医疗保险窗口，申请办理参保或变更登记。业

务办理需提供：《社会保险登记表》、《社会保险登记补充信息表》或

《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

二、机关事业单位如何办理单位参保及变更登记？

机关事业单位按照相关文件成立或对单位相关信息进行变更

并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后，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医疗保险窗口，申

请办理参保或变更登记。业务办理需提供：《社会保险登记表》、《社

会保险登记补充信息表》或《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

三、参保单位如何办理新入职员工医疗保险参保手续？

参保单位录用新员工后，可通过单位网上申报服务系统为员

工办理职工医保参保手续。医保处审核通过后，单位三个月内将材

料报至政务服务中心医疗保险窗口。企业报送：《泰安市参加社会

保险人员增减情况表》(单位盖章、职工签字齐全);机关事业单位报

送：《泰安市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增减情况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缴费基数一致)。

四、参保职工退休后如何办理退休医疗待遇？

参保职工按规定办理完退休手续后，须由单位提报《退休人员

缴费年限认定表》和《退休审批表》，对退休职工进行医疗保险缴费

年限审核认定。只有达到规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要求的方可享受

医疗保险退休待遇；未达到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须一次性或

分期补足缴费年限后才能享受医疗保险退休待遇。

参保职工退休时缴费年限要求：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男不

低于25年、女不低于20年且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0年。

五、参保职工(不含退休人员)如何办理医疗保险转入？

职工办理参保手续后，可将外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转入本地。办理转入需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

或提供职工原参保经办机构开具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经

办人员收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或《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凭证》后，向职工原参保机构发出《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联系函》。经办人员在收到原参保机构开具的《参保凭证》和

《变更信息表》后在本地维护职工缴费历史。待省级医疗保险关系

异地转移平台升级改造后，省内参保人员医保可实现电子化转移，

取消参保人员往返参保地开具参保凭证、邮寄纸质转移材料等环

节。

六、参保职工(不含退休人员)如何办理医疗保险转出？

职工因工作调动等原因转到外地参加医疗保险时，可将本地

的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转到新就业地。在单位办理完减员后，职工本

人可到经办窗口开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职工将《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凭证》交至新参保地经办机构。在收到新参保地经办机构

开具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后，经办人员将记录

职工参保缴费信息的《参保凭证》和《变更信息表》发给新就业地经

办机构。待省级医疗保险关系异地转移平台升级改造后，省内参保

人员医保可实现电子化转移，取消参保人员往返参保地开具参保

凭证、邮寄纸质转移材料等环节。

七、参保单位如何进行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申报？

参保单位在一个缴费年度开始时需要申报缴费基数。职工以

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作为当年缴费基数，用人单位以职工缴费

基数之和作为缴费基数。其中，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上

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照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作为缴费基数；高于上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

照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作为缴费基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缴费基数一致)。参保单位通过医疗保险网上服务系统提报缴费基

数，医保处审核通过后，单位将《医疗保险费申报缴费承诺书》送至

政务服务中心医疗保险窗口存档。

八、疫情期间医疗保险缴费政策是如何规定的？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医疗保险

缴费比例减轻单位负担。2020年企事业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缴费

比例情况如下：

九、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是如何确定的？

按照山东省医疗保障局要求，虽然自2019年7月起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分离，但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仍与养老保险保持一致。

职工待遇及报销
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的划入比例是如何

确定的？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

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

险费(2%)，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部分根据本人记账基

数的一定比例计入：35周岁以下的，按1%计入；35周岁(含)以上45周

岁以下的，按1 . 5%计入；45周岁(含)以上的按2%计入。退休职工75周

岁以下的按本人记账基数的5 . 5%计入；75周岁(含)以上的，按本人

记账基数的6 . 5%计入。

十一、参保职工住院可享受哪些待遇？

参保职工患病住院，政策范围内费用统筹基金按一定比例报

销。社区(乡镇)定点卫生服务机构、一级、二级、三级定点医院每次

住院的起付标准分别为300元、400元、500元、600元。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10万元(含)以下的住院医疗

费用，一级及以下、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在职职工及灵活就业

人员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90%、88%、86%，同时实行报销比例

与缴费基数挂钩制度，最低缴费基数以上每增加20%提高1个百分

点，最高不超过92%；退休人员分别为95%、93%、91%，低保、重残人

员补助后最高支付比例为95%。

参保职工患大病住院政策范围内费用超过统筹基金支付限额

以上部分，大额医疗救助基金再按一定比例给予救助。10—25万元
(含)部分，按90%补助，25—35万元(含)部分，按60%补助，35万元以

上按50%补助，上不封顶。

十二、参保职工如何办理转诊转院手续？费用如何计算？

参保人员因病确需转诊转院治疗的执行分级医疗和逐级转诊

制度。先市内后市外，先省内后省外。
1、参保人员患病需要在市直定点医院之间转院治疗的，由首

诊医院提出转诊转院意见，经转往医院医疗保险科(室)审核同意后

直接上传系统备案实施。
2、参保人员患病确需转往市外医院就医的，由具有转院资格

的定点医院相关科室提出转诊转院意见，到本院医疗保险办公室
(科)办理审核备案手续。医院医疗保险办公室(科)审核并进行社保

卡鉴权。符合条件的，直接上传系统备案实施，参保人员直接到异

地住院即可；鉴权未通过或无社保卡的，通知参保人员到相应社保

服务大厅社保卡管理窗口进行技术处理或即时办卡后，到医保经

办机构或回转出医院办理异地联网结算备案手续。
3、参保人员因出差、探亲等在外地发生急诊住院的，住院后可

通过“泰安医保”手机APP、“泰安医保”支付宝小程序、传真、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供门(急)诊病历及入院记录，或携带材料直接到政务

服务中心医保服务窗口办理备案手续。

转诊转院或急诊住院，其住院医院属于异地联网定点医院范

围、且社保卡经鉴权符合联网条件，在就医医院直接结算；社保卡

不能使用或在非联网医院发生的费用，先由个人全额垫支，出院后

及时携带住院病历复印件或出院小结(医院盖章)、有效报销凭证、

费用明细清单等材料到窗口办理结算。发生的费用，备案人员个人

先自付8%，未备案人员先自付30%，并执行三级医院的起付标准，

其余部分按本市三级医院就医待遇标准执行。

十三、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住院待遇如何享受？

如发生无第三方责任意外伤害需住院治疗的，需填写《泰安市

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住院备案表》、《泰安市基本医疗保险意外

伤害住院报销个人承诺书》，报入住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
(科)审核备案后，方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住院待遇。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见习
记者 金文茜) 借助网络云
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庙
会”即将与公众见面。5月10
日，首届“泰山云上庙会”新闻
发布会在岱庙举行，以“大美
泰山·云上庙会”为主题的“泰
山云上庙会”将于5月16日至
24日举办，届时公众可以通过
网络直播、微视频、图文资讯
等形式逛泰山庙会。

2020年，受疫情特殊形势影响，
本届庙会不再按照惯例在岱庙举
行。本届庙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经组委会与文旅、互联网等专家研
讨后，本次庙会大胆创新，以互联网
+传统庙会的概念，以网络直播、微
视频、图文资讯等形式推出首届“泰
山云上庙会”，避免线下庙会易导致
人群聚集的隐患，“云上庙会”将突

破地域限制，让全国乃至全球游客
足不出户，通过逛“云庙会”更直观
地目睹泰安旅游风采，了解泰安文
化。

“云上庙会”期间，将有全国知
名网红主播、网络大v参与，其中包
含千万粉丝级别的大主播，累计粉
丝总量2个亿的抖音矩阵参与直播。
组委会甄选了百余款泰安原产地产

品，包含泰山特色农副产品，非
遗产品。此次“云上庙会”可以
通过直播、小视频等形式探美
食、品非遗、看表演、观日出、云
游泰山。5月16日开幕式当天，
庙会将启动24小时不停播，让
全球网民共襄文化旅游盛举。
庙会期间，将通过云平台直播
入口，每天上午和下午各1小时
直播文艺汇演、非遗产品展演
以及商家产品展销等内容。泰

安当地的抖音直播达人每日也会进
行直播宣传。

泰山东岳庙会是中国历史最悠
久、影响最大的庙会之一，自1986年
泰山东岳庙会恢复举办以来，影响
越来越大。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了11届，已经
成为泰安文化旅游的一个品牌。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
(记者 侯海燕 通讯员
陶常鹏) 5月11日，泰安市
岱岳区首个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实验室(PCR实验室)
正式运行新冠肺炎核酸检
测，最大日检测量可达280
人份。实验室的建成使用
将填补岱岳区核酸检测空
白，可大大提高检测效率，
同时将大幅度扩大社会服
务能力，可陆续开展新冠
肺炎、食源性疾病、麻疹等
多项检测服务，为防疫工

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岱岳区疾控中

心自4月初开始筹建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实验室，经过多
次专家论证、现场指导，历
时1个月，投资41万元，改造
实验室6间、150余平方米，
新购核酸提取仪、负压柜、
高压消毒设备、扩增仪等设
备20多台(件)，经市级专家
现场查看，实验室设置、人
员资质、仪器设备等多方面
均达到PCR实验室标准要
求。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记者 张
伟) 5月11日，泰安市消防救援支
队通报两起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情
况，泰安市泰山区九州新型装饰材
料精品城(管理单位：泰安市华伟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被罚款10万元，泰
安市泰山区长城五金机电商城(管
理单位：泰安金城商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被罚款九万元。俩单位负责
人被警示约谈。

2020年4月7日4时36分，泰安市
泰山区九州新型装饰材料精品城2
排16B顺丰广告公司一楼发生火

灾，火灾烧损储物橱、电视机等物品
一宗，过火面积约5平方米，无人员
伤亡。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电气线路
故障引发火灾。

泰安市泰山区消防救援大队依
据《山东省消防条例》第七十三条之
规定，对管理单位泰安市华伟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罚款十万元的处
罚决定，并对该单位消防安全责任
人和管理人进行了警示约谈，对精
品城内所有商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

2020年4月24日8时05分，泰安市

泰山区长城五金机电商城在停业装
修改造过程中发生火灾，火灾烧损位
于一楼B区北通道内摆放的桌椅、
床、布料等物品一宗，过火面积约15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起火原
因为施工人员在切割金属管道过程
中产生的熔渣引燃可燃物。

泰安市泰山区消防救援大队依
据《山东省消防条例》第七十三条之
规定，对管理单位泰安金城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九万元的
处罚决定，并对该单位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警示约谈。

消防通报两起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两单位负责人被警示约谈罚款19万元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岱岳区有了实验室

本报泰安5月11日讯
(记者 朱德明 ) 5月20
日、5月21日快到了，因谐
音“我爱你”，成为很多新
人结婚登记爱挑选的日
子。11日，记者在泰安市民
政局社会事务科了解到，
为避免人群聚集、滞留，

“520”登记需预约，并实行
分时、错时登记。

泰安市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工作人员提醒，需要
办理婚姻登记的准新人

们，可实行电话和网上预
约制，现场进行分时段登
记、错时登记。“最近收到
很多咨询预约，为了做好
疫情防控保障工作，单位
每天都要早晚进行消毒。”
11日，岱岳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工作人员说。

截至11日，预约2020
年5月20日、21日结婚登记
的人数已较多，民政局建
议，未预约的新人，尽量选
择其它日期。

“520”登记需要预约
准新人们领证别扎堆

“泰山云上庙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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