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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办函〔2021〕70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

农村居民。

有关部门，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

（二）在我县居住并办理了居住证
的外地户籍人员（不包括已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发〔2020〕5 号）精神，坚持应保尽保、
全民医保，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

（三）在校大中专、职高、技校学
生。

疗保险覆盖范围，根据《南充市医疗保

四、参保缴费办法

障局 财政局 税务局关于转发<国家医

（一）普通城乡居民

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1.首次参加我县城乡居民医保的城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

乡居民，需持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

知>的通知》（南医保〔2021〕38 号）精

等有效身份证件到户籍（居住）所在地

神，现就做好我县 2022 年城乡居民医疗

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

保险参保和征缴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办理参保登记。续保人员不需办理参保

一、参保缴费时间

登记，可直接缴费参保。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2.现金收缴。采取以家庭为单位，

征缴时间分为集中征缴时间和非集中征

由乡镇干部包村（社区）、村（社区） 干

缴时间。集中征缴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

部包组、代办人员包户，定点或上门方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非集中征缴时

式现金收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代办人员

间为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向缴费人开具纸质《社会保险费缴款凭

日。

证（代收专用）》，并将征收的现金按规
二、个人缴费标准

定缴存到指定银行的“待报解社会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费：2022 年个人缴费

费”专户，利用社保费管理客户端按日

标准为每人 320 元。

进行现金汇总，通过TPIS系统汇缴入国

三、参保缴费对象

库。学校组织参保的学生的基本医疗保

（一）我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险费由学校代收后汇总缴纳。

覆盖范围以外具有本县户籍的城镇居民、

3.银行代收。缴费人可以凭居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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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缴费。

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商银行、
天府银行、邮储银行、惠民村镇银行的

2.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城乡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代办点办理缴费，也可以通过以上银行

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城乡孤儿、事

的网银、手机银行APP、银行自助终端等

实无人抚养儿童由县民政局确认身份，

办理缴费。

实行全额资助参保。县民政局提供名册

4.第三方便捷缴费。

给乡镇（街道）并抄送县医保中心，县

微信缴费：进入微信首页，依次点

财政局从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中按每人

击“我-支付-城市服务-社保-四川社保

320 元标准补助到乡镇（街道），乡镇（街

缴纳-城乡居民社保缴费”，输入相关信

道）人社中心统一办理参保缴费，个人

息进行缴费。

不缴费。

支付宝缴费：进入支付宝，依次点
击“市民中心-社保-城乡居保缴费”。
输入相关信息进行缴费。
银联云闪付缴费：进入云闪付APP，

3.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
人口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人
口个人一律按规定先全额参保缴费，后

依次点击“我的社保-社保缴纳”，输入

由县乡村振兴局确认身份，提供名册给

相关信息进行缴费。

乡镇（街道）并抄送县医保中心，县财

5.税务征收

政局从乡村振兴配套资金中按每人 240

（1）缴费人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

元标准补助到乡镇，再由乡镇支付到个

四川省税务局非接触式缴费（含电子税

人“一卡通”账户。

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等） 办

4.城乡低保人员

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业务。

城乡低保人员个人一律按规定先全

（2）也可到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县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现场缴纳。

额参保缴费，后由县民政局确认身份，
提供名册给乡镇（街道）并抄送县医保

（二）特殊群体参保缴费

中心，县财政局从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中

1.重点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

按每人 60 元标准补助到乡镇，再由乡镇

重点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分别由

支付到个人“一卡通”账户。

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和县残联确认身

上述四类人员务必于 2021 年 12 月

份，实行全额资助参保。县退役军人事

31 日前办理完成参保缴费手续，确保正

务管理局和县残联提供名册给乡镇（街

常享受待遇。具有多重身份的资助对象，

道）并抄送县医保中心，县财政局分别

按照就高原则给予资助，不重复资助。

统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和残保金按每人

年度内新增的已个人缴费参加基本医疗

320 元标准补助到乡镇（街道），乡镇（街

保险的救助对象，不退当年保费，从次

道）人社中心统一办理参保缴费，个人

年起给予资助参保；对年度内退出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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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象，当年资助的参保继续有效，次

目标任务。做好征缴培训和财务对账工

年不再资助。

作，开展乡镇（街道）人社中心征收人

5.在校大中专、职高、技校学生由
所在学校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员业务培训。按照个人权益记录项目通
过信息共享平台向县医保中心反馈匹配

五、参保缴费目标

一致的缴费信息和入库信息，按时向县

参保缴费总人数不得少于下达任务

医保局提供《医疗保险费对账表》。

数（详见附件），做到应保尽保。其中，

2.各乡镇（街道）作为本行政区域

城乡特困供养人员、重点优抚对象、重

内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的主体，

度残疾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稳定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参保缴费工

脱贫人口、城乡低保人员等特殊群体参

作责任机制，强化宣传发动，严格资金

保率必须达到 100%。

监管。要督促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

六、工作要求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具体做好 2022 年城乡
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采取乡镇（街

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

道）干部包村（社区）、村 （社区）干

十九大“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决策

部包组、代办人员包户，确保辖区内城

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各级党委政府纳

乡居民参保率达到统一要求。

入目标考核的重要民生任务。为强化工

3.县乡村振兴局、民政局、退役军

作组织领导，县委政府决定成立西充县

人事务局、残联要认真审核资助对象，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领导小组，

及时将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稳定脱贫

统筹推进全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

人口、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城乡孤儿、

作（见附件）。各乡镇（街道）、有关部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人群、优抚对

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提升思想认识，

象和困难残疾人等 2022 年城乡居民医保

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作为一项

资助名单下发至乡镇（街道），并督导特

重要任务抓紧抓实。主要领导要亲自负

殊群体人员 100％参保。各乡镇（街道）

责，亲自研究，亲自督促，明确责任领

人社中心将本乡镇（街道）享受各类医

导，组织专门力量，细化目标任务，强

保资助的人员统一造册，身份重叠者去

化工作效能，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

重后送县医保局审核后报县财政局，县

完成征缴工作，确保我县 2022 年度城乡

财政局及时按资助标准划转补助资金。

居民应保尽保。

4.县财政局要加强对居民医保基金
的监管，确保县级财政补助资金和参保

1.县税务局作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缴费工作经费及时足额到位。

征缴工作牵头部门，要切实做好城乡居

5.县医保局要强化对城乡居民医保

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的统筹发动、组织

参保征缴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政策宣传工

部署和督查指导等工作，及时下达征缴

作，配合县税务局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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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征缴工作的统筹发动、组织部署和督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月调度工作

查指导等工作。县医保中心要根据县税

机制，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各乡镇

务局提供的《医疗保险费对账表》在信

（街道）和县纪委监委、目标办、医保、

息系统中核对信息、核算收入，同时向

税务、财政、民政、卫健、农业农村、

市医保局报送收入上解表。

教科体、退役军人事务、乡村振兴、残

6.县卫健局要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做
好居民医保政策宣传工作。

联等单位作为成员单位，每月调度，总
结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协调解决具

7.县教科体局要负责我县辖区内的

体问题，确保工作扎实推进。

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的参保征缴工作。
8.县目标绩效办要将参保缴费工作

县委、
县政府继续将参保缴费工作纳入各乡镇

纳入乡镇（街道）年终目标绩效考核，

（街道）和相关部门年终目标管理考核，

牵头组织县税务局、县医保局对各乡镇

加强督导，对工作不力、完成任务差的

（街道）和相关部门参保征缴工作进行

单位，分别采取通报批评、领导约谈、

督导，确保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问责问效的过硬手段，强力推进参保征

9.县纪委监委要切实加强对城乡居

缴工作。各级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省市

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发

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政策法规，绝不允许

现的违规违纪行为严肃执纪问责。

在工作中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借机向

10.县公安局要积极提供全县城乡

城乡居民乱收费、乱筹资、乱摊派，更

居民户籍人口信息数据，配合核实参保

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居民医保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信息。

对违反政策规定的行为，县纪委监委要

11.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行业优势，
宣传动员农村居民积极参保，指导各农
业企业和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全部参加基
本医保。

坚决予以查处，确保参保缴费工作顺利
实施。
附件：
1.西充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

12.县融媒体中心要加大宣传力度，

缴工作领导小组

利用电视和新媒体及时宣传报道征缴政

2.西充县 2022 年城乡居民医

策和工作情况，通报征缴进度，引导广

保参保征缴任务表

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保缴费，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2021 年 11 月 16 日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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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充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邓

强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张洪波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杨长平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

县政府副县长

莉

成 员：陈开先
王

霞

县委办三级调研员
县电子政务中心主任、金融协作服务中
心主任

任定华

县纪委副书记

张家国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蒲

雪

县目标办主任

阳

雷

县财政局局长

曾

勇

县税务局局长

罗云标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

阳国华

县教体科局局长

鲜成吉

县卫健局局长

何志凌

县公安局副政委

李念标

县民政局局长

杨成碧

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局长

赵建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辉

何成毅

县残联理事长

各乡镇长、街道办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税务局，由县税务局局长曾勇任组长，医疗保障局局长
罗云标、医疗保障中心主任梁红、县财政局副局长席芳任副组长，负责按照领导小组要
求，统筹安排做好全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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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合 计
备注说明：

60159

43307

41575

48904

36523

35062

33409

33109

31785

15370

14680

14093

18404

16133

15488

10576

10040

9638

32046

28087

26964

36205

33198

31870

23772

20052

19250

37812

33044

31722

20146

18551

17809

10695

9348

8974

26335

23829

22876

11418

9924

9527

13439

12831

12318

23750

22384

21489

32198

29249

28079

28132

24623

23638

15655

12303

11811

19808

18038

17316

12475

11128

10683

38039

31830

30557

14023

11700

11232

582770

503911

48375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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