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怀政办秘〔2020〕25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0年（2021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怀远县 2020年（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

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2020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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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县 2020年（2021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按照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

局 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皖医保发〔2020〕15 号）工作部署，

结合《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着力解决因灾致贫返贫问题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皖办发〔2020〕17号）和蚌埠市《关于做好 2020年

蚌埠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蚌政办秘

〔2020〕53号）有关要求，为切实做好我县 2020年（2021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筹资对象、标准及待遇享受时间

（一）筹资对象。

本县行政区域内，除应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以外的其

他所有城乡居民，主要包括：

1. 农村居民；

2.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他城镇非从业居民；

3. 各类高中、中专、技校学生，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园生、

婴幼儿及新生儿；

4. 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其他人员，含在本地经商、务

工、生活等长期居住的外地户籍人员。



- 3 -

（二）筹资标准。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为每人 280 元，财政对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每人 550元（由中央、省分别补

助 440元、110元）。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实行分类资助参保。

通过医疗救助资金对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

予分类资助。

1. 对特困人员政府给予全额资助；

2. 对低保对象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016年及以后确

认和脱贫的，以下简称“贫困人口”）给予 250元定额资助，个人

缴纳 30元；

3. 因特大洪涝受灾贫困人口参加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由

县财政全额补贴；

4. 重点优抚对象个人筹资部分由县财政全额补贴；

5. 已领取独（双）女户证的农村独（双）女户家庭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时，女儿（至 18周岁）及父母的个人筹资

部分县财政全额补贴；

6. 农村独男户（儿子 16周岁前已领取独生子父母光荣证）

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儿子（至 18周岁）及父母的

个人筹资部分，县财政补贴一半，个人交一半。

（三）待遇享受时间。

待遇享受时间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

县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不得重复参保，不得重复享受医保待遇。

继续实行新生儿“落地”参保政策。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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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办理参保缴费的，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新生儿超过

3个月参保缴费的，自缴费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

以新入学中专学生身份首次在本县参保的异地学生待遇享

受期为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征缴方式

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理，便捷高效，平稳有序”的原则，

继续沿用政府统一组织，多方协作配合的模式，采取个人自助缴

费、集中征收或委托代收等方式进行征收。

计生、优抚、困难群众（包括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贫困人

口等）等特殊人群实行委托代收制，由户籍所在乡镇、村（社区）

等代收单位统一组织代收，由代收单位催报催缴，并将参保费用

（含个人交款及政府代交款）汇总缴入国库。

其他普通城乡居民均采取个人自助缴费方式，由村（社区）

工作人员指导操作、催报催缴，通过微信或皖事通 APP渠道完

成参保缴费。城镇户籍在校学生也可以通过所在学校缴费参保。

三、筹资步骤

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从 2020年 9月 1

日开始，2020年 12月 31日结束。筹资分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0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县政府印发《怀远县 2020年（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筹资工作方案》，召开动员会议安排部署筹资工作。

各乡镇要及时安排部署本地区筹资工作，确定工作人员及其

职责分工，理清工作流程，集中力量，分片分组进村入户开展宣

传、筹资工作，做到家喻户晓，动员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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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县医保局及各乡镇要利用多种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启

动实施参保缴费政策宣传工作。

（二）组织筹资阶段（2020年 10月 1日至 11月 30日）。

1. 认真做好筹资收费和信息登记工作。

（1）今年普通城乡居民均采取个人自助缴费，由乡镇和村

（社区）具体负责，指导操作、催报催缴，通过微信或皖事通

APP渠道完成参保缴费。

（2）针对财政代缴对象，医保部门依据民政、卫健、扶贫、

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减免对象名单下发至各乡镇，由乡镇剔除

双重减免身份的信息后，再进行个人应交费款的收缴。

（3）当年出生的新生儿实行“落地”参保政策。

2. 参保资金及时入库，确保资金安全。

新生儿参保，费款需及时缴入国库；计生、优抚、特困、贫

困等特殊群众的个人参保缴费资金待对应的政府代缴款到位后

一并缴入国库。

（三）统计汇总阶段（2020年 12月 1日至 12月 20日）。

筹资结束后，各村（社区）要将收款票据、参保登记表核对

后在规定时间内交到乡镇征收经办部门，做到参保登记表、票据

登记金额、上缴乡镇医保基金银行账户的资金数额相一致。

（四）参保信息审核、修改、提交阶段（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12月 31日）。

筹资结束后，乡镇医保站联系各村（社区）对乡镇网办系统

录入的特殊人员参保信息进行集中审核、修改。其他普通人员参

保信息由县医保局在居民个人自助缴费成功后定期审核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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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征缴工

作协调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为

成员。各乡镇要充分认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的重要

性，坚持以民生工程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下的统筹推进

机制，成立工作专班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

（二）压实工作责任。税务局、医保局、民政局、扶贫局、

卫生健康委、残联、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教育体育局等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积极主动承接或协助完成有关工作事项。乡镇具体

负责协调、推动参保缴费工作；各税务分局指定专人配合做好城

乡居民医保的征缴工作；医保局重点做好参保登记信息采集、审

核、传递等工作，负责居民医保待遇落实和管理服务工作；财政

局要及时做好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工作；教育体育局重点做好各类

学校、幼儿园的在册学生和幼儿的参保宣传和督导，确保应保尽

保；民政局、扶贫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局等部门按照职责

做好特殊参保人员身份认定工作。

（三）加强考核督查。县政府将居民医保筹资工作纳入年度

目标考核管理，对工作不力、推诿扯皮的将进行通报批评，并予

以严肃问责。各乡镇要及时了解辖区内各村（社区）筹资动态及

存在的问题，每周统计公布各村（社区）筹资进度，进行考核奖

惩。筹资期间，县税务局、县医保局分组包片赴各乡镇督查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税务、医保部门及乡镇征收经办人

员要深入居民户，加强指导，解难答疑。县税务局每周进行筹资

参保进度统计通报，并报县政府督查室。县政府根据乡镇筹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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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情况组织督导组进行督查，对筹资工作开展不力、未达到

序时进度或者进度较差的乡镇，由县政府督查室在全县范围内通

报，在年度目标考核中予以扣分。

（四）深入宣传发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结合宣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加大“公民有

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的宣传力度，结合微信自

助缴费系统上线，深入千家万户开展缴费宣传辅导，一方面要把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财政补助、保障待遇和管理服务等政策讲透

讲清，另一方面辅导缴费人掌握自助缴费操作要领，防止漏保、

错保。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附件：1. 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协调小

组组成人员名单

2. 怀远县 2020年（2021年度）各乡镇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任务分解表

3. 怀远县 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

费工作包片督查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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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路 军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李维侠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徐元景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崔 伟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周广新 县民政局局长

朱咏君 县财政局局长

葛 耀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汤进红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刘维新 县医保局局长

张 鹏 县扶贫局局长

李 勇 县残联理事长

高 杰 县税务局局长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税务局，高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负责统筹推进协调小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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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怀远县 2020年（2021年度）各乡镇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任务分解表

编

号

乡镇名称
2019 年末户

籍人口数

2021 年度参加职工医

保、外地参保扣减人数

2021 年度应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人数

1 怀远经济开发区 5676 1458 4218

2 荆山镇 146381 51076 95305

3 榴城镇 92149 14492 77657

4 兰桥乡 43616 2096 41520

5 褚集镇 51230 2396 48834

6 古城镇 60965 3346 57619

7
龙亢试验区（龙

亢农场）
9606 3347 6259

8 包集镇 94064 6300 8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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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各乡镇取得居民外地参保证明的人数超过表中已扣减职工及外

地参保人数二分之一的，超过部分可以从应参保人数中扣减。

9 白莲坡镇 90371 4370 86001

10 龙亢镇 68802 4466 64336

11 万福镇 59381 2700 56681

12 淝南镇 57184 2826 54358

13 魏庄镇 50106 3066 47040

14 双桥集镇 66224 4226 61998

15 常坟镇 103664 5686 97978

16 陈集镇 44525 2186 42339

17 河溜镇 77538 4206 73332

18 唐集镇 74972 3460 71512

19 淝河乡 85821 3316 82505

20 徐圩乡 57779 3046 54733

怀远合计 1340054 128065 1211989



- 11 -

附件 3

怀远县 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工作包片督查安排表

组别 牵头单位 负责人 督查乡镇

第一组 县税务局 高 杰

榴城镇、龙亢镇、淝南

镇、褚集镇、双桥集镇、

淝河乡、古城镇、包集

镇、陈集镇、魏庄镇、

经济开发区

第二组 县医保局 刘维新

荆山镇、白莲坡镇、常

坟镇、唐集镇、万福镇、

兰桥乡、徐圩乡、河溜

镇、龙亢试验区（龙亢

农场）


