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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及上级驻石有关单位：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基本医保管理规定的

通知》（泉政文〔2019〕86 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做好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的

通知》（泉政办明传〔2022〕42 号）、《泉州市医疗保障局等

七部门关于落实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工作的通知》（泉医保〔2022〕

25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我市 2023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保对象及范围

（一）除应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保以外的石狮户籍城乡居民。

（二）石狮行政区域内就读的学生。

（三）驻石狮武警中队官兵。

（四）在石狮居住的非从业港澳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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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有石狮有效居住证且未参加其他基本医保的人员。

（六）已在石狮参加基本医保流动人口的子女。

二、参保缴费时间和要求

（一）2023年度城乡居民参保集中登记期限为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二）集中参保缴费期限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特殊情况的缴费时间可延至 2023年 2月 28日。

（三）参保补缴期限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其中：2023 年 3 月 1 日（不含）前办理参保缴费的，享受

基本医保待遇不设等待期，从缴费之日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2023 年 3 月 1 日后办理的，除新生儿、入学新生、职工医

保转为参加居民医保、困难人口等按有关规定执行外，其他参保

居民缴费之日起 60日（含）内为等待期，等待期过后按规定享

受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待遇。

三、筹资标准及资金来源

（一）2023 年居民集中缴费时间内个人缴费标准为 360元/

人，除减免对象外，个人缴费部分由参保人缴纳。

（二）2023 年各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医保补助不低于 610元/

人，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

（三）补缴期限内登记缴纳当年的城乡居民医保费，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补缴的，按 360 元/人标准缴费，2023

年 7月 1日起补缴的，补缴人员（新生儿、入学新生、职工医保

转为参加居民医保、困难人口等有特殊规定的参保人群除外）按

个人缴费金额和财政补助金额之和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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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缴费减免对象

（一）市民政局认定的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孤儿

（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

全额补助。

（二）市民政局认定的 20世纪 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中享受

40%救济的人员，低收入家庭中的三类对象（残疾人、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个人缴费部分由

财政全额补助。

（三）市教育局认定的隶属本市在校大中专、技校学生符合

省教育厅、财政厅有关规定的家庭困难学生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

全额补助。

（四）市卫健局认定的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其个人缴费部分

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全额补助。

（五）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城乡居民已

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含夫妻及其未满 18周岁子女）、

农村居民生育两个女孩并已绝育的家庭（含夫妻及其未满 18 周

岁女儿），其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

（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含革命“五

老”人员），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全额补助。

（七）市残联认定的重度残疾人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救助

资金给予全额补助。

（八）市残联认定的一户多残家庭中的残疾人，其个人缴费

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

以上减免对象同时符合多种补助条件的，只享受一种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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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五、参保登记

（一）办理居民医保的服务及要求

1．已在我市参加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且参保状态正常的群

众，除登记信息有变更外，由医保信息系统默认续保登记，无需

重新办理基本医保参保登记。

2．在我市新参保或登记信息有变更的群众，可通过“闽政

通”“泉服务”APP办理线上参保登记，也可按户口簿或居住证

以户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进行参保登记，符合参保

范围的对象应全户参保，不得选择性参保。

3．城乡居民须携带户口簿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户籍所

在地或居住地村（居）委会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在本市就读的非

泉州户籍学生，学校收集身份信息，由学校所在镇（街道）组织

参保。在石狮居住的非从业港澳台人员提供我市有效期内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4．各镇（街道）、村（居）委会在参保群众提交参保登记

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将参保登记信息全部准确无误录入医保信

息系统或批量送至医保经办机构，医保经办机构 5个工作日内做

好复核或录入工作，确保参保信息准确无误，及时采集登记，并

通过省级信息共享平台传送税务部门。

（二）参保登记和缴费工作启动后，减免对象的身份信息由

市民政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残联、退役军人局等部门审核

认定后，汇总登记造册并加盖单位公章报送至医保部门。2022

年 8月 31日前，各有关部门要完成减免对象的认定和信息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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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022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增认定的减免对

象，应动态及时补充报送。医保部门收到各有关部门的减免对象

信息后，按规定分类将资助参保人员信息和资助标准通过省级信

息共享平台传送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按规定征缴。各部门对符合

条件的新增减免对象应及时认定并资助参保，相关待遇从认定之

日次月起执行；认定前个人当年已参保的，不再资助参保。对享

受定额资助的减免对象中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保的，应做好参保动

员，提高其参保积极性；经相关部门多次动员后仍不按规定缴费

参保的，视为放弃当年医疗保险和救助待遇。

（三）2022年 9月入学新生，2022年 9月至 12月无需缴费，

在规定的参保时限内（2022年 9月 1日—2023年 2月 28日）缴

纳新年度医保费的，保障期限从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其他在校学生在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28日

完成参保缴费的，从 2023年 1月 1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待遇。在 2023年 3月 1日至 10月 31日补缴的，从缴费之日起

60日（含）内为医保等待期。各学校应在每年 10月底前向医保

经办机构提供高校大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员名单。

（四）1 周岁以内的新生婴儿在出生 90 日（含）内办理当

年度参保缴费手续的，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基本医保待遇；在

出生 90日（不含）后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按个人缴费标准缴

纳医保费，从缴费之日起享受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待遇。

六、缴费渠道

（一）城乡居民完成参保登记后，可通过以下任一渠道办理

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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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上缴费。可通过福建税务 APP、税务微信公众号、电

子税务局、“手机扫码缴”二维码、自助办税终端、“泉州医疗保

障”公众号、云闪付 APP、部分商业银行 APP或微信公众号等缴

费。

2．金融普惠点缴费。城乡居民可持相应的银行储蓄卡到金

融普惠点刷卡缴费。

3．网上缴费。各村（居）委会及大中专、技校的经办人实名

认证后，可通过电子税务局为所属辖区（学校）的参保人批量缴

费。

4．银行网点缴费。城乡居民可就近通过税务合作商业银行

的营业网点办理缴费。

5．办税服务厅缴费。城乡居民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银

联卡，到参保登记地的办税服务厅办理缴费。

（二）市财政补助部分由市财政局通过上下级结算方式上解

至泉州市财政部门。个人缴费减免市财政补助费用应在规定时间

上缴至泉州市医保部门指定账户。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政府主导、镇村联动、部门配合、税务征收、多元缴

费”的征缴模式，调整充实石狮市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详见

附件 1），负责征缴工作的督导、通报、协调工作；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组织缴费、宣传引导工作；各镇（街

道）要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负责组织辖区参保工作的部署、宣

传、动员和培训等工作，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专兼职人员，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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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辖区征缴工作的统筹指导和督促协调，确保征缴工作按时完

成。

（二）强化协调配合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通力合作，全力推进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登记工作。医保部门负责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的统筹

管理，完善参保人员基础信息，建立参保数据库，推进全民参保

扩面工作；税务部门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费用的征收工

作，定期向医保部门反馈征收情况；财政部门负责提供经费保障，

落实参保对象财政补助资金。同时，按照参保人数每人 3元的标

准给予各镇（街道）工作经费补助，补助资金用于参保扩面和各

镇（街道）聘用人员、村（社区）人员工作补助、绩效奖励。教

育部门负责提供在校学生名单，配合做好各学校学生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工作，督促学校做好在校学生的参保缴

费工作。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工作职能协同推进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参保工作。基本医保参保工作和医保电子凭证开通情况纳入

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评内容（具体考评方案另

行制定），确保常住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达 96%，医保电子凭证

开通情况达 90%。各镇（街道）集中缴费工作结束后，应于 2023

年 2月 10日前填报《石狮市 2023年度各镇（街道）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缴费情况汇总表》（附件 2）报送泉州市医保局石狮分局，

并将辖区内村（居）委会参保资料递交医保经办机构归档保存。

各村（社区）、各大中专学校、技工学校要及时落实参保对象的

参保登记、申报工作。

（三）加强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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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的宣传引导，特别

是在集中参保及缴费阶段，要创新宣传方式和手段，充分利用报

纸、电视台、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加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

缴费流程、财政补助等有关政策及医保电子凭证运用的宣传，准

确解读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和舆论监测，做好群众疑难问题的解

答解释工作，合理引导群众预期。

八、其他

如国家、省、泉州市有关政策调整，以国家、省、泉州市最

新规定为准。本通知由泉州市医疗保障局石狮分局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

附件：1. 石狮市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2. 石狮市 2023年度各镇（街道）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缴费情况汇总表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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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洪奕蓉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组长：邱泽群 市政府办副主任

周龙水 泉州市医保局石狮分局局长

成 员：蔡钰章 市教育局副局长

纪迎盈 市民政局副局长

王名体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李垂轩 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 宁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卢丽雅 市卫生健康局四级调研员

蔡宗凯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林志龙 市税务局副局长

洪永家 市残联副理事长

邱泉喜 泉州市医保局石狮分局副局长

王雅凉 凤里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卢鸿利 湖滨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邱世炎 灵秀镇副镇长

蔡雷霆 宝盖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卢小钦 蚶江镇党委副书记

王文钦 永宁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 10 —

陈明英 祥芝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王名毅 鸿山镇武装部长

李华媚 锦尚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石狮市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市政府办公

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监督、推进、落实我市医疗保

障领域工作。今后，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职务如有变动，由继

任者自然接任，不再行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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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狮市 2023年度各镇(街道)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村（社区）

参保情况 缴费情况

参保对象

人数（人）

实际参保

人数（人）

参 保 率

（%）

个人缴费

人数（人）

个人缴费由

市财政承担

人数（人）

个人缴费金额（元） 合计（元）

合计

注：①此份表格应实事求是，准确填报；②应于 2023年 2月 10日前经主要领导审核，报送至市医保部门，

联系电话：8300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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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泉州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