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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政策解读

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大额

医疗费用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我

市落实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进一步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一、参保人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可

以享受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参加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

疗保险并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的参保人员，同时享受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也就是参保人生病住院

或者患有我省医保规定的52种慢性

特殊性疾病在门诊治疗的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自付

部分的医疗费用纳入大额医疗费用

补助范围。无须再另外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

二、参保人一个年度内最高能够

享受多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参保人员发生符合基本医疗保

险规定的医疗费用，一个自然年度

内，城镇从业人员大额医疗费用补

助最高支付额度为 30万元，起付标

准 6000 元；年度超过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

进入城镇从业人员大额医疗费用补

助，按85%报销。

参保人员发生符合基本医疗保

险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人自付医疗费

用实行累计计算、分段补助、按次结

算，具体分段报销标准为：

关于医保缴费的疑问

1.第一次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医保，
要缴多长时间才可享受医保待遇？

2.中途断缴一段时间，重新缴费
后多久能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3.失业后，医保还需继续缴费
吗？

对于上述第 1和第 2个疑问，我
们的政策是这么规定的。

参保人第一次参保城镇从业人
员医保，参保后即可按照现行标准的
30%享受待遇，连续缴费满 6 个月
后，即可足额享受待遇。对于中断缴
费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以下三类人群的待遇规定。
1.外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至我省并正常享受待遇的城镇从业
人员；

2.省内医保关系发生变动并正常
享受待遇的城镇从业人员；

3.连续 2 年(含)以上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其中断缴费后的待遇规定如下：
1.中断缴费 3 个月(含)以内的，

参保缴费后即可足额享受待遇；其可
按城镇从业人员身份补缴中断期间
的医疗保险费，中断期间发生的符合
医保规定的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

2.中断缴费 4 个月(含)至 6 个月
(含)的，需连续参保缴费满6个月后，
即可足额享受待遇；连续参保缴费未
达到 6个月(含)的，期间按照现行标

准的50%享受待遇。
（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员，参

保缴费后统筹基金支付按以下规定
享受待遇。

1.连续缴费满 6 个月后，即可足
额享受待遇；

2.连续缴费未达到6个月(含)的，
期间按照现行标准的30%享受待遇。

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

根据相关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
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
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
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人员可持单位为其出具的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
到指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
业登记。

■特别说明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

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
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
计缴费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

也就是说，参保人领取失业金最
长时限为两年，因此从失业保险基金
中支付的医保费时限最长也是两年。

参保人面临失业或是医保费
断缴的情况，该怎么办？

三、异地就医是否也能享受大额
医疗费用补助

我省退休人员异地居住和工作长
期驻外人员并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的、转诊到异地就诊的以及出差、休
假在外省发生急症、急救的，均可以享
受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四、参保人发生大额医疗费用如
何结算

如果参保人生病就医发生大额医
疗费用，结算时分为两种情形：

（一）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可

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无须跑到
参保所在地医保经办部门办理报销手
续，因全省所有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已实现“一站式”结算服务。

（二）省外异地就医
在省外异地就医的（含异地居住

期间、转诊、外出突发疾病等），如果
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已实现全国异地
就医联网结算的，可直接结算；未实现

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由参保人先行
垫付再回到参保地医保经办部门办理
报销手续。

五、哪些医疗费用可以纳入大额
医疗费用补助范围

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
的“符合医保规定的医疗费用”经过基
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分担的部分、
年度起付线、乙类药品和乙类诊疗项
目个人先行自付部分以及医用耗材定
额内个人先行自付部分都可以进入大
额医疗费用补助范围，按照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办法的规定予以报销。

六、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与基本医
疗保险、“惠琼保”是啥关系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与基本医疗保
险、“惠琼保”是互补相衔接的关系，参
保患者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经过基本
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和“惠琼
保”这三重保障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与之前相比大大减少，将有效地减
轻参保人因患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

近期，俄乌冲突导致的供应不
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欧洲能源困境，
也给亟待摆脱新冠疫情困扰的欧
洲经济再度蒙上阴影。本周，欧盟
领导人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
晤，面临是否将制裁目标瞄准俄罗
斯能源的艰难抉择。

能源封杀仍存分歧

近几周，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
造访海湾地区，旨在加强能源合
作，寻求潜在替代供应方。德国联
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20
日访问卡塔尔时表示，双方同意建
立长期能源伙伴关系，并就发展可
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
问题进行磋商。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18日与西
班牙首相桑切斯、葡萄牙总理科斯
塔、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举行会
谈，推动欧洲国家针对乌克兰局势
影响下的能源危机形成迅速、共同
应对措施。德拉吉表示，欧洲需要

“双管齐下”，在寻求多种渠道获
取天然气等能源的同时，迅速增加
可再生能源供应量。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宣布对俄

实施能源禁运给了欧洲盟友“很大
压力”，欧洲短期内摆脱对俄能源
依赖并不现实。一方面，石油输出
国组织成员国不愿意破坏与俄罗
斯之间的协议，不会迅速大幅增产
原油。而天然气行业需要大量投
资，其他市场很难立即满足欧洲市
场需求。即使是卡塔尔这样的液
化天然气出口大国也无法在短时
间内调整出口市场。

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在是否封
杀俄能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虽
有部分成员国要求欧盟对俄石油
和天然气实施禁运，但对俄能源依
赖程度较高的国家则态度审慎。
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
斯警告，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可能
带来比乌克兰危机“更大的伤害”。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盟国家
正在寻求新渠道来弥补能源供应
缺口，美国正好可以从中渔利。据
媒体报道，近期美国液化天然气出
口商签署了大量长期协议，成为欧
洲能源供应危机的受益者。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主席沃洛金此前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美国把对俄制裁扩展到能源禁
运，意在抢占欧洲市场，这一做法

造成的损失将由欧洲企业和民众
埋单。

经济民生饱受重创

加油站排起长队，运输公司经
营困难，上班族拼车通勤……随着
西方不断升级对俄制裁，这些情形
在欧洲多国出现。能源价格上涨
也波及食品、日用品等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领域。

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
鲁克维德表示，目前化肥价格处于

“可怕水平”，是去年同期的5倍。
“农民和食品制造商不得不将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令民众增加不少支
出。”

一周以来，西班牙全国小型公
路货运企业和个体卡车司机发起
无限期罢工，抗议燃油价格上涨。
罢工危及西班牙乳制品、水果蔬
菜、肉类和粮食等产品的市场供
应，多个行业面临停产风险。

丹麦南方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马蒂亚斯·斯普勒格尔表示，经济
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从加油、取暖
到食品价格，消费者面临沉重打
击。

欧洲央行日前大幅上调2022
年欧元区通胀预期至5.1%，2023
年和 2024 年预计分别为 2.1%和
1.9%；同时下调2022年欧元区经
济增长预期至3.7%，明、后两年预
计分别增长2.8%和1.6%。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斯特凡·科茨表示，俄乌冲突对德
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抵消
了德国取消疫情限制措施为经济
发展所带来的“追赶效应”。该研
究所发布的春季预测报告将今年
德国经济增幅预期从原来的4%下
调至2.1%。

丹麦财政部日前表示，如果俄
罗斯完全关闭对欧洲天然气供应，
丹麦2022年经济增速将减少约3
个百分点，通胀率增加约3.5个百
分点。

多重举措缓解危机

乌克兰局势给欧洲能源供应
带来极大不稳定性，让本就脆弱的
欧洲能源市场雪上加霜。近期，欧
洲多国采取减税降费补贴等措施，
以支撑脆弱企业和家庭。

意大利政府以多项举措减轻

能源价格攀升对企业和民众造成
的负担，其中包括额外增加44亿
欧元拨款，并下调汽油和柴油消费
税等。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
表示，将向市场投入更多能源，以
应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

德国政府表示，正就能源转型
采取积极行动。德国联邦经济和
气候保护部提出，计划将100%实
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提前至
2035年。

奥地利政府计划投入20亿欧
元缓解社会压力，措施包括大幅削
减电费税和天然气税；为公共交通
部门提供补助；投资2.5亿欧元用
于扩建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等。

希腊政府也宣布总值约11亿
欧元的一揽子财政支持措施，以应
对目前面临的能源危机。主要措
施包括大幅增加企业用电和天然
气补贴、向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
提供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等。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宣布，
将通过减税等形式降低电力、燃气
和燃油价格。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2日电）

俄乌冲突持续 欧盟能源出路在何方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纽约3月21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官员21日证实，俄
乌双方首次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有关乌克兰与
俄罗斯谈判中的“妥协模式”问题将由乌
全民公投决定。

——俄罗斯联邦人权代表塔季扬娜·
莫斯卡利科娃2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
实，俄乌双方进行了首次被俘人员交换，9
名俄罗斯军人获释。作为交换，乌克兰扎
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市市长同时被释放。

——泽连斯基21日说，乌克兰没有被
北约接纳，乌方因此需要保持冷静并寻求
其他安全保障，而安全保障问题可能涉及
乌克兰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改变。这些改
变可能是历史性的，将由全民公投决定。
乌克兰人民必须对某些“妥协模式”发表
意见并做出抉择。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谈判
代表、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 21
日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团将拟定初步协
议，交由两国总统评估，再决定两人是否
举行会晤。波多利亚克说，乌俄领导人会
晤是实现和平的关键，但目前还没有会晤
的具体日期。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21日发表公
报说，鉴于美国总统拜登日前针对俄罗斯
总统普京发表的“不可接受”言论，俄外交
部当天采取外交行动，召见美国驻俄大使
沙利文，并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公报指

出，拜登所言不是美国总统这样的高层级
政治家所应有的言论，此举使得俄美关系
正处于破裂的边缘。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21日发表声
明说，鉴于日本近期对俄罗斯采取的单方
面限制措施带有明显的不友好性质，俄方
目前不打算与日本继续就和平条约进行
谈判。同时，俄方决定终止日本公民免签
证前往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
政策，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
合经济活动的对话等。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官网发布的通
报，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米津采夫
21日晚在吹风会上表示，针对俄方此前提
出愿于21日开通马里乌波尔人道主义通道
的倡议，乌方当天表示拒绝，并禁止武装人
员放下武器。米津采夫同时表示，自3月2
日以来，俄方已向乌克兰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4165吨，开展人道主义行动513次。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
夫 21日说，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确武
器摧毁乌军部署在首都基辅郊区一处废
弃购物中心的多管火箭炮和一座储存弹
药的仓库。

——基辅市政府21日宣布，基辅市将
自21日 20时至23日 7时实施戒严，市民
和车辆如无特别通行证禁止在市区活动。
22日全天，基辅市所有商店、超市、药店和
加油站等设施将停止运营。这是过去一周
来，基辅市第二次实施长时间戒严。

3 月 21 日，一名男子在也门哈杰省一处慈善水站打水。
由于多方面因素，也门不少地区依旧面临饮用水短缺

的问题。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瓦菲 摄）

俄乌首次交换被俘人员

乌总统称乌俄谈判中的“妥协模式”问题
将由乌全民公投决定

也门：

饮用水短缺

新华社首尔 3 月 22 日电（记者 杜白羽 孙一
然）韩国釜山市居民“关于釜山港美军实验室去留”
投票促进委员会联合韩国和平市民网络等多家民
间团体，于21日在釜山市的西面商业区举行集会，
要求驻韩美军全面关闭和撤走设在韩国境内的生
化实验室。

据韩国媒体《伽倻日报》和大韩民国青少年议
会记者团报道，共有 200余家民间团体参与了当天
的集会。

釜山市居民“关于釜山港美军实验室去留”投
票促进委员会情况室室长田伟峰（音译）向《伽倻日
报》表示，美国的生化实验室只为实现美国利益，对
所在国来说是不幸的根源，韩国应尽快关闭和拆除
境内的美军生化实验室。该委员会旨在通过居民
投票决定美军生化实验室去留，截至 2021 年 1 月
末，得到将近20万名釜山市民签名支持。

和平市民网络负责人金容弼（音译）对《伽倻日
报》说，美军在包括釜山第八码头在内的多地都设
有生化实验室，不断展开活动以提高细菌战实力。
韩国政府不应对此坐视不管，而应对美军生化实验
室进行公开调查并封锁。

近年来，韩国媒体接连曝光驻韩美军进行生化
实验的消息，引发韩国民众愤怒和担忧。2021年 8
月，韩国民间团体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向釜
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驻韩美军在
2017年至 2019年间多次向韩国境内运送剧毒和有
害物质的行为违反韩国相关法律。该协会负责人
对韩国媒体说，驻韩美军无视韩国法律规定，未经
任何申报程序就向韩国境内秘密运送这些物质并
进行生化实验，危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

新华社东京3月22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国
会参议院 22 日批准总额为 107.6 万亿日元（1 美元
约合 120 日元）的2022财年（截至 2023 年 3 月）财政
预算案。这也使日本财政预算连续十年创新高。

由于国会众议院已于 2月通过这一预算案，参
议院的批准意味着日本 2022 财年预算案在国会得
以通过。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文件，2022财年预算比上财
年增加9867亿日元。其中社保相关开支增加4393
亿日元，是财政开支的最大增项。社保负担不断加
重也使日本社保预算首次突破 36万亿日元。政府
预留 5 万亿日元用于应对新冠疫情。此外，国防、
科技振兴费等预算均为历史最高。

根据预测，日本2022财年税收收入预计为65.2
万亿日元。为弥补收支缺口，政府拟新发36.9 万亿
日元国债。

英国去年下半年遭遇严重禽流感，政府禁止户
外养家禽。受相关政策影响，英国民众本月21日起
买不到散养禽类下的蛋。

英国《卫报》援引政府发言人的话报道，英国在
刚刚过去的冬季遭遇“规模最大”的高致病性H5N1
禽流感疫情，仅英格兰地区就报告 80 余起疫情。
为保险起见，政府去年 11 月下令设置禽流感预防
区，要求所有养殖户在室内饲养家禽并落实严格的
生物安全措施。

原先在户外散养家禽的养殖户在16周过渡期内
仍能使用“散养”标签。不过，过渡期本月 21 日到
期，这意味养殖户饲养的家禽不再符合散养标准。

英国广播公司 21日以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
协会为消息源报道，禽流感暴发前，英国生产的蛋
约55%是散养蛋。除了英国，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
大陆国家去年下半年同样遭遇严重禽流感疫情。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民间团体要求驻韩美军
关闭韩境内生化实验室

日本财政预算连续十年创新高

禽流感肆虐

英国人买不到散养蛋

据新华社休斯敦3月 21日电（记者 徐
剑梅）龙卷风等恶劣天气 21日袭击美国中
南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部分地区，
多个城镇房屋受损，树木倒伏，人员受伤。

得州州长阿博特当晚在记者会上说，风
暴给得州造成重大损失，许多人失去家
园。截至记者会召开时，尚无人员死亡的

报告。
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21

日午夜，得州和俄克拉何马州有超过 7.2 万
用户断电。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恶劣天气可能持
续至23日。龙卷风、破坏性大风、冰雹和洪
水都可能对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

恶劣天气袭击美国中南部

快讯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