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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广大城乡居民的一封信
全市广大城乡居民：
医疗保障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事业，做好医疗
保障工作对防止“因病致贫”、推动脱贫攻坚、共同
实现小康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20 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筹资标准
确定为：一般居民缴费标准为 300 元/人，学生少儿为
200 元/人，符合条件的民政救助对象和建档立卡低收
入人口实行财政资助参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集中缴
费期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集中缴费期内
缴费参保的没有等待期，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生效，
过了集中缴费期补缴参保的对象须经过 3 个月等待期
后方可生效。

参保缴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委托代征，到各
村 （社区） 社保一体机“小黄机”刷卡缴费；二是通
过“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小程序缴费；三是到农
村商业银行窗口缴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缴纳 2020 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费，不管哪一种缴费方式，都要确认
缴费到医保账户才行。
今年，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结报政策与泰
州市级接轨，居民医保待遇与泰州居民医保待遇相
同，报销比例大幅提升，结报范围不断扩大，参保对
象得到更多的救助和实惠，获得感不断增强。
俗话说“好天防阴天、好人防有病”。医疗要保
障，参保是前提，请大家要充分认清“保则大病有保

障，不保则大病成大难”的事实，千万不要忘了为自
己和家人及时参保缴费，防止“停保、断保、漏保”
现象的发生。
风霜雨雪人生路，医疗保障伴你行。我们将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履
行医疗保障职能，为全市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全家幸福！
兴化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

2020 年度兴化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单
一、参保范围
具有兴化市户籍的城乡居民或持有兴化
市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包括农村居民、
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校学生及未成年人）应参
加兴化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参保方式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按年缴纳，集
中缴费期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到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的村部或城市社
区的小黄机办理参保缴费。
2.通过“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小程序
缴费。
3.本市各农村商业银行网点窗口办理参
保缴费。注意：缴费时要说明是缴纳 2020 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费。
4.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人可以登
录江苏政务网链接江苏社保电子票库（网址
http://www.jszwfw.gov.cn/col/col140096/index.
html）获取社会保险费电子票据电子信息,下载
保存或输出打印《社会保险费电子票据》。
参保缴费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
补充：
城乡居民未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
的，将从缴费到账 3 个月后享受医保待遇。当
年度“大中专毕业生、外市户口迁入、退役人
员、
刑满释放人员”
首次参保，
自参保缴费到账
次月起享受待遇。当年出生的婴儿在出生后
三个月内参保缴费，
自其出生之日起发生的医
疗费用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报销。
首次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人员，需凭身份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居
住地的乡镇（街道）劳服所办理参保信息登
记，然后到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的村部或城市
社区的小黄机办理参保缴费。
三、缴费标准
2020 年度城乡居民个人缴费 300 元/人；
学生少儿个人缴费 200 元/人。
四、转保接续
已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就业后由
单位缴纳职工医保的，在缴费到账次日起享
受职工医保待遇；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
医保的，仅可在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变
更，缴费到账后按规定从下一自然年度享受
职工医保待遇。已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因
生活困难等原因转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在其停缴职工医保后三个月内缴纳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费用的，自缴费到账次月起开始享
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超过三个月的，自缴费
到账三个月后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在泰州市范围内城乡居民医保关系转移的，
仅可在集中缴费期内变更下年度参保关系。
五、就医程序
1.基层首诊
参保居民应到所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
就医时应携带社会保障卡，
在院端实时结算。
2.转诊转院
如确因病情需要转市外定点医疗机构诊治
的，
需经市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同意转出
后，
到医保中心窗口办理备案，
备案后可实行普
通住院联网实时结算。因病情危急未办理转诊
手续外出就诊的，
应及时补办相应手续。
异地就医：异地长期居住人员（6 个月以
上），可以办理异地就医联网实时结算。携带
异地居住地的居住证或者社区证明，可以到
兴化市医保中心窗口办理；或在手机下载“泰
州人社”APP、泰州人社网站上进行备案手续，
选择异地备案地即可。
未联网结算的备案人员，在异地就医时
先行垫资，回兴化所属乡镇（街道）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按规定进行报销。
六、享受待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20 结算年度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门诊统筹待遇
参保人员在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就医，可享受门诊统筹待遇。
一个结算年度内，参保人员连续合理治
疗至痊愈（未有间断为一次，一般不超过 7
天），在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
围内的门诊医疗费用，每次起付标准为 30 元，
超过起付标准以上部分报销 50%，日封顶 50
元，年内累计最高报销 300 元（其中对实行乡
镇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限额 150 元）。
2.门诊慢性病、特殊病报销
参保人员经审核确认患糖尿病出现并发
症、高血压Ⅱ期以上、慢性心功能不全二级及
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病中度（二级）及以上、心
脏瓣膜置换术后、肝硬化（失代偿期）、难治性
肾病综合症、脑性瘫痪、慢性肾功能不全失代
偿期及以上、耐多药肺结核、帕金森氏病、强
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溃疡性结肠
炎、视网膜黄斑变性、慢性病毒性肝炎、扩张
性心肌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癫痫、银屑病、原
发性血小板增多或减少症、系统性血管炎、干
燥综合症、淋巴结核、骨结核、运动神经元病、
硬皮病、系统性硬化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白塞氏病、免疫性肝炎、
克罗恩病、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种，一个年
度内负担一次起付线,起付标准为 400 元，报
销比例：兴化市内定点医疗机构为 50%、转兴
化市外定点医疗机构为 45%，每人每年总费
用最高限报 2300 元。
参保人员经审核确认患恶性肿瘤、终末
期肾病透析治疗、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
性贫血、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药物治疗、重症
肌无力、系统性红斑狼疮、颅内良性肿瘤等特
殊病种，并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
内的门诊医疗费用参照住院费用管理规定结
算，起付标准为 400 元，
报销比例为 68%。
参保人员患严重精神障碍的，政策范围
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为 80%，按每月 800 元
的标准报销封顶。
3.住院待遇
参保人员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医疗
费用，实行起付标准以下由个人自付、起付标
准以上按比例报销的办法。
（1）起付标准
兴化市内一级定点医疗机构 400 元，二级
定点医疗机构 600 元，转兴化市外定点医疗机
构 1100 元。年度内二次及以上住院起付标准
减半，
但不低于 400 元；
15 日内因同一病种再次
入院视同一次住院，
如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住
院，起付标准按就高原则收取；普通病种同一
年度内连续住院时间每超过 90 天，
视同另一次
住院，
需再次收取起付标准；
患恶性肿瘤、
肾功
能衰竭需透析以及器官移植的，其门诊放疗、
化疗、透析及服用抗排异药物的费用，同一结
算年度内只收取一次起付标准费用；
跨年度连
续住院的，
本次住院出院时新的结算年度内费
用不收起付标准费用，
新的结算年度再次入院
的按年度第一次住院起付标准收取。
（2）分段报销比例
参保人员一个结算年度内，
发生政策范围
内规定的起付标准以上 6 万元以下的住院费
用：
兴化市内按定点医疗机构等级分为市内一
级报销 88%，市内二级报销 78%，转兴化市外
定点医疗机构报销 68%。发生政策范围内 6 万
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住院费用报销68%。
（3）其他
参保人员患严重精神障碍的，在专科医
院住院治疗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含普
通门诊疾病、门诊慢性病的治疗费用），报销
比例为 80%，每月 5700 元封顶支付。参保人
员在兴化市内专科医院就医超出封顶线的政
策范围内费用由专科医院承担，转兴化市外
专科医院就医超出封顶线的政策范围内费用
由参保人员承担。住院治疗精神疾病期间由
于其他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按普通疾病办法

报销，不再另收起付标准费用。
4.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待遇
大病保险主要保障参保人员经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报销后，
个人负担超过一定水平的住
院和门诊特殊病种的费用，
即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疗机构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发生的、符合
《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和《泰州市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
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及支付标准》规定的除自
费费用以外的医疗费用、
范围内体内医用植入
材料超过结算封顶以上部分的费用。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定为 1.5 万
元。个人自付的合规费用超过 1.5 万元以上部
分的费用实行分段报销。具体报销标准为：
1.5 万元至 10 万元的部分，按 60%的比例报销；
10 万元以上部分的费用，按 70%的比例报销。
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定为 0.5 万元。个
人自付的合规费用超过 0.5 万元以上部分的费
用实行分段报销。具体报销标准为：0.5 万元
至 10 万元的部分，按 70%的比例报销；10 万元
以上部分的费用，
按 80%的比例报销。
结算年度按本办法规定年度执行。
5.生育待遇
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参保人员，因
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居民
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实行限额补助，补助标准
限额 1200 元。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
低于限额补助标准的，按实补助；高于限额补
助标准的，按限额标准补助。
七、医疗费用报销办法
参保人员在已实现联网结算的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的，应优先使用本人社会保障卡在
定点医疗机构实时结算；在未实现实时结算
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医疗费用先由本人
垫付，后凭住院发票原件、费用明细清单、出
院小结（或出院记录）、社会保障卡和转诊（或
异地就医）备案表等材料到参保地医疗机构
按规定报销。
八、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变更
城乡居民参保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为参保人员门诊统筹定点医疗
机构。参保人员如因迁居或其他特殊原因，
需变更门诊统筹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须凭居住证、村（社区）证明等手续向参保地
劳动服务所申请，经同意后可选择变更后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原则上一
个年度内不可变更。
九、社会保障卡管理
1.申领社会保障卡。未办理江苏省社会
保障卡的参保人员，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就近到市各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各
乡镇劳服所、人社局卡中心）申请办理，其中
不满 16 周岁的参保人员须由法定监护人携带
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代为办理。一般申领
人申办社保卡，在完成申办手续后 10 个工作
日内可到其办理网点领卡，领卡时要认真核
对卡面个人信息，如有误要拒绝签收，由发卡
工作人员交回兴化市社会保障卡管理服务中
心，并等候下一步领卡通知。
2.社会保障卡挂失、补卡。若社保卡丢
失，持卡人须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
卡面标示银行任意一家营业网点柜面进行正
式挂失后，再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
须携带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人社局卡
中心或指定的银行兴化支行办理补卡。激活
金融功能须持卡人本人办理。不满 16 周岁的
参保人员须由法定监护人携带双方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办理。
十、本宣传单有效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如有政策调整按新政策执行，如
有印刷错误，
一切以文件为准。
兴化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
2019 年 9 月

关于缴纳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即将进入集
中缴费期，为更好地方便缴费人缴纳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现就我市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缴费标准及方式通告如下：
一、参保缴费标准
2020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300 元/人；学生少儿个人缴费 200 元/
人。
二、集中缴费时间
集中缴费时间为：2019 年 10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参保享受时间为：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缴费渠道方式
1.小黄机缴费
缴费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到
所在乡镇 （街道） 劳服所、村 （社区）
办理自助缴费。
2.微信缴费
通过“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小
程序二维码或者在微信中点击发现->
小程序->放大镜搜索->输入“江苏税务
社保缴纳”进行搜索，点击进入，进入
以后按照提示进行相应的缴费操作。

3.银行窗口缴费
缴费人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社保
卡选择就近便利的农村商业银行网点窗
口办理缴费事项。
四、缴费票据获取
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人可
以登录江苏政务网链接江苏社保电子票
库 ( 网 址 http://www.jszwfw.gov.cn/col/
col140096/index.html) 获 取 社 会 保 险 费
电子票据电子信息,下载保存或输出打
印 《社会保险费电子票据》。
兴化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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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楼市：
售楼处不再人员爆棚 部分城市降价促销
“十一”长假期间，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
北京、厦门、南京、苏州等多个热点城市的新
楼盘发现，在“房住不炒”“稳房价”调控精神
下，购房者对后市预期平稳，多地售楼处并未
出现人员爆棚的情况。传统旺季不旺，房价横
盘甚至微跌或成为常态。值得一提的是，不少
房地产商积极调整策略，利用国庆假期为新盘
“蓄客”，全力冲刺四季度。

限竞房面临去化压力
中原地产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10 月 1-5
日，北京二手房的网签数量为 26 套，低于 2018
年同期的 29 套，新建住宅签约量则基本持平。
尽管网签数据有一定滞后性，并不能完全
反映国庆期间北京楼市的情况，但从现场调研
情况来看，购房者对后市预期平稳，加之选择
增加，不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这个国庆期
间的北京楼市有点“冷”。
目前北京市场的绝大多数在售新建纯商品
房住宅都是限竞房。限竞房的集中入市，增加
了供应，同时拉低了周边二手房的价格，起到
了引导楼市价格理性回归的作用。不过，同一
时期项目扎堆入市，还面临着市区二手房的激
烈竞争，除了个别五环内的项目不愁卖之外，
不少项目面临较大的去化压力。
在多个限竞房项目了解到，不少地产商在
限竞房项目引入了更加实用的户型设计。例
如，不少项目在 120 平方米的户型中做到了三室
两厅两卫的布局，以往这类户型的面积往往在
150 平方米以上，紧凑的户型设计明显降低了购
房者的负担。
不过，尽管不少限竞房项目品质可圈可
点，但整体来看，限竞房仍然面临较大的去化
压力。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7

日，北京限竞房入市已经 14 个月，但按照成交
套数计算，网签完成率只有 43.7%。限竞房已经
连续多月出现供应量大于签约量的现象。

部分城市楼市降温
近年来，以厦门、郑州、武汉、南京、苏
州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楼市走强。记者国庆期
间走访这些二线城市楼市时发现，这些城市新
建住宅价格今年以来走势平稳。
数据显示，厦门岛内两区的房屋均价在 6 万
元/平方米左右，这一价格已经接近北京四环内
二手房均价。厦门地区多位销售人员向记者表
示，厦门地区在售新盘均价在 4 万-6 万元/平方
米，部分项目开盘价超过 10 万元/平方米。
在苏州、南京等地区，其老城区新楼盘项
目基本被别墅和洋房包揽。从记者走访结果
看，市区新楼盘项目均没有促销活动。以位于
苏州姑苏区某楼盘为例，在售楼盘全部为别墅
项目。该项目于 2018 年底开始销售，目前多种
户型一应俱全。据销售人员介绍，该项目目前
实行“一房一价”，总价 2000 万元起步，均价在
4 万-6 万元/平方米。按照户型和所在位置，价
格差异较大。“靠近湖边的位置，均价都在 6 万
元/平方米。
”
不过，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记
者表示，从目前的市场看，部分城市楼市降
温已经开始出现，多个城市的新建住宅与二
手房住宅市场均出现了降价促销现象。除深
圳外，大部分一二线热点城市的库存都有不
同程度上升。在楼市调控基调不改、信贷收
紧 的 背 景 下 ， 特 别 是 目 前 的 LPR 计 算 利 率 方
法下，实际房贷利率并未降低，这使得市场
再次观望。

多手段“蓄客”
从一线城市的情况来看，尽管国庆期间人
气不旺，但地产商和销售中介机构仍通过一系
列活动积极“蓄客”，全力冲刺四季度。
据了解，“十一”过后，北京预计将有 12 个
项目陆续入市，区域分布在朝阳、通州、昌
平、顺义、石景山、延庆等区域。目前不少项
目已经通过各种手段积极“蓄客”，全力冲刺四
季度。有房企人士表示，目前北京的限竞房项
目中，除个别项目外，不少项目都能有折扣优
惠，在四季度冲全年销量的压力下，不排除部
分项目推出“以价换量”。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9 月百强
房企业绩较 7 月、8 月提升明显，单月权益销售
金额环比增长 23.9%，增幅较去年同期提升近 11
个百分点。
从业绩表现来看，受益于供货力度加大，9
月 TOP50 房企中有超过八成的企业单月业绩环
比提升。如恒大 9 月实现全口径业绩规模 830 亿
元，较 8 月环比大幅增长 73.6%；世茂和阳光城
9 月分别实现单月销售金额 320.9 亿元和 271.9 亿
元，环比分别增长 49%和 60.3%。
从目标完成情况来看，截至 9 月末，在年内
设定了全年销售目标的房企中，近四成房企目
标完成率达到 75%以上，另有近四成房企的目
标完成率处于 65%-75%区间，剩余房企目标完
成率未达到 65%。
克而瑞认为，四季度是房企冲刺全年业绩
目标的关键期。从房企中期报告来看，多数企
业供货节点集中在四季度，将为业绩冲刺提供
有力保障。相信在企业增加货量供应、加强营
销力度之下，四季度房企整体销售规模会有一
定回升。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