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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解读
温馨提示：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纳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

（一）具有本市户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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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力补缴的
退休人员。

（二）具有本市学籍的大、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的在校（园）生（含港澳
台及外籍大学生）。

（三）已经取得本市居住证，且未
在原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外市户籍
非从业人员。

（四）已经取得本市居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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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随父母在本市上学和生
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含新生儿，但
不包括寄户人员），可自愿参加本市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须提供
父母一方已在本市参加城镇从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缴费满 1 年以上，

或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且已参加本市
的城镇从业人员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相关材料 。

（七）引进人才未就业的配偶、直

系亲属，可自愿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须提供高层次引

进人才相关材料、户籍地医保经办机

构提供的未参保证明材料或本人书面

承诺书。

（八）符合《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

的其他人员。

新增参保人须先进行参保登记后

再完成缴费。新增参保人参保登记工

作由各村（居）委会具体负责，新增参

保人参保所需材料由各村（居）委会进

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参保登记，然

后按照当地税务机关提供的缴费渠道

缴费。

外省正常参保缴费并享受医保待
遇（职工、城乡）的人员，不得参加我
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时间

（一）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320元/人。

（二）特困供养人员、孤儿、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以及低收入家庭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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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免
缴费用，财政全额代缴（320 元/人）；
低收入家庭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疾
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
费 50%（160 元/人），财政代缴 50%
（160 元/人）。所需资金从城乡医疗救
助资金中列支。

（三）未享受城镇职工医保的优抚
对象参保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
额补助（320 元/人），所需资金由财政
统筹安排解决。

（四）残疾人：本市户籍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非低收入家庭中
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个人缴费部分

由财政全额补助（320 元/人），所需资
金由财政统筹安排解决。

（五）失地农民：因累计征地失去
70%及以上农用地的农民，个人缴费
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因累计征地失
去 50%及以上不足 70%的农民，个人
缴费部分由财政补助50%。市财政代
缴参保费的期限最长为20 年，所需资
金由财政统筹安排解决。

（六）农村返贫致贫人口、农村边
缘易致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由政府定
额资助参保，其中：政府资助个人缴费
标准的 90%，个人缴纳 10%。资助标
准：2022年度政府资助288元/人/年，
个人缴纳 32 元/人/年。所需资金从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中列支。

（七）对具有多重身份属性的人
员，原则上按照就高原则资助，不能重
复享受。

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

一、本市户籍人员参保
新参保人员需持本人身份证或户

口簿到所辖村（居）委会先完成参保登
记后再缴费。低保对象、优抚对象、重
度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 60 周岁以上
老人和未成年人，累计征地失去 70%
及以上农用地的农民，统一由各区扶
贫办、区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提供名单
给区医保局，区医保局统一办理参保
登记。往年参保缴费人员可通过以下
缴费方式直接缴费：

（一）扫描海南省农信社聚合二维
码并选择相关入口缴纳“城乡医疗”社
保费。

第一步：通过微信、支付宝或云闪
付扫码后，在界面选择【城乡医疗缴
费】；

第二步：选择【证件类型】-输入
【证件号码】-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根据展现出的身份证号
码和姓名，确认并选择缴费年度（新生
儿及补缴当年费款人员选择 2021 年
度，正常缴费人员选择 2022 年度）、参
保地区（三亚），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界面返回姓名、缴费年
度、缴费金额、参保地区、缴费状态信
息，缴费人确认信息无误后选择待缴
费记录，点击【缴费>】；

第五步：支付成功后返回显示缴
费结果。

（二）微信、支付宝的相关入口缴
纳“城乡医疗”社保费。

1.微信缴费
①打开微信，进入“我→支付→城

市服务”，定位城市，进入“热门服务-
社保-海南社保缴纳”，选择“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
②选择证件类型，填写参保人证

件号码、姓名，选择缴费年度（新生儿
及补缴当年费款人员选择 2021 年度，
正常缴费人员选择 2022 年度），点击

“下一步”；
③选择参保机构，点击“下一步”；
④确认缴费信息，点击“去支付”，

完成缴费；
⑤返回首页可点击“缴费记录查

询”查看。
2.支付宝缴费
①打开支付宝首页，定位城市，点

击“市民中心”，进入“税务-城乡居民
医疗缴费”；

②选择证件类型，填写参保人证
件号码、姓名，选择缴费年度（新生儿
及补缴当年费款人员选择 2021 年度，
正常缴费人员选择 2022 年度），点击

“下一步”；
③选择参保机构，点击“下一步”；
④确认缴费信息，点击“去支付”，

完成缴费；
⑤返回首页可点击“缴费记录”查

看。
（三）其他缴费方式。详见海南税

务公众号《最新通告：城乡居民社会保
险费缴纳渠道指引》

（四）特别提示
1.所有缴费渠道都不收手续费；
2.如缴费时提示无参保信息，请

进行登记参保信息后缴费；若提示已
缴费，则不允许再次缴费；

3.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从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不能重复参保；

4.缴费签购单（回单），是缴费的
重要凭证，请妥善保管；若不慎遗失，
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指定网点打
印缴费单据；

5.将参保费存入社保卡或其它银
行卡，系统不自动扣缴参保费，属于未
完成参保缴费操作。未完成参保缴费
操作的，不视为已经参保。

6. 若参保人身份证号码带有 X
的，在农商银行自动取款机（ATM）、
CRS存取款一体机缴费时，则无需输
入，仅输入17位身份证号码。

四、参保缴费所需证件资料
及办理程序

二、非本市户籍人员参保
1.在本市己办理居住证的非本市户

籍公民，如在户籍地未参加医疗保险、
且在本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确有困难的，可持身份证（或户口簿）
原件和复印件、本市居住证原件及复印
件、户籍地未参保证明（即户籍所在地
医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本地城镇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证明）或本人在户籍地未参保书面承诺
书。

2.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未及时办理居
住证的，父母一方已在本市参加从业人

员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的，提供已参保父母一方的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本人户口本（或身份证）原
件和复印件、户籍地未参保证明（即户
籍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
本地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证明）或本人在户籍地未参保
书面承诺书（父母代签）。

特别提示：非本市户籍人员通过非
正常途径参保的，一经发现，其所发生
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由其本
人承担。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不予退还。

（一）新生儿落地参保
新生儿自出生90天内（含 90 天）凭

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当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自出生之日
起按规定享受当年度和次年度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超过90天的不
予补办参保手续。非本市户籍，但夫妻
一方参加本市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
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新
生儿均可享受“落地参保政策”，不受
户籍限制，但不得参加和重复享受户籍
所在地医疗保险待遇。

（二）本市户籍高校毕业生、退役士
兵参保

本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
可在回到本市 90 天内（含 90 天）凭相
关证明材料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当年参
保手续，自次月起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超过90天的不
予补办当年度参保手续。

（三）参加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中断缴费人员参保

参加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
保险中断缴费的，自中断后90天内（含
90 天）办理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手续，自次月起按规定享受当年
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超
过90天的不予补办当年度参保手续。

（四）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参保
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由监狱

统一办理参保手续；社区服刑人员可持
本人户口簿、社区矫正告知书或暂予监
外执行决定书等相关材料办理参保手
续；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等部门
做出判决、裁定、决定的服刑人员，自
生效之日起 90天（含 90 天）内，凭相关
材料办理当年度参保手续，自次月起按
规定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刑满释放人员可在回到本省
90天内（含 90 天）凭相关证明材料在户
籍所在地办理当年度参保手续，自次月
起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超过90天的不予补办当年度
参保手续。

（五）引进人才未就业配偶、直系
亲属、身边服务人员和新落户随迁家
属参保

我省引进人才未就业配偶、直系
亲属、身边服务人员和新落户随迁家
属，在省外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可
在取得本省居住证或落户之日起 90
天内（含 90 天）办理当年度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自次月起享受
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超过 90 天的不予补办当年度参
保手续。

五、非集中征缴期特殊人员
参保缴费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三重保障，分别是普通门诊或“两病”普通门
诊、门诊慢性特殊疾病或住院、大病保险。

（一）第一重保障：普通门诊或“两病”普通门诊

六、参保人员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2.“两病”普通门诊（高血压、糖尿病）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金额/说明金额/说明金额/说明金额/说明

年起付线 50元（与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合并计算）

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报销60%；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50%。

每日最高支付限额为40元；

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300元。

报销比例

年最高报销限额

（二）第二重保障：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金额/说明金额/说明金额/说明金额/说明

年起付线 不设起付标准

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报销60%；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50%。

年最高报销限额
不设每日最高支付限额；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糖尿病
为600元，高血压为400元，参保人同时患有“两病”的
提高至700元。

报销比例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金额/说明金额/说明金额/说明金额/说明

一级定点医疗机构100元（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在一级定
点医疗机构不设起付线）；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300元；

三级定点医疗机构350元；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低保对象、农村建档立卡脱贫人
口和低收入家庭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
老年人不设起付线。

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90%；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75%；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65%。

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95%；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85%；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75%。

年最高报销限额 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15万元

中药饮片、针灸、推
拿和拔罐等中医适宜
技术的住院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

年起付线

报销比例

三

三

2.海南省门诊慢性特殊病种共52 种：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月定额标准月定额标准月定额标准月定额标准
待遇期限待遇期限待遇期限待遇期限

1
按参保人具体治疗

情况确定
长期

药物保守治疗 1200元/月 长期

血液透析
血液灌流

按住院报销比例（血液
透析不超过13次/月，
其中血液透析滤过不超
过2次/月，血液灌流不

超过1次/月）

长期

腹膜透析
按住院报销比例（腹膜
透析液不超过10L/日）

长期

肝移植 4500元/月 长期

肾移植 3000元/月 长期

骨髓移植 2500元/月 2年

心脏移植 4000元/月 长期

肺移植 4000元/月 长期

4 400元/月 长期

5 400元/月 长期

6 400元/月 长期

7 400元/月 长期

8 500元/月 长期

9 350元/月 长期

10 350元/月 2年

11 600元/次 次

12 600元/月 长期

13 650元/月 长期

300元/月 长期

合并心衰500元/月 长期

术后第一年650元/月 1年

400元/月 长期

16 450元/月 长期

17 600元/月 长期

18 600元/月 长期

19 300元/月 长期

20 400元/月 长期

21 1000元/月 长期

22 400元/月 长期

23 4000元/月 长期

24 200元/月 长期

25 300元/月 长期

26 300元/月 长期

27 2000元/月 18周岁以下

28 2000元/月 2年

病种病种病种病种

各种恶性肿瘤

2
慢性肾功
能衰竭

系统性红斑狼疮

3
器官移植

术后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帕金森病（综合征）

高血压病

糖尿病

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精神病

结核病

泌尿系统震波碎石治疗

肝硬化

血友病

14 心脏病

15 血管支架植入术后

心脏瓣膜置换抗凝治疗

重症肌无力

强直性脊柱炎

肾病综合征

系统性硬化症

运动神经元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原发性青光眼

癫痫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小儿脑性瘫痪

性早熟

29 2000元/月 18周岁以下

30 2000元/月 长期

31 1500元/月 长期

32 100元/月 长期

33 100元/月 长期

34 100元/月 2年

35 100元/月 2年

36 400元/月 长期

37 900元/3个月 长期

38 10500元/3个月 3个月

39 40000元/眼 长期

40 50000元/年 长期

41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2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3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4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5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6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7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8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49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50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51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52 按住院比例结算 长期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小儿智力障碍

广泛性发育障碍

地中海贫血（中间型、
重型）

类风湿关节炎

风湿性关节炎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克罗恩病

阿尔茨海默病（症）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丙型病毒性肝炎

黄斑病变

肺动脉高压

银屑病

多发性硬化症

艾滋病

肢端肥大症

C型尼曼匹克病

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血小板减少症

特发性肺纤维化

亨廷顿病

肌萎缩侧索硬化

过敏性哮喘

集中征缴期为2021年 9月1日至12月 31日。

1.普通门诊

1.待遇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