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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职人员划入个人账户，资金有变化
单位在职职工本人所缴纳的基本医保费全部划入，

单位缴费不再按年龄段划入，每人每月个人账户减少6
元至20元，平均约10元。退休人员个人不用缴纳医疗
保险费，仍然由医保统筹基金按照定额划入，划入个人账
户的金额按照现行的标准保持不变。

二是个人账户资金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可
以共用

原来个人账户规定是限于参保人本人看病就医，改
革后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除参保人本人看病就医买药
外，可以用于参保人配偶、父母、子女在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就医购药，购买医疗器械、耗材等个
人负担的医药费用，还可以用于其本人配偶、父母、子女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业人
员普通门诊费用也可以报销啦！

近日，我省出台《海南省城镇从
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共济
保障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普
通门诊共济保障管理办法》）和《海南
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账户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个
人账户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我省城
镇从业人员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将普通门诊医疗费纳入医保基
金报销范围。

据介绍，《普通门诊共济保障管理
办法》主要是明确普通门诊保障机制
的适用范围、基金来源、支付标准、支
付范围、结算方式和管理规定等内
容。《个人账户管理办法》主要是明确
个人账户的基金来源、划入标准、划拨
规定、支付范围和管理规定等内容。

新办法出台后，主要变化体现在
以下方面：一是职工普通门诊费用报
销从无到有；二是改革个人账户计入
方式，规范使用范围，发挥其医疗保
障功能。

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让哪些
人群受益？哪些人有医保个人账
户？改革后，你的个人账户的钱会变
少吗？医保待遇会下降吗？近日，省
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对此新规进
行解读。

4月3日，家住海口市龙华区义
龙路的李云带着感冒的孩子到龙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医生开了
147元的药品。我省普通门诊费用
报销政策规定，社区卫生服务站属于
一级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起
付标准是10元，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比例是70%。按照以上规定，李云通
过普通门诊费用医保报销95..9元，
自付51.1元。“没想到现在连看门诊
都可以报销了，真的减轻了我们看病
的经济负担。”自付了51..1元的药品
费用后，李云对普通门诊报销政策竖
起大拇指点赞。

在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等
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可以报销，在市区
医院门诊看病也可以报销。近日，海

口市民李执宁在海口市第三人民医
院门诊看病，医生给他开了97.6元的
药品。在医院缴费处，李执宁在医院
工作人员指导下，自己支付了69.04
元，其余28.56元通过普通门诊费用
医保报销走账。

“按照规定，二级医疗机构普通
门诊报销的起付标准是50元，医保
报销比例是60%，个人承担40%，所
以该名患者花费97.6元，自己只需要
支付69.04元。”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保办公室主任李植新介绍。

大病住院方能报销，门诊看小病
须自己掏钱，这是以往大家在医院看
病时普遍遇到的问题。但自今年1月
1日开始，《普通门诊共济保障管理办
法》正式施行，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
小痛，普通门诊费用可以报销了。

按照《普通门诊共济保障管理办
法》规定，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到一级
及以下医疗机构就医，年度起付标准
仅10元，最高支付标准分别为1500
元、2000元，最高报销比例达70%，
减轻了参保人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
增强了参保人的医保获得感。

此外，个人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比如个

人账户可以建立亲情账户，家庭成员
共济使用，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可共享用于就医购药，还能
缴纳参保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再比如，针
对长期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在费用
报销、个人账户管理等方面都做了便
利化的规定等等。

个人账户办法出台是落实国家
医疗保障改革要求，对个人账户管理
进行了规范。参保人个人账户可用
于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以及缴纳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费用。
不能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
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
险保障范围的费用。

医保统筹基金不再划入个人医
保账户，这是不是个人能使用的医保
资金变少了？医保待遇变低了？对
此，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改革后划入个人账户金额相对减少，
这部分钱是放到了医保基金池里，用
于大家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
改革后所有参保人不仅是生大病、重
病有保障，生小病也可以报销，医疗
保障待遇比原来更好了。

我省建立健全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门诊纳入医保报销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比例分担表

医疗机构

支付比例

一级及以下

二级

三级

统筹基金

70%

60%

50%

个人

30%

40%

50%

普通门诊年度累计最高支付标准

人员类别

在职人员

退休人员

标准（元）

1500

2000

参保人在不同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看病，普通门诊的起付标
准不一样，医疗机构级别越高，起付标准越高。不同级别定点医疗
普通门诊报销费用规定如下：

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报销年度起付标准为10
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报销年度起付标准为50元；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报销年度起付标准为100元。

年度累计最高支付标准，简单来理解，是参保人按规定在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可以报销的最高费用。我省普通门诊年度累计最
高支付标准分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两类，在职人员是1500元，退
休人员是2000元。

起付标准以上、年度累计最高支付标准以下的普通
门诊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和参保人员按比例分担。定
点医疗机构级别越高，个人支付的比例越高。也就是说
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看普通门诊，个人支付比例
较低；相反，在级别越高的医疗机构看普通门诊，个人支
付比例较高。具体规定是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看
病，从业人员医保普通门诊费用统筹基金支付70%，二
级为60%，三级为50%。

参加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从2022
年1月1日起，可以按照规定报销普通门诊医疗费用。

政策详细解读

1.普通门诊费用哪些人可以报销？

2.普通门诊费用的起付标准是多少？

3.普通门诊年度累计最高支付标准是多少？

4.不同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
诊报销比例一样吗？

5.个人账户有什么变化？

定点医疗机构

一级及以下

二级

三级

注：普通门诊起付标准和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合并计算。

起付标准（元）

10

50

100

普通门诊年度起付标准

3月10日，文昌市医疗保障局举行医保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市定点医疗
机构学习门诊报销政策。 （文昌市医疗保障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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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
近日，省卫健委发布《海南省2022年
引进“好院长”“好医生”公告》（以下简
称《公告》），以急需紧缺岗位为重点，
面向全国（不含省内）刚性引进“好院
长”5名、“好医生”50名。

采取刚性柔性两种引进方式

《公告》指出，以急需紧缺岗位为
重点，面向全国（不含省内）刚性引进

“好院长”5名、“好医生”50名（根据实
际需求动态调整）。柔性引进不限定
岗位，不限定数量，结合用人单位实际
需求，按申报程序审定。

采取刚性、柔性两种引进方式。
刚性引进，即通过考核招聘、调动等方
式引进人才。柔性引进，即以顾问指
导、建立工作站、短期兼职、候鸟服务、
对口支援等方式引进“好医生”，不改
变省外人才的人事、档案、户籍、社保
等关系，引进人才每年定期或不定期
来琼工作，提供技术攻关、医学科研、
专题讲授等服务。

刚性引进人才最高
一次性发放安家费60万元

《公告》要求，各市县和医疗卫
生机构将现有编制和岗位优先用

于引进高层次人才。按照相关规
定解决好配偶就业安置和子女上
学等问题。

凡签约8年以上（含8年）的，在
正式聘任后一次性发放安家费。具体
标准为：三级医院“好院长”60万元；
二级医院“好院长”50万元；三级医
院、省级公共卫生机构“好医生”50万
元；二级医院、市县级公共卫生机构

“好医生”40万元。如服务期少于3
年而解除或终止合同（如自行要求调
离、辞职、自动离职、解聘等）的，须退
还全部安家费；服务时间少于8年的，
已发的安家费按每少服务1年退还1/
8计算金额给发放部门。妇幼保健、

疾病预防及未评定级别的医疗卫生机
构参照执行。

柔性引进人才最高每年
工作补助80万元

柔性引进人才，聘期在3年以上
且已在海南服务1年以上，经认定获
得《海南省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证书》
的，在购房、购车等方面可以享受本地
居民同等待遇。

柔性引进人才符合院士等A类
人才标准的每年工作补助80万元；
符合B类人才标准的每年工作补助
25—30万元；符合C类人才标准的

每年工作补助20—25万元；符合D
类人才标准的每年工作补助10—20
万元；其他高层次人才每年工作补助
6—10万元，具体补助由省卫生健康
委会同市县卫生健康委和用人单位
参照《海南省引进“好院长”“好医生”
工作方案（2021-2025）》确定，并按
协议支付。

应聘人员在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网
站（http：//wst.hainan.gov.cn）报名
系统进行报名，每个应聘人员可报
2—3个岗位（主报1个岗位，可报1—
2个调剂岗位）。报名时间：第一批
2022年4月6日至5月13日；第二批
2022年7月1日至9月30日。

我省将面向全国引进一批“好院长”“好医生”

柔性引才不限岗位不限数量

4月11日，在海马汽车海口基地的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装配汽车。
据了解，海马汽车公司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向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生产商转型，加快向绿色制造和智能制

造方向升级。截至今年2月底，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3.36万台，占汽车保有量的7.6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7倍以上，占比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新能源汽车产业
“加速跑”

我省11家基地入选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日前，中国科协认定了
800个单位为2021-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其中海南11家基地入选，分别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兴隆热带植物园

神舟天辰有限公司航天文昌科普基地

海南农垦博物馆（天然橡胶博物馆）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海南天问科普研学基地

海南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

海南卓津蜜蜂王国科普教育基地

文昌航天·现代城航天科普馆

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试验场

海南省规划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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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播出

介绍共享农庄建设理念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庄海燕）4月11日晚上播出的第31期海南省乡村
振兴电视夜校邀请到海南共享农庄联盟秘书长赵
昕，为大家阐述共享农庄建设理念。

赵昕介绍，2017年8月，省委、省政府首次提
出发展共享农庄理念并出台相关文件，省农业农
村厅积极展开试点创建工作，成立共享农庄联
盟。5年来，海南共创建共享农庄试点200家，已
成为海南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当前，
各个共享农庄依托特色产业，邀请专业团队规划指
导，打造了旅游、文化深度融合的农村新业态，提高
了经济效益、促进了乡村振兴、实现了多方共赢。

中国银行：
为跨境贸易企业
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叶
念尘）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中行）获
悉，RCEP生效后，海南中行发挥优势，
助力RCEP在海南自贸港落地，同时
为跨境贸易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
化金融服务。

2022年 1月1日，RCEP生效首
日，海南扬航实业有限公司取得海口
海关签发的我省首份RCEP原产地证
书，出口硫酸铝到日本，海南中行为其
办理了全省首笔RCEP原产地证书出
口收汇业务，金额4.6万美元。

3月，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领取了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签发的首
份RCEP原产地证书，主要产品为出
口至泰国的文化纸。未来，基于金海
浆RCEP项下业务的开展，海南中行
将为其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出口收汇
等金融产品和服务。

自2020年4月海南跨境金融区
块链服务平台启用至今，海南中行共
运用该平台出口应收账款融资链模块
办理业务 529 笔，核验报关单数量
1116笔。

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海口分园投入运营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张余雪）海南日报记者4月11日从海口复兴城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获悉，于去年年底获批落户复兴
城产业园的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海口分
园，现已投入运营。

作为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
体和平台，该产业园将发挥“集聚产业、优化服务、
培育市场、孵化企业、拓展业态”的重要功能，为海
南建设自贸港提供全方位人力保障，打造海南人
才发展高地。

同时，园区可提供人才咨询、高层次人才认定、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审批、高端人才活动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